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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遊哥已經講到等候新郎的禁食，每個月都是禁食3
天，到第十二個月時是禁食7天，一年加起來就是禁食40
天，等候新郎的禁食。因為我們剛剛恢復，所以我們會鼓
勵大家前三天如果你可以的話就全禁，那之後的話，你可
以一天禁一餐，也鼓勵大家有的人你或許可以全禁。這是
我跟青少年才會講的，你也可以加上，去禁你上網的時
間，禁你打電動或者是任何看網路的東西的時間也是很
好，像在我們英文部有的人禁甜食，這對他們都是很難
的，他們就是選一個他們平時自己覺得很難的來禁，但最
重要的是空出你的時間來。�
所以今天我會藉著下禮拜等候新郎的禁食，講到神要

為我們預備一個新的皮帶。這個新的皮帶就是藉著更多的
認識神而帶來的改變。我們為什麼需要更多的認識神呢？
因為這個是新婦軍隊的一個核心，新婦軍隊的核心就是她
對神的認識，等一下我們也會更多的來講。當然最後最後
我覺得對我們先鋒教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真正
的活出一個新婦教會的實際。�
剛剛遊哥已經講到了，《路加福音》5章33-35節，那

裏講到就是門徒。法利賽人就跟耶穌說:“你的門徒又吃又
喝，都怎麼這個樣子？”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
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這塊耶穌為我們上
了十字架，祂到了天上去為我們怎麼樣？預備住處。當然
祂差派聖靈來到我們的當中，住在我們的心裏面。�
我今天要再講到，現在就是耶穌離開在祂第二次回來

之前的這段時間。耶穌說祂離開了之後我們就要開始禁
食，這就是等候新郎禁食的一個來源。但是禁食並不是代
表說我比較厲害，我比較屬靈，你看我就是可以克制肉
體，那個不是要證明我們有多厲害。等候新郎的禁食是藉
著禁食，讓我們的心可以更加的柔軟。�
你真的禁食就會知道你體力不是很好，我上次禁食的

時候，我第一次希望今天快點結束。我以前都是晚睡的，
但那時候我9點多就在預備睡覺了。感謝主，因為那三天的
禁食，我現在開始是早睡早起，因為我希望我的那一天早
一點結束，我就又過了一天了。所以它就是讓你更加的軟
弱，當我們更加軟弱的時候，我們的心就更加柔軟，就沒



有時間想要再去管別人閒事了，你也不會去在乎誰說了什
麼。最主要的是預備我們的心，讓我們在一個自願的軟弱
裏面，更容易被神觸摸，這是等候新郎禁食，我們禁食在
神面前的目的。因為你什麼事都顧不了了，因為你現在很
餓，以至於你只能專心的來到神面前。因為我們的血氣變
軟弱了，藉著禁食就會讓我們更容易聽見神的聲音，讓我
們更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也讓我們更容易領受從神領
受，不管是開啟還是應許還是祝福......這是禁食的目
的。�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你至少試試看！我上一次等候新

郎禁食的時候，人工智慧按照我平時常看的短片，在禁食
那幾天推給我所有的視頻都是煮菜的，但我不能吃對不
對？結果我就去買材料，我就在想第四天之後我就可以開
始煮了。這個美食視頻看起來很不錯，那個甜點看起來很
不錯，所以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我都去超市購物，結
果果真到第三天的最後6小時我就破功了，我就開始吃了一
點東西。但是我覺得神還是很喜悅我禁了兩天半。這一次
我們再來好不好？我覺得重要的不是你有沒有完全做到，
重要的是你願意去試，你願意去試，你就會一次比一次更
成功。�
我們當中很有經驗的人，你要禁食7天也是可以的，但

是我們在神面前的追求會是7天，我等一下會再講。在等候
新郎的禁食，耶穌一講完之後，好，如果你看經文是連著
都是《路加福音》第5章35節，耶穌說新郎要離開他們，他
們就要禁食。到36節耶穌立刻就講什麼？好，我們一起來
讀一下，好吧！36-39節我們一起大聲來讀。“耶穌又設一
個比喻，對他們說:‘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
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來的那
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
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壞
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
的，他總說陳的好。’”�
所以我真的相信藉著等候新郎的禁食，尤其是下個禮

