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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總結：基督新婦的興起�

張譽騰牧師�
2022年11月13日�

家人平安！�

你問一下旁邊的人說：「你愛耶穌嗎？你愛耶穌
嗎？」阿們！�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愛耶穌的秘訣，就是一個
持續渴慕的恩典。很多人也許把他自己的熱情放在某個地
方，就變得很有動力，你有沒有聽過這種人？當那個熱情
很強的時候，好像一切的困難都不是攔阻，當那個熱情存
在的時候，都變得非常非常地快樂，你有遇到這種人嗎？
有沒有？每一個人都有他熱情的對象，但是有一種熱情是
不會減滅的，跟旁邊說一下：「就是因為愛上耶穌了！」�

家人們，自從我得救之後，我非常驚歎上帝的愛可以
持續地燃燒到現在，我們是不是感恩？有持續的恩典來愛
祂，都是上帝給我的恩典，都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我想
跟大家分享4個字，叫做「思愛成病」，你曾經思愛成病的
舉手一下。有幾個哈！�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女兒5歲的時候是怎麼樣思愛成病。
我們是在家教育，所以女兒從早到晚都粘在媽媽的身上。
就有一天，媽媽需要去陪外婆，出去坐渡輪，然後我這個
做爸爸的就一直預備女兒的心說：「媽媽要去孝順。」我
把真理告訴她了！跟她講完之後，我本來以為會有效的，
結果她一看到媽媽的渡輪走了就開始哭，她一直哭一直
哭，然後我就勸她說：「你沒有媽媽，你看看你還有舅
舅，還有舅媽，還有爸爸，還有妹妹，不是都很多嗎？」
結果她跟我講一句話讓我非常震撼，她說：「我如果沒有
媽媽，我一半以上都沒有了！」哎呦！聽了我的心好痛
啊！她沒有媽媽，她一半都沒有！結果那個禮拜是我最辛
苦的時候，思愛成病！放卡通影片給她看，她也不想看，
思愛成病！找她的同學陪她看電影，她看完又哭！我才明
白說：「哇！竟然有一種愛，是那種不會熄滅的愛！」�

經過18年以後，有另外一個人思愛成病，她是誰？經
過18年之後，我的女兒今年上大學，然後我親眼看到這個
做媽媽的——我的太太：不！捨不得，就是捨不得！都已
經送到宿舍，還不想走！等到最後學校都安排節目了，她
還是不走！女兒對媽媽說：「媽媽那我走。」「好，讓你
走。」小孩子就跑去參加學校的活動，對不對？我車就開
走了。結果我看到我太太思愛成病，「怎麼可以讓她走？
怎麼可以？我還要看她。」我車都開走了，「我還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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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的我還要看她！」我只好再開車回來，這個媽媽就
這樣子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操場去：「請問你認識Crystal
嗎？請問你認識Crystal嗎？」一心地尋找她的女兒，她只
想做一件事，做什麼事嗎？再看一眼，再抱一下。�

家人們，跟旁邊講一下說：「我們都會思愛成病。」
我們都有可能思愛成病！我有一個思愛成病的現象，我想
給大家看個照片，那是我剛信主的時候，有一首歌我非常
喜歡，那首歌叫做《十字架下麵我思想》，你們應該會
唱，一個老歌，「十架下我低頭，靜默思想……」有沒有
唱過？要不要我們唱一句看看，來，一起唱，來！「十架
下我低頭，靜默思想，主耶穌為何故受苦害？……」我剛
信主的第一年就唱這首詩歌，當我在唱的時候，我開始被
一個吸引，就是我很想到十字架面前去思想神的愛。結果
我就常常上到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附近的一個山
頂，這是聖克魯茲的韓國禱告山的山頂，我很喜歡到上面
去，我就站在那邊一直看著它。如果你把這張照片放大，
你會看到那個照片非常特別，神給我的開啟，因為我一直
注視它嘛。那個樹的頂端好像是一個小皇冠，然後那個樹
的兩根棍子是一根很長的釘子穿透這個木頭再釘到樹上，
好像經上說的，耶穌為我們掛在樹上了，然後樹根好像耶
穌的兩腳交叉也被釘在地上。�

當我在十字架面前唱這首詩歌的時候，我才發現我有一點
點癲狂，因為我想起來了，那天早晨5:30開車從這邊到聖
克魯茲山頂，跟大家講個好消息，只需要55分鐘！要不要
去？只需要多少分鐘？55分鐘就可以從弗裏蒙特直達到山
頂敬拜神，你要嗎？家人們，當我發現五點半，五十五分
鐘的時候，我就好興奮噢！不要遇到塞車！我就沖上去，
沖上去，就在山頂上一直地說方言，一直地敬拜祂！當我
開始思念祂的時候，我發現一個心中的滿足開始湧出來。�

好吧，我們來讀一下經文，我們看第一頁讀一下經
文。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應許。我們一起朗讀神的話好嗎？
「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
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
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
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
視。」家人們，愛慕耶穌是上帝給我們一個超自然的恩
典，就是耶和華的烈焰燒在我們的心版上；而且祂不但燒
在我們的心版上，祂要燒掉一切其他愛的攔阻；而且祂要
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心版上的時候，我們是在不知不覺中
就會被神的愛點燃的，是不知不覺中就被神的愛點燃。�

