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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發光的好朋友
Martina牧師

2022年11月20日
親愛的家人大家好！今天已經很多人去度假了，實在

是天氣太冷了。感謝主，大家都還好嗎？身體都還好嗎？
工作都還好嗎？感謝主！我覺得這些日子灣區發生很多事
情，從第一炮打響——推特的80—90%的裁員，然後接著是
麥塔！哈哈哈！去前兩年這麼風生水起的，把名字改了大
量的雇人，誰知道沒有幾年的時間一個很大的裁員，下一
個是誰大家都知道——亞馬遜。所以我覺得整個大環境並
不是很好。�

但是感謝主！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們來看
一節經文。我們一起來讀一下，《耶利米書》31章第2節，
「耶和華如此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
安息的時候，他曾在曠野蒙恩。」所以在這裏耶利米他是
一個先知，他是對南國猶大發預言的，那個時候猶大一直
在拜偶像，不但拜偶像還拜的更烈，比北國的以色列還要
厲害。耶利米是專門對南國發預言的，他對他們的預言就
是因為你們不肯悔改，前面第三章他是講說什麼？「你們
要歸回！你們要歸回！神都紀念你們，在曠野的時候那個
幼年的愛情，你們要回來以色列，你們要回來。」就後來
都不回來，到31章的時候，耶利米就開始釋放神的審判
了，他在之前就已經講了，他說：「猶大你們都不用打
了，神就是要你們被擄，你們就投降，你們會被擄的，你
們會被仇敵整個擄去，被巴比倫整個擄去。」但是當時的
猶太人就覺得說：「有這麼嚴重嗎？神真的會這樣做嗎？
我們有這麼糟嗎？」當一個人心硬的像烙了鐵的時候，你
真的不覺得你做的有這麼嚴重，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們是
去拜偶像，是像姦淫一樣，在一個夫妻的關係裏面是像是
有外遇一樣，所以神的心非常的痛，先知告訴他們唯一能
夠拯救猶大的方法，但一直說也沒有用。其實在這個當中
已經列國都要來打他們了，他們已經害怕成那個樣子，也
沒有用，到最後神只好使他們被擄。但在31章第2節的時
候，耶和華如此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
享安息的時候，他曾在曠野蒙恩。」但在這裏神講了一件
很特別的事情，祂講到說：「你會被擄，你會有刀劍，猶
大人我告訴你，因為你們的悖逆，因為你們的不敬拜神，
會有刀劍在你們的當中，但是在刀劍當中會有安息，我也
會使你們有安息。」祂說在被擄的當中，在你們被欺壓的
時候，你們就好像當年在曠野的日子一樣，但是我也要再
告訴你一件事情，在曠野的當中，你還是可以蒙恩典！你
還是可以蒙恩典！這一段耶利米所說的預言，不只是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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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猶大人講的，這一段預言也是對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甚至於對著我們末世的教會講的，祂說：「接著你們會過
一種生活，你會覺得黑暗的權勢越來越大，仇敵的權勢越
來越大，政府越來越腐敗，法案越來越不人道，不公不義
的事情越來越多，你會發覺罪也越來越高漲。但是以色列
人我會使他們享安息，因為他們在曠野裏面曾經蒙了恩
典。」�

其實我那時候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就覺得怎麼跟
我們現在這麼像！如果我們用很圖像式的方式來講的話，
《啟示錄》12章13—16節，那裏是講到同樣的事情，那裏
是講到「龍（撒旦）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個生男孩
子的「婦人」，那個「婦人」就是講到「餘民」，「生男
孩子」這裏是講到「基督」。然後就講到「於是有大鷹的
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她能夠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
避那個蛇就是躲避撒旦，她在那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
載」，就是「三年半」的意思。「蛇就在婦人的身後，從
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地卻幫助婦
人，開口吞了從龍口中吐出來的水」，這裏就講到撒旦被
摔在地上，但是他還是要去追趕婦人，但是神就派一個
鷹，兩個翅膀把婦人帶去，把她躲藏起來，以至於她好像
在被追趕，就好像大衛被掃羅追趕一樣，山的這邊山的那
邊都看得到，但是追不到，但是危險一直在那裏，從來都
沒有解除過，這裏是同樣的，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
她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個蛇，神在那裏養了她一
載二載半載，共三年半，但是在這個時候同樣的，神把她
用鷹帶走了。蛇還是在婦人後面還想要追趕，所以牠就從
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將婦人沖去，但是就在這個時
候，地就開了口，就把水吞過去了。�

我真的相信這是接下來我們要過的日子，因為神震動
天震動地的時候來了。明年大家都說可能會經濟衰退，� 經
濟衰退物價可能會降，房價也會降，大家都要進入到錢就
是縮水了的經濟上的壓力。我上次有講到政治上的壓力只
是越來越高，你看到每天的新聞，大家的較勁的程度，現
在G20（二十國集團）在開會，如果你們有關注一下的話，
大家那種爾虞我詐，那時候我覺得真的很有意思，各懷鬼
胎的談話。所以你要知道政治形勢就牽動經濟形勢，經濟
形勢又再回來牽動政治形勢。�

我記得有一個姐妹是專門做財務的、經濟的，我就問
她說：「你看到最後，現在形勢是怎麼樣？」她說：「你
都不要想了，反正以後我們跟敵基督兩個權勢，你都不要
看哪一國跟哪一國，你就往這個方向去想就好了。」我
說：「現在我們就開始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想了。」只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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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跟主基督的國跟仇敵敵基督的國，就這樣子而已，就是
這麼簡單而已。�

我覺得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要過的生活，你感覺到你被
追趕，你感覺到你不容易，不管你在經濟上，在疾病上、
身體、家人關係，或者是在工作上、很多的其環境上，你
感覺到你好像被追趕一樣，但是在曠野怎麼樣？神說：
「你會蒙恩的，在刀劍的當中，我會讓你享安息。」你被
追殺的時候，神說他要排老鷹弄的兩個翅膀，把你帶過
去，你躲藏起來，即使大水要來把你吞滅，神說我會讓地
開了口把水吞去了。�

我覺得世界的形勢好像越來越不好，但是我心裏面又
有另外一種興奮，我說：「主啊！主啊！全地得享安
息。」太平的時候真的顯不出來基督徒跟世人有什麼不一
樣，真的是不是？在這個時候，所以你知道嗎？越是在困
難的時候，尤其是在主回來之前，是收割最大的時候，福
音收割人信主最多的時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卻是最
黑暗的時候，卻是逼迫最大的的時候，所以我告訴你外面
的世界越來越不好，但是教會會越來越復興，這是神要賜
給我們的，我上次就有講過了，這是神真的已經預定要給
我們的，但是就要看我們要怎麼樣過生活，看我們怎麼樣
來回應，但是這是神的旨意，你渴不渴望過這樣一個生
活？好像被追趕，但是你又追不到；好像第二天就要被殺
了，但是怎麼樣都沒有殺到，你想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不
但是沒有被殺到，我告訴你有恩典，而且你可以得享安
息，這樣子的日子就要來到了，你期盼嗎？�

在第2節講完了這兩種生活之後，耶利米跟他們講被
擄，所以他會宣告審判的，他說你們會遇到這兩種生活。
然後《耶利米書》第3節的時候耶利米就跟猶大人講，他
說：「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這句話是跟以色列講，也是跟
耶利米講的，因為耶利米在當時他講這樣子的預言，其實
對他很不容易，你要知道猶大那時候其實已經不是情況很
好了，只有短暫的一點點的復興！一點點的復興！在耶利
米跟約西亞王的時候，一點點短暫的復興，他們的情況並
不是很好，所以耶利米講這樣子的話，沒有人要聽他。他
講：「所以你們會被擄，神會有審判，因為你們悖逆神，
因為你們拜偶像，因為神不是你們的中心。」他因為講這
些話就被下在監裏面了，所以他就跟主說:「主，我不要再
講這些話了，你叫我講這些話一點好處都沒有。」神怎麼
樣鼓勵耶利米？就是耶和華在這裏講：「我耶和華向我耶
利米說：‘耶和華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
以慈愛吸引你。’」你要知道所有的審判，所有的被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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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神要再一次的喚醒我們，
要再一次的召聚我們，祂的目的不是要以色列人被擄被趕
散，祂的目的是要藉著趕散喚醒他們，以至於神可以再召
聚他們。事實上真的，他們被巴比倫擄去之後，以色列再
一次被擄歸回的時候，他們沒有再拜過偶像，這個拜偶像
的病永遠被醫治了。神說祂會醫治祂會纏裹。所以在這一
片的審判預言當中，神加了這一句：「古時耶和華向以色
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
你。’」我覺得這是這個季節神要做在我們當中的，真的
有刀劍，真的有追殺，真的都是不好的消息。�

你要知道我們個人的爭戰已經有了，大環境是我們大
家都一樣，對不對？我們都逃不掉的，對不對？最近經濟
不景氣，美元加息，然後各國的貨幣貶值，我一個在臺灣
的同工那天他就跟我講說，他叫我馬老闆，青校的人都叫
我馬老闆，他們就說：「馬老闆，我只睡了一覺而已，我
的錢就越來越少了，我什麼事都沒有做，我的錢就變少
了。」因為他在努力存錢，他想出國讀書，你要知道一個
窮學生自己賺錢，存錢要來美國讀書，他說：「我只是睡
覺而已。」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該怎麼辦？�

所以大環境不是我們這些人可以做什麼，但是在這個
不容易的環境當中，耶和華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
此我要以慈愛吸引你。」哇哦！我覺得這是這個季節神要
做在我們裏面的，以至於在神震動全地的時候，哇！你知
道嗎？哇！我們卻像在談戀愛一樣，「亂世佳人」，這真
的是神要我們過的生活，會有恩典！會有恩典的！我們要
怎麼樣來過這樣的日子，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
以震動的目的其實是要喚醒，所以耶利米在之前一直講回
來啊！以色列回來啊！回來啊！猶大你要回來啊！你沒有
看到你的姐姐以色列的下場是怎麼樣嗎？他們就被擄了，
他們就被趕散了，你們要趕快回來啊！只要你們悔改，你
們就不會被擄啊！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聽。所以整個震動的
目的其實是為了喚醒，整個審判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回轉再
來歸向神。整個被擄的目的，其實神不是要我們被擄，神
不是要把我們趕散，神是要召聚我們，當我們不再拜偶像
的時候，當我們遇見這位的愛的時候，因為祂永遠的愛我
們，祂以慈愛吸引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要再一次再一次歌
唱來到錫安，我們要說：「走吧，我們來登耶和華的山，
我們要去雅各神的殿。」我們就要完完全全的再一次的心
歸向祂，這是神至終的目的。但是我知道這三件事情發生
的時候，如果你沒有做對的事情去回應，你就會成為一個
充滿苦毒的人，這是為什麼最後教會會有離道反教。到主
回來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人背離神，很多人不信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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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經上講的，當壓力越大的的時候，人就開始向壓力屈
服了，我們人遇到壓力都可能會屈服，唯一讓我們不會屈
服的就是你在曠野裏面找到恩典，你在刀劍裏面找到安
息，你在一切的壞消息裏面，你聽到神跟你說：「我要以
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我今天又講到，
其實我上次有講到，我覺得神要帶我們進到一個季節的裏
面，我們所有做的一切事情是在跟神的一個關係的裏面，
不是在一個宗教的裏面，不是在一個罪惡感的裏面，不是
在一個害怕的裏面，不是在一個怕被人家說，覺得你不夠
好的裏面，而是在一個關係的裏面。�

我就記得我前幾次有跟大家分享過，Bob� Jones他是那
個時候給畢邁可有很多的預言，他的預言真的是准到現在
好像還沒有人可以超過他的，因為他每次講完什麼畢邁可
都不信，他說：「你不信是祂讓我告訴你，接著你會看到
下一場初雪。」他就想說：「不可能，冬季已經結束了，
下什麼雪？」真的過一陣子就下雪了，他嚇壞了。所以你
知道他的預言不但準確，神還給他大自然的印證。�

有一次畢邁可就問Bob� Jones說：「你到底是怎麼樣子
可以聽神聲音到這樣這個地步？你跟我分享一下到底是什
麼？」Bob� Jones跟他講一句話：「It's� all� about�
friendship。」（在乎友誼），就是「我跟神是朋友」。
我那時候有講過，當我們追求與神的友誼，也就是與神的
親密關係，祂就要在我們當中顯明祂醫治的大能。�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約翰福音》15章13—15節好不
好？我們一起來讀：「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
個大的，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
乃稱你們為朋友，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告訴你們
了。」神邀請我們進到這個跟祂做朋友的裏面。但是這個
「朋友」跟我們現在這個「朋友」不能比的，我們這個
「朋友」就是我喜歡跟她一起去吃飯，我喜歡跟她一起去
逛街，我跟她聊得來；神不是這樣，神跟我們做朋友，這
是一個立約的關係。�

聖經裏面講到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大衛跟約拿
單，他們彼此委身到什麼樣的地步？約拿單知道大衛將來
會做王都說：「你將來就要做王，但是請你恩待我的家，
而且我也必要服侍你。」他是為他的友誼、為他的朋友，
知道是神的旨意，他是連命都願意擺上去保護他的，違反
他的爸爸，對不對？他去救大衛，他爸爸很生氣，氣的幾
乎都要殺他了。�

你知道這是一個立約的友誼，所以神在第13節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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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祂其實
就是在講祂自己，祂說：「我以後要稱你們為朋友，不再
稱你們為僕人了。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沒有比這個更大
的了。」所以當神稱我們為朋友的的時候，祂為我們付上
了生命的代價。�

當然第14節那裏講到：「你們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做神的朋友也不是我信主了，我
就是神的朋友。神說：「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
朋友。」因為神很認真的，神對每一個關係是非常認真
的。祂不像我們今天是朋友，明天翻臉了，就不是朋友
了。祂不是像我們偶爾說一下，在後面八卦一下朋友的不
好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用地上的友誼觀念去想天上的
神，祂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了。」這是祂對我們的愛，這是祂為我們的付出。祂說：
「你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祂說：「以後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
乃稱你們為朋友。」所以我今天有感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季節神要把我們從僕人轉化為朋友。�

我想在理性上我們都知道我們不要做奴僕，但是在實
際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奴僕養成記」。我們先讀
一下《羅馬書》6章16節，我們一起來讀。「豈不曉得你們
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作罪的奴
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至成義。」你要知道
我們沒信主之前我們就是奴僕了，我們就是奴僕，如假包
換的奴僕。但是我們信了主之後，他說：「我們以前是做
罪的奴僕，但現在我們就做順命的奴僕以至於成義。」�

剛剛《約翰福音》那裏講的僕人，你可以解釋成為兩
個：一個就是主人跟僕人。主人跟僕人也有忠心有見識的
好管家是好僕人，對不對？神回來要獎賞他，並不是僕人
就不好，所以我們很需要有僕人的心，《約翰福音》那裏
的僕人，你可以講僕人，也可以是奴僕，看你怎麼去解釋
他。這裏的話也是用同樣的字就是講到我們以前是服侍罪
的，所以我們是罪的奴僕。等到我們信主了之後，我們是
順命的奴僕，因為耶穌是我們的王，祂是我們新的主人，
我們以至於能夠稱為義，以至於成義。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說並不是僕人就不好，但是我們的身份是不斷地在轉化，
僕人，然後認識我們是兒子，認識我們是新婦、還有認識
我們是神的朋友。�

接下來《路加福音》這裏就講到「誰是有忠心見識的
管家」，「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
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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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
管理一切所有的那僕人若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
遲’，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並且吃喝醉酒。’」他說：
「主人來到看到僕人是有忠心有見識的，那個僕人就有福
了，主就會讓他管理一切。」他說：「僕人若心裏說：
‘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我以前
就會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壞僕人啊，動手打僕人使女。�

我最近真的被神光照，上個禮拜我過生日，然後我有
個好朋友很早就跟我講了，知道我可能要想很久，她說：
「有沒有可能我禮拜六帶你去看一個很特別的農夫市
場？」她知道我喜歡去農夫市場——我的娛樂。然後很特
別的一個農夫市場，但只有禮拜六有「你有可能去嗎？你
有可能請一天假嗎？你的生日？」我腦子第一個就是「怎
麼可以呢？怎麼可以？大家都要來聚會，我怎麼可以
去？」然後我掙扎了很久都沒有回她。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說：「我想想看，我去請假看看。」但是你知道嗎？
我要跟江牧師請假，我都說不出口！我都說不出口！你知
道嗎？我又憋了很久，我想我再不請真的日子就要到了，
我真的覺得「我怎麼可以做這種事」。然後我生日前的兩
三天，我就不敢當面講，我就發信息給江牧師：「我生日
那天我可以請一天假嗎？有人要帶我出去玩。」我想我要
誠實嘛。當然了，如果說在家裏面，累了休養可能理由會
好一點。說因為她要帶我出去玩，我就很緊張，我就想
「不知道接下來回應是什麼」，結果過一會兒江牧師送了
一個資訊過來說：「好啊，你生日你好好地出去玩，你要
去玩什麼？」我想說果真沒有宗教的靈，我請假居然被准
了。然後我那天出去玩的時候，你知道嗎？我好快樂！我
好快樂哦！你知道我是快樂什麼嗎？我快樂不是快樂我在
農夫市場，我不是快樂因為我今天出去玩了，我是快樂我
終於放得下了！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忠心的人、我是一個很
有責任感的人，我覺得我們底下人很多都跟我很像，「不
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就為什麼我們服侍的時候有時候會
產生摩擦，因為我們都是很忠心的人，很負責的人，我們
都是要把事情做到好的人，我們要把最好的獻給神嘛。所
以你知道我從開始出來全時間服侍，我很少休假。休假都
是去參加《回家》聚會，回臺灣帶特會。然後我覺得我到
一個地步，真的我放不下到一個地步，甚至於我要求我自
己到一個地步，我媽媽癌症末期的時候，突然間感染就過
世了，那個時候因為星期天是伊萬，我要講天父的心，我
就沒有立刻趕回去，我就沒有立刻趕回去。我就待、待、
待，那時候我哥哥姐姐全都買機票回去，我就一直待到我
帶完聚會，那天晚上我坐飛機回臺灣。你知道所以我那天
出去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好高興哦，因為我覺得神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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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就是「你終於願意跟我同負一軛，而不是你自己負
軛」。我就突然間那天我覺得神跟我講說：「你真的是一
個標準的奴僕啊，你不知道你蒙召出來服侍我是何等珍貴
的事情，你怎麼把他做得像一個奴隸一樣呢？然後連請假
都有罪惡感。」那天我就好高興，我就覺得今年的生日我
突破了！我突破了！我終於放得下了！我要知道、我要對
我自己說：「這個世界有神，不是只有我。」�

你知道神其實好幾次光照我「做到一個地步把自己當
神了」，真的拯救世人、拯救萬人，沒有我不行，我不在
那裏看著我就不放心啊。我就算沒有發聲，我坐在那裏支
持我都覺得很重要啊！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奴僕養成
記」？我從一個負責的心、從一個忠心的心，忙碌讓我沒
有再連於神，我沒有在跟神的一個關係跟友誼裏面，接著
就會變成怎麼樣？我就會很用力，我就很用力，所以當我
看到別人不夠用力的時候，我就很生氣。為什麼這個服侍
就是我們幾個人做，別人都不做？這或許是一個事實，但
是這不是神要我們有的態度。然後接著因為我真的很賣
力，就到一個地步是變成什麼樣子？居然還有人在背後說
我，你不感恩還說我。就成為受害者了，你知道嗎？一個
奴僕的心的人，他常常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如果你真的覺
得你的努力都沒有被看見，我為什麼要努力？我再怎麼
做，反正他們也不感恩嘛，我幹嘛要做呢？�

奴僕就是這樣子，因為他不是為神做的。他的眼睛都
在人上面，像「店小二」一樣拿個毛巾擦擦桌子，� 「你要
吃什麼？」一個那麼苦心的人一定會掌控，因為你很負
責、你很忠心，你要把事情做好，你真的是兩肋插刀都要
去完成，到最後因為你已經沒有在跟神一起做了，你就會
想要掌控。為什麼？因為你怕失敗、你怕失落、你怕失去
控制。其實我們跟家人的關係也是這樣子，你跟你孩子的
關係也是這樣子。�

我真的是覺得我們愛主的父母生怕孩子不愛主，每一
樣事情我們可以掌控，讀書一點點沒讀好，「哎呀！是怎
麼回事？」只要我們不在神的裏面，只要我們不跟神常常
的在一個關係、在一個禱告、在一個說話的裏面，你真的
不掌控才怪，因為你不掌控你怎麼辦？你要讓事情整個就
爛掉就掉在地上嗎？這就是「奴僕養成記」。�

但是我們大家誰想要變成這樣？沒有人想變成這樣
子，但是忙碌就會使我們變成這樣子。現在我知道職場很
忙，但是你要相信你在曠野的日子真的有恩典，你要一直
相信這件事情，你時間不夠用，你要相信主有恩典。你相
信有恩典，你就會吸引恩典到你的面前來；如果你開始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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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你所埋怨的事情就會被吸引到你的面前來。�

在你的生活裏，你覺得你被冒犯的時候，你就可以想
一想到底在哪里開始墜落了？真的，你為什麼會這樣子的
被冒犯？你為什麼會這樣子覺得值得嗎？我這樣做值得
嗎？我好幾次陷到這樣子的試探裏面，我這樣做值得嗎？
要是不回到神的面前，我真的覺得一點都不值得。因為你
沒有得到任何看得見的東西。任何你覺得「值得嗎？」的
時候：看到你的兒女，「我為他這樣子省吃儉用值得
嗎？」做一點點小事就埋怨，「我為他做這麼多，來個教
會還要跟我發脾氣。為我的另外一半值得嗎？我為我的老
闆賣命值得嗎？我在教會服侍有人誇讚過我嗎？有人感恩
過嗎？」�

我們來讀一下《雅歌》第5章第7-10、16節，我們一起
來讀好不好？「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打了我，傷了
我；看守城牆的人奪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
我囑咐你們，若遇見我的良人，要告訴他，我因思愛成
病。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
處？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你就這樣囑咐我
們？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他的口極其甘
甜，他全然可愛。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這是我的良人，
這是我的朋友。」�

《雅歌》這個新婦在第5章的時候，神做的第一件事是
收去祂的同在，她很在乎神的同在，神收去祂的同在。她
感受不到神了，她不是在那種：「哇！整個聖靈充滿。
哇！我被神的愛充滿了。」在那樣子的裏面,不是，神收去
了祂的同在。在第7節，她遭遇到了不被諒解、被拒絕。她
被拒絕，她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她說「城中巡邏看守的
人」，講到是領袖，「打了我、傷了我，看守城牆的人，
奪去我的披肩」就等於她所有一切的付出，她的服侍，她
的影響力，她所招來的是不被諒解，是不被諒解。但是，
所有你生命裏面只要會讓你下沉、沮喪、不高興，所有負
面情緒，神都是要做一件事情，祂震動的目的是為了要什
麼？喚醒我們，祂震動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喚醒我們。�

所以當你有這樣任何的負面情緒的時候，你就要再一
次再回頭問自己值不值得？你是為誰做的？你是為誰做的?
你知道嗎？曾經有一度我真的覺得什麼都不值得，我甚至
於後悔我出來全時間服侍主。我還後悔我後悔的太晚了，
真的你知道嗎？當你活在自己的裏面的時候，你不再是為
神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我所有做的一切，我不但後悔，而
且我後悔得太晚了，因為我都沒有為我自己想過，我覺得
這是我最後悔的事情。一轉眼,你要開始想的時候已經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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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了，你已經不年輕了。但是在那個時候，在一個極大的
恩典裏面，每天早上來到神面前跟神禱告，就是跟神禱
告。正常的每一個該參加的聚會都去參加，每一個主日好
好地聽講道。每天的讀經好好地讀經，神就會跟你說話，
真的神就會跟你說話。我爭戰最大的時候，我覺得：「主
啊，我連棲身之所都沒有，我將來退休了不再服侍了，我
連跟慕主租房子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要住哪？」那天讀經
進度《利未記》� ，利未人就是沒有產業的，我的心只好得
安慰了。在曠野當中有恩典，在刀劍當中有有安息。你就
是要一直去做對的事情，一直跟神對齊。�

所以書拉密這個新婦，她也遭遇到不容易的事情，但
是她做了一個選擇，她說：「耶路撒冷的女子我囑咐你
們，若遇見我的良人要告訴他，我因思愛成病。」我什麼
都不要，我要的就是神。我什麼都不要，我要的就是神。�

你做所有的事情，你今天付出的每一分的努力，記住
一件事情，你是為神做的。你唯一為的原因就是為了神，
你這樣想之後，他感不感恩跟你有沒有關係？對方有沒有
很感謝你，跟你有沒有關係？我本來就是為神做的，它只
是我為神做的一個機會而已。真的我被別人問過這樣子的
問題，「你覺得值得嗎？」我說：「值得，因為我是為神
做的。」他說：「你會再做一次嗎？」我說:「我會」光景
好的時候我都這樣回答的，但是我們本來有時候就會上上
下下，仇敵一直持續地攻擊我們，刀劍是不會停止的，但
是重要的是你要每天來到神面前。對不對？那個刀劍就不
過是「叮叮噹當」在你外面響，就好像鳥可以在你的頭上
拉屎，但是你不能讓它在你的頭上築窩一樣。你不能讓那
個仇敵的思想進到你的裏面。因為一個不順利，你開始懷
疑所有一切你所做的事情，尤其是你為神所做的事情，甚
至於你為神的付出。�

說在你的心坎裏，股票跌了，你會不會覺得我奉獻什
麼？蒙恩講的是假的，我奉獻完了之後這股市怎麼大跌？
你一定要知道你是為神奉獻。你甚至於不是為我們教會奉
獻的，有的人說教會是不是缺錢要收奉獻。我真的覺得我
們真的、我們真的太不了解神了，萬有都是祂的，萬有都
是祂的。我們所有一切都是為了神，甚至於不只是為今
生，而且是為了你的永生。因為你要積財寶在天上，你要
把所有的一切交給神。�

我記得邁畢克講的一個我覺得蠻好笑的，他說：「我
們剛剛開始的時候都很愛神，主啊我愛祢，祢愛我。」他
說等到時間忙碌之後，他說：「我們跟神的感情就變成只
有飛吻了」「主啊，我要去哪里了，我愛祢。」然後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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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再也沒有辦法給神精心時刻、美好的時間了。現
在就是忙碌跟壓力最大的時候，他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但
是即使在這個時候你要相信你願意花時間來到神面前，你
會有恩典，你會有恩典。而不是我已經沒有時間了，我還
要花時間來親近，我還要花時間禱告，這麼多的禱告聚
會，這麼多的一起的禱告，我可以嗎？我告訴你，等你開
始與神同行，跟祂說話之後，你的世界就會開始改變了。�

所以當這個新婦她說：「我因為思愛成病」，結果你
知道嗎？在刀劍當中有安息。如果你在這個時候願意來到
神面前一直來找神的話，跟你講你公司裏面所有的同事，
我那天看一個人，在臉書講到他們這三天的「驚魂記」，
禮拜三公佈要裁員。他說禮拜一整個公司的氣氛就已經很
凝重了，大家都不知道是誰。禮拜二有的人就已經開始道
別了，就開始要交換資訊，然後大家都沒有新工作。禮拜
三他一早看電子郵件的時候，那簡直像宣判死刑一樣。但
是，在這樣子的氛圍裏面，在刀劍當中你找到安息。�

耶路撒冷的那些女子都會來問你：「你這個女子當中
極美麗的，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你的良人比
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真的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回答他
們：「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她說：「我
的良人榮耀！」紅——祂的情感，祂的慈愛，祂向著我的
愛——「我以永遠的愛來愛你，故此我要以慈愛吸引
你。」當然她形容我們良人，很多講到祂的帶領、講到祂
對我們的委身、講到祂的思想，每一樣都像精金一樣，都
是那樣子的美麗美好。祂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真的是賜平安
的意念，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英文講的真的是白話，他
說就是給你盼望，而且要給你一個未來。雖然我們也可能
會遭遇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就要相信有恩典，在曠野當中
有恩典，你持續地相信，不是你有恩典才說：「感謝
主！」那是剛信主的時候。真的，現在這個季節神要訓練
我們，遇到不容易的事「感謝主！」你就要相信你這麼一
喊，天使都被你召來了，你就要遇到恩典了，甚至恩典就
要被你召喚來了，就是因為你一個相信「感謝主！太好
了」。就像我每天早上跟英文部的禱告一樣：「主啊，祢
就是萬王之王，祢就是最好的父親，因為祢充滿了慈愛，
祢的美善要從我面前經過。」每一天代禱前，先把這個默
念一遍，「主啊，祢實在是太好！我就要相信祢就是這麼
好的神，不管外面世界怎麼樣，我就是相信祢是好的
神。」所以在這裏新婦就這麼講，她說：「這是我的良
人，這是我的朋友。」講到跟神的親密的關係，「這是我
最好的朋友，這是我最愛的良人。」�

這個季節是我們做選擇的季節。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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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以前可能你就覺得有了，現在是大家都進到大洪
湖裏面了，但是越是在這個時候，越是我們做選擇的時
候，你要知道每個震動都是為了要喚醒我們，每一個審判
都是為了要叫我們歸回，悔改歸回，悔改歸回，每一個審
判都是你遇到的不容易的事情，「為什麼這件事情會臨到
我？」就是叫你悔改，然後要歸回，歸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們的選擇很重要。我們在住棚節講過，5783年
每一個你的選擇都會影響你接下來6年的時間會發生什麼事
情。很多的選擇！你怎麼樣做選擇？神是不是你第一個選
擇？我所講的不是你禱告多大聲，當然大聲是好的，因為
我們要大聲讚美，但不是僅從外面的來衡量，而是在看得
見跟看不見的地方這兩種都算，你是怎麼樣做選擇？�

如果你願意選擇神、選擇上好的福份，只要你一跟神
對齊之後，戰爭就沒了！爭戰就沒了！�

成為神的朋友，這裏我就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摩
西，他說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
好像人跟朋友說話；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
又得稱為神的朋友。「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情豈可
瞞著亞伯拉罕？’」這也是《約翰福音》裏面講的「我不
要你們再做僕人了」。僕人很容易被冒犯，真的我們要去
做神的朋友。他說：「耶和華跟摩西講話，就像人跟朋友
講話一樣。」你就是這樣子跟朋友講話，我也鼓勵你的禱
告開始變得這樣在跟朋友講話一樣。�

我現在非常享受我們每天早上一個鐘頭,跟Missy、跟
Alven、跟Anna一起為江牧師禱告、為教會禱告、為英文部
禱告，但是每次第一件事我們就是跟神講話，我說：「主
啊，主啊，祢是我的良人、祢是我的朋友、祢是我最親愛
的良人，祢是我的朋友。」是吧？亞伯拉罕信神，就算為
他的義。我們每次就開始宣告：「主祢就是最好的神！祢
就是最好的神！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復興要來到我們
當中，我真的相信主祢要在我們當中做美好的事情。」我
們有時候就會為生病的人禱告：「主耶穌，真的相信因祢
所受的鞭傷我們要得醫治」就是不斷的感恩！「主啊，我
真的感謝祢已經做的。」每一天早上我就感謝祂，「謝謝
祢在教會所做的，謝謝祢在我身上所做的，謝謝祢在江媽
媽身上所做的，謝謝祢在英文部所做的。」啊！我每次講
完之後，我就覺得這個神實在是太好了！你一定要記得你
所做的選擇、你所說的話，你就會過什麼樣的生活，你知
道嗎？我們就是這樣子每天早上跟神禱告。�

我們其實從去年開始就一直有禱告，但是那個時候是
一禮拜一次，然後一禮拜再一次我會跟Missy禱告，然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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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住棚節新年那40天的禁食開始，我們變得每天1—
5，事情就開始改變了。恩典！這就叫做恩典。�

當我做靠自己的力量做一個努力負責任的人的時候，
我就進入到「奴僕的養成記」裏面。我雖然做得很好，但
是別人都很怕我。但是當我開始就是禱告、就是禱告，奇
妙事情開始發生。我們剛剛報告這一次，我們的青少年他
們要有一次夜間的守望，因為感恩節他們放假，我真的很
感動！你知道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是從兩三個孩子發起
的。Missy就擔心他們一時興起，就說：「好，我們一起來
禱告，我陪你們禱告，我們一起來確認這個是從神來
的。」所以她就帶著這幾個孩子開始禱告，然後3:00——
3:30之間是我們的英文部會前禱告，以前都是我們幾個大
人禱告，從這幾個孩子開始要夜間守望之後，他們3點也來
了，跟我們一起禱告，好可愛！幾個小孩子。然後我們就
為聚會禱告、為神的工作禱告、為復興禱告、為敬拜禱
告、為禱告殿禱告，禱告完了之後，我就問他們說：「你
們幾歲啊？」然後一個就說「我15歲」，另外兩個男生說
「14歲」，另外3個孩子說12歲。我說：「媽呀！我真的是
可以做你們的祖母了！」我想說「英雄出少年哪！」你知
道是他們自願的！我們就是一直禱告，他們全都變成自願
的。我想要開始帶弟兄會，我們的Chris說：「我要帶弟兄
會」都是自願的。都不是我覺得我們該有什麼東西，我們
一直為他們禱告。我就跟他們講：「你知道大衛幾歲被膏
為王嗎？」大衛幾歲被膏為王？十五六歲的時候！你知道
大衛幾歲殺了哥利亞嗎？18歲上下，就差不多那個年齡而
已。我相信哥利亞看到大衛的時候覺得蠻被冒犯的，「怎
麼找個娃兒來跟我打呀？還不穿軍裝，拿著幾顆石頭，實
在是太過分了。」大衛說他這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在耶
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他做王一切所有的中心，就是
在神的殿中。我們最近在讀《撒母耳記下》，你看約押是
不是讓你又愛又恨的？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太瞭解大衛
了！這樣子的人誰能夠駕馭呢？我也不覺得大衛可以駕
馭，他真的只能藉著禱告。約押前面說一個樣，後面做一
個樣，大衛有辦法嗎？軍隊都在他的下麵，大衛只能來到
神的殿中，神的殿中一直重複在唱一句話，你們還記得
嗎？「耶和華本為善，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弟兄姐妹，我們過感恩節，我們不是只有每一年這一
個時候我們才開始感恩，我鼓勵你每一天都開始感恩。我
真的覺得經過我這樣每天早上開始來感謝神之後，今年我
的生日我實在太快樂了！你知道我以前是一個多麼不快樂
的人嗎？以前我自己教《一one》，一個。我教成長班第一
課《相見歡》，要填那個單子，「寫下你這一生最傷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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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什麼？」哎呀！我太多傷心的事，我還要想一想哪
一個是最傷心的。「寫一下你這一生最快樂的事。」我坐
在那裏很久我寫不出來。從那一天我就知道我有病，很感
恩江牧師叫我去教《孤兒的心》，我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
的醫治、一直的醫治，持續的到現在。我現在我告訴你，
我每天都好快樂！他們幫我慶生、請我吃飯，這個道謝，
那個遲的說：「把你忘了，現在才跟你祝生日快樂。」我
都好快樂！因為我本來就很快樂，所以你幫不幫我祝賀我
都已經很快樂了。然後，我好感恩呢！現在每個人怎麼都
對我這麼好？你知道以前嗎？以前我多怕你們哪！不是只
有你們怕我，我也很怕你們哪！把你們得罪了我就完了。
今天講個誠實話，我們彼此害怕呀！我告訴你，不是只有
你怕權柄，我也很怕你。現在我真的覺得我好快樂！真的
愛裏面沒有懼怕，愛裏面沒有懼怕，我覺得這個是這個季
節神要我們做的轉化，我們要從一個奴僕轉化成為神的朋
友。�

最後《約翰福音》15章15節，祂說：「我不再稱你為
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要稱你為朋友，
因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告訴你們了。」「因我從我父所聽
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當我們做神的朋友的時候，不
是只是我們跟他講話，神也要跟我們講話，跟朋友在一
起，一個人講話是不是很沒有意思，這就是為什麼神說他
要跟我們做朋友。真的，在耶和華園中，天起涼風的時
候，我們就開始跟神講話。你每次散步的時候、運動的時
候、開車的時候、早上晨更的時候，跟人一起禱告的時
候，我們就來稱頌他的慈愛，他的慈愛永遠長存，因他本
為善，「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過萬人之上，這是我的良
人，這是我的朋友。」神說他要告訴我們許許多多的事
情，當神跟我們說話的時候，套一句屬靈的用詞就叫做
「啟示」，就叫做「開啟」，白話一點的就是「神跟我們
說話」。�

《但以理書》那裏講說末後的日子，「智慧人必發
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
永永遠遠。」你知道嗎？當你開始跟神做朋友、跟人講話
的時候，不管你智商多少，你都可以成為最聰明的人，因
為耶穌說的，祂說：「我要稱你們為朋友，我從父所聽見
的都要告訴你們。」我們必如智慧人發光！神不是只解決
屬靈的事情，神要解決你跟你兒女的事情、神要解決你們
夫妻間的事情、神要解決你工作上的事情，神要解決所有
一切，它可以解決我們所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以賽亞書》60章1—3節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興
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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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
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
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以賽亞在講這段經文的時
候，他說：「興起發光！」那個時候以色列人已經被擄
了，他們是活在被欺壓做奴僕的日子裏面，用現代的話
講，可能在集中營裏面或在勞改營裏面做苦工，生命都不
知道有沒有危險，已經被擄，都已經散掉了，以色列被擄
整個散掉了，那10個支派都不知道的到哪里去了。就在那
個時候，神藉著以賽亞跟以色列人講說：「你們要興起！
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
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你相不相信這個光真的
就要來到了，這個光就要來到了，而且萬國要來就你的
光，君王要來就你所發現的光。「萬國要來就你發現的
光」，「你為什麼就這麼快樂？你為什麼就有恩典？你為
什麼就相信事情會越來越好？」越在這個時候，鼓勵我們
親愛的家人，我們真的要活出一個不同一樣的生活。�

現在江牧師都花很多時間單獨跟神關鎖，她不看任何
人的資訊，不接電子郵件，不接電話，她就單單的要來到
神面前，只是面對神，就是只有她跟神，她不見任何人。
我記得她閉關結束的第二天，我們去跟她一起禱告，她說
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她跟神關鎖到第三天，早上
醒來想到神，她就開始在床上就在笑，我想說：「這個時
候你還笑得出來？」這就叫做「萬國所發現的光」，你知
道嗎？這個就叫做「光」。有一種力量是我們所不明白
的，但是「光」這個能力就要來到我們的身上。�

我最後要講一個我在青校遇到的一個孩子。我記得那
一次我們是帶《新婦的愛》的時候，�Chris在教那堂課，
他就放了《耶穌受難記》釘十字架的那一段，那個孩子他
是一個男生，他之前就來參加我們青校幾次，他媽媽就跟
我們說，他從高中以後沒有哭過，因為你哭就表示你弱，
人家就會欺負你男生。在學校他以前還會受欺負還會哭，
他到初高中就發現他不能哭，你越哭人家越欺負你。結果
那一天我都記得，在放《耶穌受難記》的時候，他坐在第
一排，他整個倒在地上，整個人都這樣子哭到像是那種歇
斯底里的地步，他是一個很特別的青年人。你知道臺灣前
幾年那個八仙塵爆，他很乖，他都不大去派對的，他是基
督徒，他就這麼一次被邀請去八仙水上樂園，他的學弟有
一張票，說：「你要不要來？」他說：「好啊，我剛好在
淡水。」他讀淡江大學的，他就去，遇上了八仙塵爆，就
這一次，夠倒楣了！他去了八仙水上樂園後，他說：「既
然來了，我就要到第一排。」你看跑到第一排。他說：



16

「那個時候，這個派對最嗨的時候就一直在噴粉塵，就一
下子碰到燈光，嘭！大火就燒。」要穿短褲短袖，他所有
沒有衣服的地方全部被嚴重的燒傷，他全身50%被燒傷。這
個派對是在一個水抽幹了的游泳池裏面，他們是在池的底
部。他說那一刻真的好像地獄，你就看到火這樣子燒，然
後大家在地上哀嚎，他說：「我真的覺得我好像在地
獄。」然後急救都來不及，醫院都滿到不知道要送到哪里
去，他居然是他打電話給他爸爸，他爸爸把他救去的，因
為比他嚴重的人都很多。然後在醫院裏面，組織液會一直
流嘛，要一直把你的長出來那個東西刮掉。最痛的一個東
西叫做「水療」，他在做水療的時候，痛到一個地步，他
把他的牙齒都咬斷，他是一個男生噥！到最後，醫生就跟
他說：「你不要忍了，你一定要大叫。」他每次都大叫大
叫，他的父母陪在旁邊，我都覺得心像被撕裂一樣。但是
我真的很感動，他上過GOODTV，他們有訪問他：「你有沒
有真的覺得你為什麼這麼倒楣，為什麼神會讓這件事情發
生，你埋怨神？」他說：「沒有欸！我從來就知道埋怨沒
有用，我只是在想怎麼樣可以把事情變得更好。」他說他
三個月治療才好，那個很痛。他說每一次只要皮一結了之
後，他說如果你不運動把那個拉開，他的骨頭、手、腳都
會變形，所以我就看他做那個動作那樣拉，那個痛得，我
想真的是太痛了！他三個月從醫院回家，他媽媽就給了他
一個盒子，打開裏面，一疊醫院發給他媽媽的病危通知。
結果那一天，我們在放《耶穌受難記》最後耶穌釘十字架
的時候，他就在地上大哭，他說:「我真的明白耶穌有多
痛！他為我受的鞭傷！因為我經歷過痛，真的像要死掉一
樣。」他說他那一天哭了兩個多小時，比他這四五年的眼
淚都還要多。他從那天開始被復興了！對神沒有一聲的埋
怨，沒有一聲的埋怨。耶路撒冷的女子會來問你：「你的
良人到底比別人強什麼？」你知道即使到現在，他皮膚下
麵有的神經已經是燒掉了，而且汗腺已經是燒掉了，他說
他身上有一部分是不會流汗的，有一部分會流汗，是一個
永久的、永久的一個損害在他的身上。他的訪問是不是叫
《愛的烈焰》哪？我有一點點忘記GOODTV給他定的名字。
我看了之後我就很感動，他的父母也沒有一聲的埋怨，獨
子收到一疊的病危通知。�

真的就在這個時候，親愛的家人，你只要願意一直的
跟神對齊，一直的回轉跟神對齊，重新調整你做事的原因
跟目的，不是你不能做別的，而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
麼？當我們不斷的回轉，不斷的歸向，神說了，「以色列
人雖然有刀劍，但是我要使他們得享安息。他們在曠野的
日子，我要使他們蒙恩典，即使他們被擄，我要召聚他
們，而且他們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以永遠的愛他們，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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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以慈愛吸引他們。」所以我鼓勵我們每一位,在這個時
候讓我們活的精彩、活的不一樣，不是靠我們自己，如果
靠我們自己你就會像我一樣變成「奴僕養成記」了，是藉
著跟神的同行。我覺得這些日子是我最輕省的時候，是因
為是我禱告最多的日子，從來沒有那麼快樂過，從來沒有
那麼輕鬆過。雖然有的時候仇敵還會在裏面說一點點謊
言，獻上你的感恩，那個東西就過去了。阿們。�

就講到這裏，讓我們一起來回應。�

不要保持原狀，這個季節神要轉化我們，從奴僕變為
神的朋友，變成神的新婦。或許你說：「這個真理我已經
知道了。」但是你有沒有真正的活出來？神要在我們生活
的每一個角度，從你的工作、家庭生活、你的教會生活、
你的人際關係、你的金錢、每一樣東西，我覺得神要開始
挑戰我們，讓我們可以完全的回轉歸向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