拜7天，這7天我們在神面前的尋求，神要賜給我們一個新
的皮袋。為什麼我們需要新的皮袋？跟你講因為新酒要來
了！你要知道從今年5783開始，我上次有講過，我們來到
一個萬王之王的時代，耶穌祂要來做王，祂要來掌權。�
我們進到一個新的時代，你也看到現在世界變化有夠

快，你看新聞是不是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些讓你驚訝或者
是心痛的新聞？是不是？你最近有沒有聽到人家在講，我
們的經濟體系已經要開始改變了，以前是全球化，現在變
成什麼？友好經濟。什麼叫做友好經濟？日本、韓國、臺
灣、新加坡這個叫友好經濟，中國、北韓、蘇聯這個叫做



友好經濟，已經不再是全球的，大家已經開始排排站，已
經變成陣營了，一個對立的陣營了。你有沒有聽到人家講
web3.0？我也是前兩個禮拜一跟一個科技新貴去散步，他
說現在在講� web3.0牧師你知道嗎？當然回家要趕快穀歌一
下，什麼是web3.0。我們現在是2.0，web3.0是一個去中心
化區塊鏈的形式，加密貨幣是現在最典型的應用，還有更
多去中心化。你們有沒有聽到人家講新的貨幣會來了？你
們有聽到嗎？美鈔已經被我們印的多的有一點點失控了，
大家都在講數字經濟。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東西在改變，上
一次貨幣的改變是本來貨幣是跟金子掛鉤的，後來他們決
定脫鉤，脫鉤之後你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但是這就帶
來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政治在改變，經濟在改變，國際情
勢在改變。�
我這裏講的有兩股勢力一直在興起，一個是黑暗的，

一個是光明的；一個是敵基督都，一個是教會，也就是基
督的新婦。我今天特別預備了畢邁克，他在他們的
《perfecting� history》，在講到他們的先知性歷史的第
二卷裏面你可以回去聽詳細，因為我不會講詳細。我這一
頁的PPT是全部就是把他的講義直接翻譯成中文，沒有任何
我個人的解釋。他講到甘保羅在1988年有三個預言，第一
個預言已經應驗了，第二個預言也應驗了。好，這都是在
他講完之後，他們都覺得怎麼可能發生的事，結果全都應
驗。�
我今天要講的是第三個預言，他為什麼把甘保羅第一

個、第二個預言都寫下來？因為都應驗了。所以我們要注
意第三個預言，甘保羅講到：一段時間之後，共產主義跟
伊斯蘭將一同聯合興起成為一個新的世界大權，它的邪惡
將駭人聽聞並在歐洲設有強大的基地。�
這有沒有開始了？你有沒有看到一點點的跡象？很奇

妙，這預言是1988年講的。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這
只是一個起頭而已，重要的不是你每天都在想哪一個國
家，哪一個人啊，他才是敵基督？我跟你講我被人家問過
好幾次，某某某是不是敵基督？我說大家這麼討厭，他絕
對不是敵基督。因為敵基督出現的時候，你要知道所有的
人都是被欺騙的，都覺得㸰太好了，最好的外交手段造成
全世界的合一跟和諧，所以大家都喜歡㸰。�
所以我今天講這一段目的不是要我們對號入座，是某

某嗎？是哪一個國家嗎？沒有，我只是要叫你看記號，你
不是活在一個沒有時間截點的世界裏面，你要知道我們是
活在一個很靠近主回來時間點的世界裏面。�
我上次說過，我覺得蠻令人興奮的，越來越靠近了，

每天看新聞越來越有意思了。當然，很多人都會針對他這
一段預言去講敵基督是誰，但是我跟你講這段預言最主要



是在講歐洲的教會要興起。但是我相信不只是歐洲的教
會，整個教會都要興起，因為邪惡的帝國已經在成型了，
這就是我們活在的時間。�
同時預言裏面有講到，不是甘保羅的這個預言，陸陸

續續各式各樣的預言，講到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我想你
可能都聽過，美國會有戰爭，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不知
道，會有饑荒，會有世界的危機......但是在這兩股勢力
的興起的當中，你會覺得麻煩越來越多，壞消息越來越
多，但是我要告訴你，教會卻會越來越榮耀！阿們！教會
會越來越榮耀！阿們。�
真的教會會越來越榮耀。會有饑荒，所以神會有超自

然的供應在我們的當中，這就是所指的教會為什麼越來越
榮耀；會有旱災，但是藉著我們的禱告會下雨......這就
是這個世界在改變，但是神的教會也在改變。這是我們活
在的世界，你一定要記住，我希望從今天開始你要記住，
你不是活在一個沒有時間終點的，只是生老病死。不，我
們活在一個很特別的時刻，很令人興奮，當然我們的下一
代更是不得了了。�
所以在這裏講到教會是基督的新婦《雅歌》6章4節：