上個禮拜在會後追求的時候，江牧師看到一個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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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有些人的心是硬的，但是神的熱情是很大的！是不
是真的？所以神的熱情要點燃在我們的心版上，就燒起
來！這個完全是恩典，因為我們做罪人的，我們的心很容
易硬掉。所以早期的時候常常聽到牧師說：「弟兄姐妹請
為我們禱告，讓我們開始渴慕耶穌！厲害地渴慕！厲害地
渴慕。」我想是因為那時候這樣的教導，所以我的禱告日
誌上的第一個禱告事項就是：「主啊，加添我的渴慕！」
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我很容易愛上別人，很容易有私懷愛
念。所以我說：「主啊！你加添我的渴慕！」那麼多年
後，回過頭來看，有的描述我早期的時候在媽媽的教會。
早期的時候，我們都是每一個桌子椅子下麵都有衛生紙，
然後弟兄姐妹的心好柔軟。那時候每次我聽到有人禱告，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們的春陽的媽媽，我們叫她林媽媽，
她每次這樣子「主啊！啊…！主啊！啊…！」就開始哭
哎！就喊一個「主」字就開始哭哎！哇，她一哭的時候，
我們整個心都融化了，那叫做「柔軟的心」。有時候「柔
軟的心」不是用你頭腦可以分析的，「柔軟的心」就是想
到主的愛，心就柔軟了，沒有硬心，就一直地流下來。我
就回憶那時候——過去的時候，我是個大男人，在教會裏
面每次想到耶穌就開始哭，想到耶穌就開始哭，好像耶穌
一直跟我講說：「你知道嗎？你是在最嚴重的情況之下我
救你的；你知道嗎？你幾乎是有憂鬱症我救你的；你知道
嗎？你的人際關係非常糟糕。」甚至連在碩士的基督徒都
不想算我，他說他非常討厭我，討厭到不想向我傳福音，
然後看到我說：「你怎麼會信耶穌？」他還不高興我信耶
穌哎！可見我那時候多麼糟糕啊！當我想到這一切的恩
典，我才知道我有病；當我想到我有病，我就想到說看心
理醫生，聽說美國很貴，120塊一個小時，可是看了會好
嗎？我想到神的愛就流淚，我數算不盡神的愛就持續地流
淚。當我們的心打開的時候，神會一直訴說。�

我最近發現有一個很奇妙的事情，跟旁邊講一下說：
「神的記憶力非常非常地好！」祂記得曆世歷代發生的事
情，為什麼？因為最近讀《聖經》，我讀到當大衛要奉獻
建殿的時候，神說什麼？神跟大衛講說，不是講說掃羅時
代，不是講士師時代，神說什麼？「自從我領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時代……」哇！神，祢怎麼記那麼多？祢記到
「我自從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代，我怎麼樣怎麼樣對
以色列百姓好……」當百姓要興起掃羅王的時候，神說：
「自從我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他們都不要我。」神的記
憶力非常好。跟旁邊講一下說：「神也記得你每一滴眼
淚，神也記得你每一個禱告。」家人們，這是上帝對我們
長闊高深的愛！這是上帝對我們長闊高深的愛！因為祂對
我們的烈焰，持續地燃燒，燃燒到一個地步你會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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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到禱告山，也是在同一個地方，我去在那邊，
我就是把我自己獻給神。媽媽說要親近神，我就在那邊親
近神。親近祂之後，回到教會的時候，那時候正好是領袖
之夜操練先知性的預言，就有一個弟兄來找我，他說：
「我好緊張，你們都會有預言恩賜，我都沒有。」我說：
「沒關係啦！你就隨便講！」他說：「真的，我就沒有，
還講什麼！」他說：「譽騰，我沒有了，我只是看到你在
山頂上看著天空，不知道什麼意思？」哎喲，我心裏面一
震！我那天白天就在山頂上看著天空，竟然這個弟兄他說
他沒有這個預言恩賜，他就告訴我，我心裏面一震，我
說：「主啊，難怪《詩篇》139篇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
的！」《詩篇》139篇說什麼，你知道嗎？你坐下，你起
來！神通通都知道！上帝知道我坐在哪里，上帝知道我怎
麼看祂。�

上帝藉著那句話鼓勵我的時候，我心中感觸很深，所
以從此以後我就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任何的事情、任何
的活動儘量先上禱告山！結果我把我孩子帶到山上好幾遍
你知道嗎？有一次又跟她們辯論，說：「我們再度上禱告
山！」孩子說：「啊？我還要再去啊？」我說：「爸爸答
應你，上完禱告山之後我們再出去玩，去海邊也好，去山
裏面的公園也好。」結果我們去完禱告山之後，因為在禱
告山我有很多的禱告，就耽誤了所有的時間，後來本來要
去的一個公園關掉了，我們全家就坐在禱告山裏面。跟父
母們說一個好消息：只要我們的孩子進教會，他們很多都
有先知性的恩賜。我們一起來宣告：「主耶穌，我們教會
每一個小孩子都可以領受到來自神的啟示!」阿們？阿們！
結果在那個時候我們一家4口坐在車上，爸爸也很緊張啊，
因為本來去的公園關門了，怎麼辦？又是疫情期間。疫情
期間代表什麼意思啊？連海邊的公園都關了！山裏面的公
園也關了，海邊的公園也關閉了！我們全家就只好謙卑在
神面前，我們一起親近神。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神給我
女兒一個異象，神也給我一個異象。神給我的異像是一個
地圖，然後一個針這樣子戳上那一點，那地名我不知道。
然後神給我的女兒是一個英文名字，就是那個地名，那我
就跟我女兒說：「好吧，我們就憑信心去吧，反正其他都
關掉了。」後來才發現整個海灘都關門，只有那個小小的
海灘沒有關門，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那個小小的海灘有
很多的商業的餐廳需要做生意，所以在疫情期間只有那個
小小的海灘沒有關門。好不好我們給神一個感恩？「主耶
穌，謝謝你！你總是我們開門！阿們！」上帝是為我們開
門的神。�

當我們向主求「主啊，求祢把這樣一個愛火燒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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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讓我們思愛成病」的時候，你是一個常常地向神求
說「主啊！我來尋求祢的面」的人。�

最近愛火已經燒下來了，你同意嗎？今天早上有領受
到愛火的，舉手一下，我看到了！真的愛火點燃下來了。
最近我們晨禱會有一個姊妹愛火點燃下來，不是這一次，
她說是在兩次前，江牧師說神賜下渴慕的時候，她就出來
做見證說，她的渴慕也燒起來了。她分享兩個禮拜前的那
次聚會，她說她那次不知道為什麼整個心點燃到一個地
步，她整場聚會就是一直注視在講員身上，好渴慕！最後
就跑到前面追求！結果後來她們就坐車回去，回去到一
半，她又覺得說不夠滿足，她又跑回來，在神面前又跪下
來，那時候已經是英文部在敬拜的時間。�

家人們，當那個愛火燒下來的時候，愛慕耶穌的火使
我們開始有個動力，就是想要來找祂，想要來尋求祂！當
你尋求祂的時候，最大的特色是你會開始改變，阿們！有
一個牧師講說他固定的去晨禱的時候，他說他每一個月固
定地花時間到山上去晨禱的時候，他發現他跟他太太的關
係變得非常好。結果後來有一天，他那個月好像沒有意思
要去晨禱的時候，他太太說：「你趕快上去吧！」跟旁邊
講說：「那個太太好像亞比該，好有智慧噢！」太太們，
你要鼓勵我們的丈夫們起來追求神，阿們！�

我們來看一下新婦的特徵。第一個是思愛成病。第二
個特徵是渴慕與神關鎖。我們來讀一下神的話，來：「我
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
源。」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經文，這個是我們的主任牧
師在《雅歌總結》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經文，我們有一起分
享說怎麼樣地把時間分別給祂，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再度
來看這處經文呢？是有原因的。我們來看下一句：「我屬
我的良人，他也戀慕我。」新婦有一個很大的特別，就是
她是屬於誰？屬於良人。屬於誰？屬於耶穌。那個「屬
於」代表什麼你知道嗎？那個「屬於」的意思就是說：你
是歸給祂，被祂擁有，而且那個擁有是你被祂完全的擁
有。當你開始屬於良人的時候，良人就在身上不住的吸
引，祂持續想要得著你。�

我想分享一個小小的我跟我太太的經歷，我太太非常
愛我，我們婚姻非常幸福。我們有一次出去旅遊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經歷很特別。那次我們出去旅遊，那個地方
很特別，那個地方就是國家公園，然後進到山裏面的時候
呢，結果山裏面沒有任何的手機訊號，所以當我們夫妻兩
個進去的時候，我們就發現說沒有手機的訊號，所以我們
就把手機都放在車上，我們就沒有帶手機了。然後我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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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在山裏面散步，在山裏面講話。當我們一起走的時
候，我突然發現一個特點，我發現我太太平常很忠心地侍
奉教會，所以她想到什麼事情就立刻做，立刻拿手機立刻
做，結果在那個時候她突然間都不想教會的事情，只單單
跟我在一起，你覺得我幸福嗎？真的不一樣！我突然感覺
到說在山頂上那個時間，她是百分之百屬於我的，阿們？
她的心思意念歸向我了！就在那個時候，我們突然感覺到
我們的關係好像是在結婚前的那種初戀約會的時間。�

家人們，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想到耶穌的滿足，阿
們？可以從這個例子想到耶穌是不是渴望我們百分之百地
屬於祂。如果你要這樣操練，我就有一個很寶貴的地方，
就是你開始操練歸耶和華為聖。開始操練把一段時間清靜
地分別出來。我想問一下，我們當中已經有跟神單獨關鎖
的，舉手一下，我們當中有沒有？我看一下。好，請放
下。50%左右！家人們，當你開始分別的時候，你會發現神
會把奧秘的事告訴你！因為你越親近祂，越靠近祂，時間
越久的時候，你就發現神樂意把祂的心思告訴你，把祂的
計畫告訴你，當你越靠近祂的時候，與祂關鎖的時候，你
會發現在祂面前有滿足的喜樂。有時候神許可一個環境讓
我們有經歷的時候，你就開始改變。�

我想分享我自己今年的經歷。去年的12月我們全家染
疫，染疫的時候大家都瞭解嗎？還有我們國內的家人都瞭
解嗎？在隔離的時候，隔離的時候我一個人一個房間。當
我一個人一個房間的時候，太太也不能見，孩子也不能
見，在那段隔離的時間，我才知道什麼叫做「關鎖的園，
禁閉的井」。那段時間整個房間只有我一個人，那時候我
開始打開《聖經》，開始朗讀神的話，我開始參加晨禱
會。我在生病期間持續地參加的時候，讀神的話，然後開
始朗讀神的話，然後親近祂，等候祂，在整個的過程裏
面，我發現從1月份，因為生病所以都是在家裏的時候，我
覺得那段時間我感覺到神跟我好靠近。其他的事情不忙的
時候，你有一段時間歸耶和華為聖，與祂關鎖的時候，你
才發現說，主啊，原來我們受造就是屬於祂，我們受造就
是要滿足祂的心。當我們持續操練的時候，我們《等候
神》的教導有一句話講說「我們可以觸動神的心！」有沒
有這段教導？有沒有？像馬利亞一樣，坐在耶穌腳前，我
們有機會可以觸動神的心。�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親近神的時候，一首歌湧在我裏
面，那首歌就是《我願觸動你心弦》。有沒有唱過這首詩
歌？我願觸動你心弦，我就一直唱一直唱，有時候神會藉
著詩歌向我們說話，我唱好久我就說：「主，為什麼這首
歌在我裏面唱啊唱啊？我願意觸動你心弦，難道我真的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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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你心弦嗎？」然後那時候我就在那邊走禱，我就說：
「主，為什麼這首歌從我裏面湧出來？我願意觸動你心
弦。」結果突然神給我一個回應，神說：「你那天去看牙
齒，你的牙齒非常痛，而且做根管治療，治療了好久。那
天你牙齒很痛的時候，你那天在最痛的時候一直在思想
我，然後心中一直在喊‘耶穌……耶穌……耶穌……’你
既然在最痛的時候還想我，我很感動。」我就嚇一跳，我
說：「耶穌啊！」�

我以前另外一次也是一樣，有點癲狂，剛信主的時候
也是有點癲狂，我去看牙醫的時候，牙醫還沒信耶穌，我
說一定要給他信，我就跟牙醫講說：「我可不可以邊看牙
齒邊聽《聖經》？」他說：「可以啊。」我就按下《約翰
福音》，他就跟我一起聽《約翰福音》，邊治療我邊聽
《約翰福音》。�

家人們，很多時候你開始靠近祂的時候，你有一個特
徵，就是你喜歡連看牙齒都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
阿們？有一個很有名的廚師叫勞倫斯，對不對？聽過勞倫
斯的請舉手，好，放下來。勞倫斯是很會煮菜的，但是他
邊煮菜邊跟神親近。�

我們最近講到古道，恢復古道，早期的時候，我就帶
領清心小家，我們一起來煮愛宴給教會。我壓力很大，因
為我的感動是煮三杯雞。煮三杯雞的話，一家5口，3杯雞
肯定要煮一個小時。可是如果3杯雞要給200個人吃，如果
一家5口煮1個小時，那200個人要煮多久呢？我就開始算，
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我就召集我們10個青年團契的同工，
我們就跪在雞腿面前說：「主啊，主啊，你教導我們來煮
三杯雞！」還真的跪著噢！主就給我智慧：切蔥切薑的團
隊，還有炸大蒜的團隊，還有剁雞的團隊，還有煮熱水的
團隊，我們等於是工廠一樣都排好，然後倒醬油的團隊，
就這樣，好忙！我怕弟兄姊妹太累，就立刻做完。做完的
時候，他們就說：「譽騰，我們累了，我們要回家了。」
結果我一嘗，太鹹了！我嚇壞了，「第二天教會沒飯吃
了，我怎麼辦？」結果那天晚上睡不著覺，半夜爬起來睡
不著覺，你知道主都知道！我坐下，我起來，祂統統都知
道！「主啊，我睡不著覺！」打開《聖經》讀一下，一打
開，就那句話進到我裏面，這種幾率太小了！一打開，眼
睛就看到那句話：「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
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
分……」我就冒冷汗!我說：「神在說我思慮煩擾！」結果
那天的主日我躲在大堂，不敢回副堂去吃飯，我怕大家罵
我，你知道嗎？結果後來大家吃完了，我就到副堂吃飯，
弟兄看到我就拍我一下：「譽騰，你怎麼煮那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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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什麼？好吃嗎？真的嗎？你吃很好吃？」原來煮
200人份的三杯雞的方式是要先把皮搞得很鹹，結果過一夜
通通都好吃。給神一個掌聲！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神
怎麼做成的，我的工人也不夠，只能拼命地做，想不到神
親自地保守。家人們，當你開始凡事靠近祂的時候，你在
與祂關鎖的時候，我們的神總是幫助我們的，阿們？�

我們看第三點，第三點是我想要分享這一年我特別的
感觸，我們來讀一下，愛慕神的話是新婦的特徵。我們來
讀神的話好嗎？「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
且有豐盛的慈愛。祂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為千萬
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我剛剛分享年初我跟神關鎖之後，神在我身上做一個
奇妙的工作。我一直有個謊言在我裏面——我不愛讀書。
這一謊言一直在我裏面，「我不愛讀書」，所以打開《聖
經》對我來講是一個痛苦！我總覺得我是娛樂界的，東跳
西跳，我總覺得我是屬於那一塊而已，我覺得我好像讀書
不是屬於我的這一份。結果當我媽媽跟我講，我媽媽那邊
的人全家都非常愛讀書，我的外祖父是臺灣讀到很高學歷
的，然後是臺灣非常有名的，我媽跟我講完之後，我突然
有一個醒悟：「對哎！為什麼我沒有外祖父的DNA？我應該
有！我應該會愛讀書啊！」結果從那一次的疫情之後，上
帝把想要讀《聖經》的胃口賜給我，胃口不知道怎麼進來
的，然後現在我們家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我聽過一個見證，說在英國有人打開《聖經》大聲朗
讀神的話，結果街上的流氓就信耶穌了！我們給神一個掌
聲。所以我相信神的話大有能力，而且要誦讀！保羅提醒
提摩太：「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保羅提醒提
摩太說：「你要讀出來！讀出來！讀出來！」結果現在在
我家裏面，我常常跟我太太講說：「老婆，你煮菜，我讀
《聖經》給你聽。」我就好大聲哦，開始大聲朗讀、大聲
朗讀、大聲朗讀。因為使徒Henry跟我們講說：「你讀《聖
經》不需要用頭腦，你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朗
讀完一遍後，「我來第二遍噢!」我就大聲朗讀、大聲朗
讀、大聲朗讀。因為主耶穌和你說，你持續念完之後，有
一天《聖經》像活字典一樣從你身上跳出來，因為《聖
經》是活的。�

上上禮拜為一個癌症的20歲小朋友禱告，甲狀癌剛開
刀,當我為她禱告的時候，經文就從我肚子裏面跳出來，絕
對不是我的理性可以用的。神跟那位20歲的小姐妹講說：
「你在患難當中還與我同在，我很得安慰！」我就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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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來鼓勵她，那位因為得了甲狀癌的小姐妹，後來我才
發現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她自從知道自己得癌症的時候，
還在家裏彈吉他敬拜神，她沒有離開神！小小的年紀，持
續地相信神，彈吉他敬拜神，她這樣子的一顆心觸動神的
心。所以神藉著這個經文突然從裏面湧出來，絕對不是我
頭腦！我頭腦一定會講說：「奉主的名醫治你！」但是神
湧出來的字不一樣的時候，我才明白原來使徒Henry所說的
話是真的！我只不過是把神的話拼命讀之後，竟然有個話
就跳出來了，不是經過我的頭腦，而是神要透過這句話鼓
勵到那個小孩子。原來那個小孩子暗中所做的事情，上帝
統統都看到！她到現在即使在治療過程當中，還是在彈吉
他敬拜神！我們給神一個掌聲，所以愛慕神的話是一個超
自然的恩典。�

當我在朗讀的時候，最近有一個很奇妙的經歷，我相
信有人已經有了。我想問一下，你有讀《聖經》讀到突然
間眼淚流出來的，舉手一下，有多少？1個，2個，3個，4
個，好，請放下來。我必須承認我過去沒有，但是我今年
有。非常感恩。我照著教會的讀經進度，週末的時候就讀
到《撒母耳記》下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然後昨天是讀《撒
母耳記》下第十一章十二章，今天讀十三跟十四，跟旁邊
講一下說：「不要錯過讀經進度！不要錯過讀經進度！因
為上帝要跟你說話。」阿們？我以前最羡慕我們的主任牧
師，她每次打開《聖經》說，今天早上神藉著《聖經》跟
我說什麼。這是為什麼？因為我們的主任牧師她固定都讀
神的話。我就在週末讀《撒母耳記》下一二章的時候，我
突然讀到一段經文的時候：大衛聽到他的岳父過世，聽到
他的盟友約拿單過世，大衛聽到以色列的百姓被殺，大衛
聽到的時候，大衛在神面前撕裂衣裳，大大地痛哭，他不
但痛哭，而且他還寫歌叫《弓歌》來懷念他的岳父。為什
麼我要講岳父？因為那叫做他們的關係。掃羅說「我兒
啊」，大衛說「我父啊」，大衛持守相信他的岳父是神的
受膏者，大衛持守在神面前的清潔，不管他岳父怎麼樣對
他，他持守選擇沒有苦毒、沒有怨恨，所以當亞瑪力人來
告訴大衛說：「你的岳父死了，你的敵人死了！」大衛不
是好高興，拍手，然後寫《弓歌》。不是，大衛立刻是痛
哭，為什麼？因為他在被錯誤地對待，他被最不好地對
待，他逃到非利士，他活到那麼多痛苦的年歲當中的時
候，他保持一顆清潔的心！我們拍拍我們胸膛說：「主，
給我一顆清潔的心。」�

我好羡慕大衛，他是怎麼過內在生活的？他怎麼可能
在那個時刻的反應，別人都猜他會很高興，結果他卻相
反。他到極端的痛苦，因為他在神面前保持一顆誠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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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的心！我相信大衛在神面前持續的敬拜祂，大衛在神面
前持續地潔淨自己，所以大衛有這樣子一顆心！你持續讀
下去，你發現大衛是一個真實地持續地活在神的話語裏面
過內在生活的人！我們選出來的《內在生活》的專題《謙
卑》，有沒有？他有沒有謙卑？有沒有？有嗎？他被一個
婦人指證呐！他帶領他的軍兵要來把拿八給除掉，但是一
個婦人對他的指正，他竟然立刻在怒氣當中謙卑下來。我
說：「主啊，我渴望我身邊有亞比該。我渴望有人提醒
我，讓我在最危險的時候突然間有人指出來，我就趕快下
來。」當我們看到大衛他整顆心都與別人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激勵你自己。當我看到大衛他因為一國裏面
的、別人又以為他的仇敵——對方的元帥應該殺死，結果
大衛難過的地方是以色列有兩個將軍總比一個將軍更好，
我看到大衛的心的時候，我就跟神說：「神啊，謝謝你把
這本《聖經》賜給我，讓我知道內在生命是何等的寶
貴。」你阿們嗎？我才明白為什麼以色列百姓喜歡大衛！
因為大衛的內在生命顯出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使人們看見
大衛，好像看見神的屬性。�

家人們，這個就是為什麼神要興起弟兄姐妹開始聽
《內在生活》的資訊，因為藉著媽媽對《聖經》的融會貫
通，我們開始做專題查經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性
情一點一滴地被建造起來，你阿們嗎？我記得早期的時
候，我們教會聽《謙卑》，第一回聽的時候大家不以為
然，第二回合聽的時候大家覺得很寶貴。家人們，當我們
真的要被提升的時候，你覺得謙卑重不重要？謙卑非常重
要。�

最後一段，我們來看一段新婦的特徵——大新婦帶小
新婦。我們來讀這段話「我們有一小妹，她的兩乳尚未長
成，人來提親的日子，我們應當為她怎樣辦理？」�

當我讀《雅歌》的時候，我讀到所羅門的華轎，我想
到說：「所羅門怎麼那麼開心啊？」原來是一個婚禮。所
以《雅歌》裏面的核心之一就是要預備新婦參加什麼？參
加婚禮。《以弗所書》第五章也講到說，教會就是一個聖
潔的新婦，預備耶穌再來，毫無斑點、皺紋玷污。《啟示
錄》也說到，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參加羔羊的婚宴。它
這邊講到說：「我們有一小妹，她的兩乳尚未長成，人來
提親的日子，我們當為她怎樣辦理呢？」已經有一群新
婦，她們知道怎麼愛耶穌的時候，神給她們一個呼召，什
麼呼召？就是帶領下一批人一同來愛耶穌，阿們？所以神
給我們的呼召是真實的。�

我們時常在我們的教會裏面禱告說：「神啊，求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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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新婦帶進我們的教會。」好不好跟你旁邊說一
下：「來到我們教會的都是基督新婦，都是未來的基督新
婦。」你帶著信心相信的時候，我們在慕主那麼多年的裝
備：無論是謙卑的操練、順服的操練，無論是讀神的話語
的規模，我們是已經預備好的大新婦，但是我們要為耶穌
預備新進來的新婦，其中也包括我們自己的兒女。我們今
天不是看到十幾個小孩在臺上嗎？他們是不是新婦？一定
是的！阿們？我們要怎麼樣陪他們？給他們時間，陪伴他
們，把時間分別出來陪伴他們，在灣區、在Bay� Area、在
矽谷，最大的挑戰就是時間。當你願意把時間給出去的時
候，你就發現這些小新婦漸漸地漸漸地聽到福音，漸漸地
聽到真理，漸漸地開始跟你一同愛慕耶穌。是漸漸地哦。
我想要分享「漸漸地」，因為我必須跟神悔改，在疫情以
前，我跟我的小孩是各忙各的，有這種現象的舉手一下，
我看多少人跟我一樣。疫情以前各忙各的，有沒有？我跟
神悔改，在疫情以前跟小孩子各忙各的，我沒有機會把神
的道告訴他。感謝神，在疫情期間，小孩子沒有到學校上
學，小孩子看到我，說：「爸爸，我很不習慣看到你。」
她說：「我不敢相信每天跟你朝夕相處。」那是疫情的剛
開始。到後來，我們全家一起唱詩歌，到後來，我們到洛
杉磯的時候，就是全家三代，跟著外婆一起在鋼琴面前唱
詩歌。經過疫情期間，神把家轉化成一個教會，我們給神
一個掌聲，從至大的到至小的開始認識耶和華。�

我很喜歡跟我女兒一起聽《內在生活》資訊，聽完
了，我就跟她講說：「女兒，爸爸想問你，你剛剛聽完這
篇，如果有一天你要帶那些國中生，你要出哪一個題目給
他？聽完資訊之後，小組長不是要出題嗎？譬如說你聽到
「關鎖的園、禁閉的井」，你要怎麼對那些小新婦們出題
目？」我說：「女兒，除了你講重點之外，我希望你有一
個腦力振盪，你可不可以出一個題目，怎麼樣讓整個聚會
可以開始運作？」女兒就開始想啊，「要出這個題目，這
個題目好！」「這個題目你出了，我想問你，你有沒有見
證可以說啊？」她就想啊，說：「對，我想起來了，我有
這個見證可以跟這個題目相吻合。」我說：「對了，這個
叫做帶小組！」阿們？家人們，小新婦是很快的可以長大
的，你同意嗎？重點是我們是不是願意去陪伴。�

這兩天讀《聖經》，我有一個光照，我一直不明白大
衛為什麼要寫《詩篇》51篇，我說：「神啊，祢未免給大
衛太沒面子了嘛，不是說遮蓋其罪嗎？不寫就沒人知道，
大衛還好好的，名聲很好。」是不是很喜歡這樣子，是不
是？是啊！是啊！我很喜歡這樣子啊。我怎麼希望我暗處
所做的寫在《聖經》裏面，你希望嗎？我不希望。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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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兩天讀到這個經文的時候，給我一個很深的觸動，你
可以從《聖經》裏面看見大衛他為什麼要寫《詩篇》51篇。
大衛沒有掩藏他是一個罪人，大衛沒有掩飾神給他的慈愛
跟赦罪之恩，所以大衛把《詩篇》51篇寫完之後，他交給
別人唱，等於是全以色列的百姓統統知道他做什麼事情，
而且非常地詳細：他怎麼樣寫信給約押，怎麼樣讓約押到
極險之處去把烏利亞殺了，他全部都公開。多麼可怕！因
為大衛他知道他蒙到赦免，因為大衛他知道「耶和華，耶
和華，滿有憐憫」，因為他知道耶和華為千萬人存留慈
愛，因為他知道人類每一個人都會做一樣的糟糕事情，所
以他說：「神啊，我把這個寫下來，好讓後代的人可以知
道，好讓罪人可以來敬拜祢。好讓後代的人都可以知道，
每一個人不管做了什麼大爛事，都有機會回到父神的懷
抱。」當我明白大衛的心的時候，我才明白說：「主啊，
難怪大衛會寫‘他赦免我的一切過犯，醫治我的一切疾
病’難怪大衛會說‘天離地何等的高，他使我的過犯離我
有多遠’難怪大衛會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
有福的’。」阿們！當我領受到大衛一顆渴望做一個合神
心意的人，看見千萬人得著上帝的慈愛。當我看到大衛有
這顆心的時候，我知道我做對一件事情，我知道我要帶領
許多的小妹認識耶穌，阿們？我知道千萬人會因為我們而
得福，阿們？我滿心相信，大衛合神心意的一點就是他把
《詩篇》51篇寫下來，你相信嗎？他寫下來以後，告訴後
代的人說：這位神的屬性是不長久懷怒。�

我們來看一段福音短片，在福音短片之前想跟大家分
享，我很清楚知道上帝要我們為祂得著小新婦，而且他們
的心都非常柔軟。在這個福音聚會裏面，當我說到：「你
們願意讓耶穌保護的舉手。」在場的朋友，還有新的朋友
都一起舉手。這已經是11月6號的福音聚會，我們實際上辦
了4次，第一次是8月28號。�

當我們在舉辦福音聚會的時候，我知道疫情期間最怕
的就是室內容易有傳染疾病，所以我在我家後院就開始搭
棚子。神跟我講說：「你的身體要成為義的器具，然後你
要為靈魂費財費力。」就是保羅所說的「我們需要為靈魂
費財費力」。我就弄了4個棚子，然後我跟神講說：「神
啊，在外面的話怎麼吃東西啊？」然後那時候剛好One�
global� eleven要來，我說：「我也想請這些宣教士吃飯。
可是外面烤肉的話，我需要有烤肉爐啊。」那時候我在外
面亭子等候神，我說：「神哪，我要去買烤肉爐嗎？要
嗎？至少買兩個，因為差不多有20多個人會來，要兩個烤
肉爐才可以。那烤肉爐一個新的差不多是200多塊錢，那兩
個就五六百塊。主啊，我乾脆買舊的好了。」我就開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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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去算，想想想，想完之後我還沒行動噢，只是白天等候
神，晚上回家，我們家隔壁巷子就推出一個烤肉爐，說不
用錢，烤肉爐非常大！那麼大那麼寬！當時我想說：「主
啊，烤肉爐好麻煩哦！要去hongdeep買，還要卡車，多麻
煩哪！」結果上帝竟然就把隔壁街的烤肉爐，那麼大那麼
寬，就放在外面說：「不用錢。」我就趕快把那個烤肉爐
就這樣手拉著，就拖到我家院後面去了。這是不是神跡？
那麼近哎！拖完一個，說：「感謝主！感謝主!」正在感謝
的時候，女兒跑步回來說：「爸爸！爸爸！你不是說烤肉
爐嘛，有另外一個烤肉爐在旁邊哎！」「真的？」「對對
對，我帶你去看。」就跑過去看，真的有另外一個烤肉爐
哎！哎，真的！我說：「我們用車載走。」糟糕！又不能
載走，就「噔噔噔……」拖到家裏。�
家人們，當你知道這個事情是出於神的時候，不是這

個爐子，而是你感覺到，你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你那
麼感覺到溫暖，不一樣！當你感覺到你做的事情合神心意
的時候，你會看見合神心意就是神跡不斷，阿們？再說一
遍「合神心意會怎麼樣？」神跡不斷！就像我們的主任牧
師有感動用現金買這個堂，是合神心意，所以神跡就發
生，金錢就進來。我們從小處著手，當我們開始合神心意
的時候，就神跡不斷。�

11月6號福音聚會最大的挑戰是氣象報告不看好，因為
氣象報告說11月6號會下雨，我們就只能禱告了，我沒辦法
了，禱告、禱告、禱告……我領受的感動是一樣在戶外舉
行。做領袖都要冒險的，我說：「不用考慮其他的，我們
一樣在戶外。」「下雨怎麼辦？很冷怎麼辦？」我的感動
是一樣在戶外舉行。結果上帝果然把Google的氣象報告改
了，一個禮拜前明明說會下雨，結果到兩天前就說不下
雨。跟旁邊拍一下說：「神是聽禱告的神。」�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邊看邊講解）

很多人憑著愛心預備豐盛的食物。�

這是我家的棚子，總共有4個。�

我太太在外面司琴。�

我們在準備剪十字架，十字架剪完之後會有一個
「愛」`字出現。�

「謎題解答」——十字架出現了，沒有拐彎，一張紙
剪出一個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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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它辟成一個兒童間，小孩子可以在兒童間裏面
玩，copy� ball可以玩，現在Cona校長在那邊照顧小孩。我
們這樣子安排，可以讓很多的媽媽們可以專心地聽見福
音，小孩子有很好的照顧，這是我們做的copy� ball讓小孩
子可以玩。�

我們開始敬拜神，開始朗讀《聖經》，敬拜的時候，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當中。然後，我們就分好幾組開始討論
《聖經》，開始分享我們人生的風浪，我們看到我們的弟
兄好像佈道家一樣跟他們分享。�

那個時候，我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我最感動的
地方是：有人從遠處開車45分鐘把菜送到我們家門口！有
兩個家庭把菜送到我們家門口！�

那個時候我們感受到弟兄姐妹對福音朋友的愛，我非
常感動。有個家庭，只不過是做服務生，但是他卻是送兩
道菜過來，那個服務生家裏並不是富裕的，只是因為愛。
當你有愛的時候，不是你的口袋多少錢。當你有愛的時
候，是一個很強力的動力。我們看到一個姐妹花時間煮
菜，她說她自己送到門口。當我們舉辦，我們家要擠40個
人的時候，我說：「主啊！主啊！恩典夠用！恩典夠用！
恩典夠用！」結果真的有人加入進來了。有人寫信跟我說
「我來」，而且不但來，還帶食物來。「我來！」「我
來！」一個一個來。家人們，這是因為大新婦渴望帶出小
新婦，一起來愛耶穌，我們一起回應好不好？我們起立，
我們請敬拜團隊預備好不好？�

當我在讀大衛的時候，我想到祂長闊高深的愛。在那
次的福音聚會，我因著需要跟福音朋友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就想到《聖經》如此地真實。神有一個很大的特點，祂
很喜歡提我們早期的故事，你同意嗎？祂很喜歡提說：
「你們在以色列的時候……，你們在曠野的時候……，你
們在埃及的時候……，你們多麼多麼多麼地可憐的時候，
我的愛臨到你的身上。」就那天，當我開始分享到我是在
多麼可憐，口袋沒錢，因為貸款的緣故，銀行還負債2萬多
塊錢，在我人生最最最沒人理我的時候，神的愛臨到我，
神超自然地給我一份工作，讓我有機會在美國留下來。當
我開始跟福音朋友訴說這個恩典的時候，我才明白我這個
罪人是蒙愛的。�

好不好一起低頭，我想做個邀請。如果我們當中，你
今天聽到那麼多的上帝的故事，你渴望在這樣一個感恩的
日子，渴望像我們一樣一同蒙福，一同得到超自然的上帝
的照顧，如果你還沒受洗，你渴望在很快的時間內進入神
的國成為基督徒，我邀請你，把你的手舉起來，我為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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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禱告。我看到了一位，我看到一位舉手了，還有沒有？
兩位，我看到了；兩位，我看到了；還有沒有？如果就在
這個時候，你渴望接受耶穌成為你一生的幫助，我邀請
你，我們有牧師要為你做祝福禱告，旁邊朋友可以帶他到
前面來好不好？我們先邀請這樣子願意進入神的國的，你
可以到前面來，到我的右手邊好不好？旁邊的人一起邀他
過來。如果你看到他舉手，你說：「我陪你到前面去，我
請牧師為你做祝福禱告好不好？」我們基督徒你可以邀請
他，他剛剛舉手，我們可以請我們的牧者們為你做祝福禱
告，因為上帝的恩典要臨到你們的身上，上帝的恩典要臨
時你們的身上，到我們的右手邊，到我們右手邊。�

我們來唱這首歌，叫做《歸回》。�

我們請牧長們可以為他們祝福禱告好不好？�

如果今天你渴望、還有線上的家人，你渴望愛火重
燃，你渴望踏入這個新婦的呼召，你說：「主啊，祢正在
呼喚我，新婦的特徵，我願意開始為祢而思愛成病；我願
意開始領受這樣子一個愛慕耶穌的恩典，與祢關鎖；我願
意這樣子地像大衛王一樣喜歡你的話語；我願意帶領小新
婦認識祢。」你可以到前面來，回應禱告好不好？好，我
們現在來唱這首詩歌，你可以慢慢走到前面來，你渴望成
為這樣子一個愛慕耶穌的新婦，可以到前面來。�

（利未牧師分享）

有代禱者領受到神說：「日子會越來越不容易。」但
是他看到在前面的地方是有光的，有神的光的，所以無論
今天你的身體上有任何的疾病、有任何的病痛、或者你在
心靈上面你有一些受傷的，今天你需要來到前面得著醫
治，神要賜下那個渴慕，還有恢復我們的心靈。所以不論
你身體上的病痛，或者你在心靈上面有需要的，你可以到
前面來，神要來醫治我們。�

阿們！好，我們一起來帶，我們要唱這首詩歌，我們
一起舉手來領受，你可以自由到前面來好不好？你說：
「主啊，現在是歸回的日子，是你的電光打在我心版的時
候。」你渴望領受神的電光，可以到前面來，一同來回應
神的愛。�

（詩歌《歸回》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