“我的佳偶啊，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
展開旌旗的軍隊。”仇敵那個邪惡帝國在興起，基督的教
會這個美麗的新婦神也要大大的興起，興起教會這個美麗
的新婦。�
在《雅歌》第6章的時候，神開始稱讚新婦的時候，祂

講到她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
軍隊，接著祂開始稱讚新婦的每一個部分。但是我今天要
跟大家講的是這個新婦的核心是什麼？她為什麼之後會變
得這樣子的美麗，連神都要稱讚她；變得這樣子的威武，
連神都要稱讚她？是因為在第5章11-16節講到了十個神的
屬性。新婦她今天能夠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她能夠這
樣子的美麗，是因為第5章的11節到16節，這十個神的屬
性，新婦深深的認識，而且經歷。這個神不是對她只是一
個天上的神，遙不可及。不！她深切地認識祂，認識祂的
每一樣屬性，而且靠著這個屬性，她活出一個不一樣的生
活。�
什麼樣不一樣的生活？上次我有講過神收去了祂的同

在，她不是在感覺到被聖靈充滿，“是的，走吧！主，我
為禰死。”不是。神收去了祂的同在，而且新婦被逼迫，
她不被瞭解，她受到苦難，但是她說：“耶路撒冷的眾女
子啊，你若是看到我的良人在哪里，你要告訴我，我在找
他，因為我為他思愛成病。”所以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就問
她，你這女子當中極美麗的，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的良人
到底比別人強在哪里？她就開始訴說這位良人的美麗。她



不但認識，而且她活出來，因為活出來的意思就是她因為
認識這位良人，她做了不一樣的選擇，這就是這位新婦。�
好，我講第一個神的帶領，《雅歌》5章11節：“他的

頭像至精的金子；他的頭髮厚密累垂，黑如烏鴉。”這裏
講到祂的頭像至精的金子，“頭”講到祂完全在萬物之上
掌權，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祂是萬物之王。我們也是
王，但是祂是萬王之王，祂來是要掌權的。但祂的掌權是
什麼？像至精的金子，也就是祂的掌權是沒有錯誤的，祂
的帶領是沒有錯誤的，我覺得這是在這個季節，神一直在
教我的功課。�
我上次有跟大家提過，我本來暑假計畫好是要回臺灣

的，看到大家在網上發在臺灣吃美食的動態，我的心就動
了。後來因為教會有需要發生一些事情，我就決定算了，
我覺得我應該留在這裏禱告。其實我那時候是歎了口氣，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做這個選擇，是自願的哦，雖然還是
歎了口氣。我那個時候回臺灣其實有幾件事情，一個就是
青校，我想回去跟我的同工看一看兩三年之後，青年學校
該怎麼樣繼續，也想去實地瞭解一下亞洲的情況，以至於
我可以有更好的預備。還有，我想去見一兩個人，那一兩
個人我覺得跟科技，跟將來的發展都是有關系的。我只是
有興趣而已，因為那很早以前有略略的談過，後來我就想
都算了，反正交在神的時候，現在這些都不重要。�
很早以前，從我出來全時間服侍，我就已經立定我全

部事情的先後順序：教會跟我牧師的需要是在之前的。�
結果你知道很奇妙，我就乖乖的留在這裏禱告，每天

都在禱告，每天都在禱告，沒做啥事。結果你知道嗎？上
個月我本來回臺灣想見的人突然間就來美國了，他就跟我
說：“我來了你有空嗎？”我說：“有空。”他就說他想
見我，太好了！因為我回臺灣就是想見他，而且你知道我
見他，跟他聊了之後，我才知道如果我那個時間回臺灣的
話，他不在臺灣。我跟你講神的帶領，“他的頭像至精的
金子……”�
我另外一個有興趣想要談的就是:我其實第一次，兩、

三年前回臺灣帶青校的時候，我就遇到一個做科技的，他
就讓我試玩他的軟體。就是那種用VR開會，然後你還可以
做一個你自己的虛擬形象。然後他就說現在還沒有成熟，
成熟了之後，看你們開會到時候要不要用。結果因為新冠
就這樣一直耽延耽延。你相信嗎？上個禮拜他打電話給
我，他就說：“我跟你講，任何穿戴性的VR都太花錢了，
時機尚未成熟不會有人去買。”他說：“我做了一個手機
版的元宇宙，你們有沒有興趣？”他說：“你們教會要不
要在裏面試用一下看看？”他希望元宇宙做教會的這一
塊，我說：“好啊，我太有興趣了。”�



前幾天在講元宇宙，當把臉書改成Meta的時候，我們
就在講元宇宙。聽說大家買不起這裏的房子，都已經開始
在元宇宙買房子了。我就想我們什麼時候在元宇宙開個教
會？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元宇宙在幹什麼。他說：“我們會
有個工程師教你們,怎麼樣去設立。”我說：“哦好，謝
謝。”結果講道實在太忙了，沒有時間去搞這個。�
但是你知道神很奇妙！真的有些東西不是我覺得，我

去計畫，我覺得我要去找什麼，這件事情就會成就。祂的
帶領——“至精的金子”，不只是祂的帶領，祂說：“他
的頭髮厚密累垂，黑如烏鴉。”“他的頭髮”是講到祂對
神，“他”是耶穌，耶穌對神跟祂百姓的委身，祂不只是
對阿爸父的旨意完全地委身，祂也是對我們一個完全地委
身。所以祂不只是要帶領我們，祂對於祂要帶領我們的方
向也是完全委身的。�
最近在讀《耶利米書》31章，我們一起來看這段經

文。【耶31:31】：“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
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31:33】：“耶和華說：那
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
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31:34】：“他們各人不再教導
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
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
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這裏特別講到，在那個時候舊約唯一一個地方。耶利

米講到說：“那些日子以後，祂要跟祂的百姓立一個新
約。”哇，不得了，舊約講到新約。祂說：“我要將我的
律法放在他們的裏面，寫在他們的心上，我要做他們的
神，他要做我的子民。”34節祂特別講到，因為他們從最
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這也是為什麼下禮拜等候新郎
的禁食，我們要省出你的時間來，要來尋求神，因為這是
神給我們的應許！從至小的到至大的，我們都要認識祂。
因為這是新婦軍隊的一個核心。她因著對神的認識，以至
於她在自己生活的每一方面，可以做出一個不同的選擇，
她可以在她的生命裏面，活出這個新婦軍隊的實際來。�
所以下個禮拜，從禮拜一到禮拜天，從禮拜一開始，

我跟Elven負責禱告殿的跟他商量了，我們本來週二到週五
晚上7:30-9:30就有琴與爐，我們增加了一個禮拜一，7:30-
9:30禮拜一到五都有，禮拜六晚上也有。但禮拜六晚上是
7:00就開始,是青年牧區的，禮拜天早上有禱告會.在這幾
天的琴與爐裏面。我跟敏文牧師跟Elven、遊哥商量，我們
會請牧者就著這幾個屬性去帶領，今天所講的這幾個屬性
我不會全部講，因為沒有時間。所以我們就會選幾個屬性
由牧者來帶領，我們要在等候新郎禁食的期間，我們要更



多地來認識祂。藉著更多地認識祂，我們渴望智慧啟示的
靈開啟我們，以至於這個認識成為一個新皮袋在我們的身
上。我們在不同的時間點，現在世界在改變當中，我們可
以知道怎麼樣活出這個得勝的軍隊，活出一個得勝的新
婦。�
所以耶利米說：“神這樣講了，因為神試過了。”祂

說：“我在埃及、在曠野怎麼樣拉著你們的手，手拉手都
沒有用，所以我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跟你們立一個新
約。”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耶利米不知道他
自己在講什麼，他還沒有看到道成肉身啊，那是很難想像
的事情。�
神對我們的委身，就是當耶利米講完，祂要跟我們立

一個新約之後，祂要把律法寫在我們的心上，而且我們都
必要認識祂之後。我告訴你從31章35-37節，我們的神就指
著天地星辰，日月就開始起誓了，你知道嗎？�

【耶31:35-37】：“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
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訇的，萬軍之
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
掉，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斷絕，永遠不再成國。這
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如此說：‘若能量度上天，尋察
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所行的棄絕他們。這
是耶和華說的。’”�
我們的新郎神，對著日月星辰起誓，小說連續劇所演

的海枯石爛，我跟你講創始人是我們的耶穌。祂在那裏跟
猶太人，南國猶大，祂講到說：“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
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訇
的。”祂說:� “這些事情、這些定例如果能夠在我面前被
廢掉”，祂跟以色列人講說：“那以色列的後裔也就會在
我面前斷絕，永遠不再成國。”接著神又說：“如果你們
能夠度量上天、尋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
所行的棄絕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也就是說:� “如果
你可以改變這些定例，如果你可以度量天，如果你可以尋
察地下的根基，如果你可以的話，我就棄絕猶太人，我就
棄絕以色列國。”你知道當時祂在講這件事的時候，這是
神對我們的委身，這是神所起的誓，表示祂所說的話，表
示祂所說的話一定會應驗。�
你要知道耶利米發預言的時候，北國已經被亞述擄走

了，那10個支派已經不知道在哪里了，散在世界各地。你
根本都不知道這10個支派在哪里，不但被擄而且不見了。
耶利米對他們發預言：南國猶大，你會被巴比倫擄，你要
知道被巴比倫擄去，所有的男丁是要被閹割的。為什麼？
滅掉。我要讓你們永遠沒有後代，這是巴比倫所做的。�
但是耶利米說：“你們70年之後，你們被巴比倫擄之



後，70年之後一定會歸回。”你要知道亞述、巴比倫他是
要滅掉以色列的，他們是要滅掉猶太人的，他們可以用自
己人的方法，但是神說：“如果你可以改變日月光明、星
辰的定例，你可以度量天，你可以測量地的根基，他們就
會被滅。”人的辦法有辦法嗎？人的辦法有成就嗎？完全
沒有。這就是神對我們的委身，就是祂說過的話一定會成
就，這就是祂對我們的委身。聖經上每一句話，祂對我們
說過的一定會應驗。�
接著羅馬要滅掉以色列，有沒有滅掉？1948年以色列

複國。他們為什麼滅掉？是因為猶太人特別厲害嗎？不，
是因為神不會違背祂的話！這是祂對我們的委身。等到敵
基督最後的三年半，這一段經文不只是對猶太人說的，也
是對末世的教會說的，你覺得絕望了，你覺得要被滅掉
了，你覺得不可能了，你覺得最邪惡的帝國出現了。但是
神說：“如果你可以改變日月星辰的定例，你可以丈量上
天，你可以探測地底下的根基，那你就真的會被滅亡。”�
同樣的在前幾次，仇敵怎麼做都沒有辦法，那同樣最

後一次，所以我剛剛講了，我們進到一個很特別的時候，
真的弟兄姊妹不是要害怕，而是我們相信㸰真的沒有辦法
勝過我們的神。㸰不管再邪惡，㸰都沒有辦法勝過我們的
神，這就是神對我們的委身。所以同樣的我接著在下面
講，我再一起講，所以《雅歌》5章12節：“他的眼如溪水
旁的鴿子眼，用奶洗淨，安得合式。”“他的眼”就講到
祂無限的知識、智慧跟洞察力。接著14節：“他的兩手好
像金管，鑲嵌水蒼玉。他的身體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圍鑲
嵌藍寶石。”這裏講到祂手中握著無限的權能，所以我講
到祂對我們的帶領永遠是最好的，祂對自己的帶領，對自
己的旨意的委身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再加上祂完美的智慧
與能力，所以祂的旨意必定會成就。�
弟兄姊妹這不是一個道理，新婦是活在這個實際的裏

面。我覺得這些日子，神，萬王之王就在教我們這個功
課。我跟你講我這些日子，每一天禱告就說：“主，下一
步是什麼？”下一步好多人來問我：“你青校要怎麼
樣？”我說：“我不知道，明天怎麼樣我不知道”他每一
個禮拜就來問我一次，因為他要請假才能跟我去臺灣。我
說：“我不知道。”我告訴你，我真的體會以色列人在曠
野的日子，雲柱火柱不起行的時候，你就只好每天待在那
裏吃同樣的東西。�
跟你講，有的時候對我們這些在自由國家的人,不動比

動還痛苦。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叫你“不要動”，你裏面
那個急呀。真的我覺得神藉著這個就要讓我們學習，真的
完完全全地信靠祂跟相信祂。相信祂的智慧與能力，祂的
知識、祂的洞察力都是無限的。只有神安排的是最好，你



唯一要做的就是：“主，我順服你。主，我順服你。主，
我順服你。”�
江牧師講的：永遠的yes。這個真的其實蠻難的，但是可以
的，我們這幾天禁食再來一下：“主，我就是要順服
禰！”�
所以我跟你講最難學的不是去抓什麼，最難不是去得

什麼，最難學的是去放。放掉你的想法跟意識，甚至放掉
你所擔心的，放掉你覺得很危險的，你唯一能做的就
是:“主，我相信。禰有無限的知識、智慧跟洞察力，禰的
決定、禰的帶領永遠是最好的。”�
我們進入到基斯流月，這個月我們接著在這個月會有

光明節，這個月是進入到一個新階層的信靠跟安息。你的
信靠跟安息一定在一起，你一定會完全地信靠神，你才會
有安息。但是藉著信靠我們進入這個安息的裏面，神要對
我們說話，祂要告訴我們一個爭戰的新策略。所以這一個
月12月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藉著認識神，神要對我
們說話，我們要完全地信靠祂的帶領，相信祂無限的智
慧，神要教導我們一個新的爭戰策略。�

《雅歌》5章13節：“他的兩腮如香花畦，如香草臺。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沒藥汁。”講到耶穌祂的話語
穿透人心，而且又帶來醫治。我覺得在禁食的時間，我們
可以一直為我們聆聽的能力來禱告，我們不應該有聾啞鬼
的，我們真的要趕掉我們身上的聾啞鬼，不是只有有先知
恩賜的人才聽得到的。耶穌說的：“我的羊都認得我的聲
音。”都聽得到的，我們都可以聽到神的聲音，知道神的
旨意。�
前兩天我看到上次Michelle也是講到同樣的，講到神

要恢復我們的聽力。你知道我們的受造，我們的五官，我
們的聽力、我們的視力、我們的觸覺、我們的味覺、我們
的嗅覺，我們這5個，這5個神給我們的知覺，我們的感
知。其中，你知道聽力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還在母腹裏
面。其他4個都要生出來才有，而聽力是在母腹裏面就有
了，是第一個成型的。你知道我們人死前最後一個消失的
是哪一個？也是聽力。�
所以你知道我們整個受造就說明了一件事情，我們是

可以聽的，只是我們聽太多人的聲音，我們聽太多世界的
聲音，所以我真的希望下一個禮拜我們好好地來聽神。
“主啊，我要聽到禰的話語，因為禰的話語穿透人心而且
會帶來醫治，恢復我聆聽的能力。”你一定要把謊言拿
掉，覺得自己：“我都聽不到，某某某才聽得到。”不！
我們每個人都聽得到！這是耶穌說的，這不是哪一個先知
說，這是耶穌說的。�

《雅歌》5章14節：“他的兩手好像金管，鑲嵌水蒼



玉。他的身體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圍鑲嵌藍寶石。”“身
體”其實我們中文翻譯成身體，它原文字的意思其實是講
到“肺腑”，也講到我們的腹部，因為我們的靈人是在我
們的腹部，也就是子宮，那裏是我們的心腸，我們的肺
腑。所以14節其實是講到神的溫柔跟憐憫的心腸，祂向著
我們溫柔跟憐憫的心腸。弟兄姐妹，當這個世界開始越來
越動亂，當我開始越來越去數算神的恩典的時候，我真的
感受到神的溫柔跟憐憫的心腸。你不覺得我們今天在美國
很幸福嗎？你有沒有想過你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有多幸福？�
前兩天看到一個他們在介紹北韓的影片，他講到他們

旅遊團到北韓。他說你進去商店掛了一排的靴子，但是這
一排的靴子其實是一樣的靴子，只有一個樣式。然後他說
他們就跟店員講話，他說店員都完全不理他們。他們說這
個人不理人，他就說他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外國人，因為本
地人穿的衣服上面要掛一個金正恩的圖像，他就知道你是
本地人，他才跟你講話。跟外面的人講話講錯了會犯法
的，會被抓去的。我看完之後我馬上就覺得：“主啊，我
真的是太幸福了，真的是太幸福了。”�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他們講說美國選舉的時候有

的地方選區排隊太長，大家很不耐煩，覺得等這麼久就生
氣離開了，那個笑話是其中一個人的留言，是共產國家的
人寫的，他說你們還有排隊，我們連隊都沒得排。你不覺
得這句話講得很心酸嗎？弟兄姊妹，我們有太多可以感恩
的，我們真的有太多可以感恩的，神給我們自由意志，神
創造我們，給我們自由意志，讓我們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
裏面，你可以自由的選擇要吃什麼？在美國只有肥胖的問
題，沒有饑餓的問題，不覺得我們很幸福嗎？你可以選擇
你的時間要做什麼，我要來就來，我不要來我就不來。你
知道神是這樣子的尊榮我們！�
我記得有一次我聽到一個牧師講，他說：“神這樣子

的尊榮我們，祂給我們自由意志到一個地步，祂尊重你，
你受造是照著神的形象，祂尊重你到一個地步，你可以選
擇不相信神去地獄的。”但是你也可以選擇相信神，愛
祂、侍奉祂，單單的為祂而活，都在乎我們的選擇。所以
等候新郎的禁食也是我們的一個選擇！你願不願意把吃飯
的時間，煮飯的時間，把它省下來，你跟主說：“主，下
禮拜我要來尋求禰，我要來認識禰，因為我知道我不是再
活在一個‘坐下吃喝，起來玩耍’，也不知道明天會怎麼
樣，一定是明天都是一樣的。”我們已經不是活在這樣子
的日子了。�
世界每一天都在變，世界每一天都在變，我覺得神真

的是……我最近真的很感恩，我真的很體會到神的溫柔跟
憐憫。你知道《彼得後書》第3章，彼得說，我們以為神耽



延，他說我告訴你：“那不是耽延，那是寬容。”你知道
這段經文不單是指著那些沒有信主的人講的，更是對教會
講的!祂這個耽延也是寬容，為什麼？給我們悔改的機會，
給我們對齊的機會。為什麼？因為將來世界的發展，每一
天的新聞，神是說，人聽到將要臨到的事，就慌慌不定，
嚇得魂不附。嚇得魂不附體的意思，講白話一點就是你會
嚇死。現在我們還可能只是憂鬱一下而已。�
所以在《雅歌》5章第16節這個新婦說到，“他的口極

其甘甜。”“口”講到我們跟神的一個親密的關係。她
說：“你不知道我的良人多好，我告訴你，我跟祂在一起
的日子真的是太快樂了！極其甘甜！”所以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她說：“祂全然可愛，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這
是我的良人，這是我的朋友。”這是我講這些日子，我們
需要花時間跟良人建立這樣子的一個友誼。�
所以當我們這樣子認識祂、經歷祂之後，我也希望我

們下禮拜花一點點時間為這個來禱告。所以神的軍隊為什
麼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當耶路撒冷眾女子問她的時
候，她說：“因為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
因為祂的帶領是最好！祂向我的委身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祂的雙手充滿了能力，祂一定會實現祂所說的！祂的眼
睛，祂的知識，祂的智慧是沒有限度的，所以祂的帶領，
祂的決定都不會有錯！祂的話語，不但深入我心，而且會
帶來意志！還有更多，我今天沒有時間講，希望下個禮拜
我們有機會能一個一個的，更多的來為這個禱告。但是這
一切的認識都是要讓新婦剛強起來，以至於她成為一個美
麗的新婦、剛強的新婦。不是靠我們自己，沒有一樣是靠
我們自己。我們的轉化是因為認識祂，不是因為你意志力
比較強，你決定做什麼。就算你決定做什麼，我告訴你，
我們人的脾氣是有底線的，我們的轉化是因為我們認識
祂，我們在認識耶和華的真知識裏面被改變。�
我今天要講一下世界的軍隊，我最近看了一個片子。

我沒有看影集，它是一個影集，大概三部，我看的是一個
對影集的解說，它的德文的原名是叫《我的父親，我的母
親》，是德國人拍的二戰的電影。我們看過很多猶太人拍
的，對不對？這是德國人拍的。在介紹影片的時候，他就
講到每一個世代都有他們的特色，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這一個世代的我們的父親母親，他們只有一個特色
——只想活下來而已。這個電影，我很簡單的講：5個好朋
友在耶誕節歡聚一堂，4個德國人1個猶太人，耶誕節過
完，喝完酒之後，德國向世界宣戰，屠殺猶太人。你就能
夠想像，這些人當兵的當兵，逃亡的逃亡。然後其中一對
兄弟，菲特恩是弟弟，他哥哥以前就當過兵，他的爸爸覺
得兒子都要去當兵，因為能夠為德國戰死是一個莫大的榮



譽，所以要他兩個兒子都去當兵。但是其實弟弟一點都不
想去。他喜歡讀書，喜歡詩詞，他是一個很敏感、很有感
情、很敏感的一個孩子。他不想參軍，但是因為爸爸，他
就跟著哥哥去了。他哥哥是隊長，於是就在他哥哥的手
下，他從進去的時候，他一直重複在跟哥哥說的一件事情
就是：戰爭會把人最壞的一面交出來。好，那下麵，我們
來看看世界的人，世界的軍隊跟神的軍隊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短片……�
其實我看它的介紹的時候，我感觸真的很深。戰爭沒

有人是贏家，這是在講德國的軍隊，我們看到的都是德國
人怎麼殺猶太人，這是德國人拍的，一個德國人對二戰的
反思。最後他也戰死了，在德軍投降的最後三天，蘇聯跟
他們講：“你們趕快投降。”他就突然間決定要走出去。
我覺得他是想死，因為他說：“你唯一能夠活下來，就是
你把你自己當做牲畜，你不要把自己當做人。”�
但是神的軍隊是什麼？親愛的家人，我們活在一個不

同的時候。我真的覺得神特別的恩待我們，可以活在這樣
子一個時代。你是為什麼而戰？在這個世界的軍隊裏面，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而戰？他覺得不值得，但是他必須服從
軍命，儘管他覺得不值得。�
但是這個耶和華的軍隊，我們這個軍隊的元帥的帶領

是像精金一樣，祂眼睛所看到的，祂的知識，祂的智慧，
祂的決斷是無限的，是沒有瑕疵的；祂的雙手擁有所有的
能力跟權柄；祂向著我們的肺腑心腸充滿了憐憫跟恩典。�
你要知道我們是為什麼而戰？你是為什麼要過一個不

同的生活？別人可以吃飯，開派對，為什麼我們要禁食？
因為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你有權使用你所
有的金錢，雖然我們應該十一奉獻，但是你選擇不要的時
候，神也尊重你。那你為什麼要十一奉獻？你為什麼要超
十一奉獻？你可以享受的生活，你為什麼自願降級？把你
的金錢留在可以讓神國來使用？因為我的良人白而且紅，
超乎萬人之上！你的時間都是你的，可以做你自己喜歡的
事情，直到你死，神都尊重你的選擇。但是你為什麼要把
你的時間用在認識神、服侍神，甚至於幫助他人的身上？
我傻嗎？我不會算計嗎？因為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
人之上！�
弟兄姐妹，光明的會越加的光明，黑暗的會越加的黑

暗。前面講過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畢邁克在先知性
的預言裏面講的，會有戰爭。很多人都在講，美國本土也
就會有戰爭，不是永遠都在別人的國家土地上打仗了，更
不要說亞洲了。現在的動盪不安，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真的打仗，好像大家都在預備打仗。蘇聯跟烏克蘭已經先
打了，現在要進到冬天，如果你去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冬



天是軍人最辛苦的時候，我們活在這麼安逸的地方，你可
以選擇吃你要吃的，你可以選擇說你要說的，你有沒有想
過你還可以去抗議，這幾天看的新聞你不會想哭嗎？你不
會覺得自己很幸福嗎？�
但是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可以禱告，我們可以禁

食，我們可以來到神面前，我們可以相信祂的應許。黑暗
的越加黑暗，光明的會更加光明。邪惡的國度會形成，教
會會越來越榮耀，神跡奇事會越來越多，耶穌要回來做王
掌權，而且至終照著我剛剛講的，祂一定會得勝！神說
的，除非你改變日月星辰，你改變讓它們不再發光這個定
律，你讓它改變，我所說的就不算。你如果可以度量天下
到根基，你可以量得出來，我所說的就不算。�
弟兄姊妹，這是預備的時候！這是預備的時候！我鼓

勵你不是只有禁食禱告而已！我從兩個月前開始跑步，是
因為有一次跟兩個年輕人去三番市騎腳踏車。他們為了我
已經多休息了幾次，我到最後累的像只狗一樣，騎到還腳
踏車的地方，我以為我快回不去了。從那時候我就知道我
要帶年輕人，我就要運動。改變你的生活，我跟你講我發
覺我自從開始運動，我免疫力都變好了，再加上禁食，你
身體會更好！�
為什麼要帶年輕人？我跟你講，所有的改革都是從年

輕人開始的，所有文化的改變，包括美國的嬉皮運動都是
年輕人，好或不好的。連英國廢掉釋放黑奴的，我記不清
楚他叫什麼名字，但那時他在議會裏面開始改革，還不過
是20多歲的年輕人，所有的革命都是年輕人。我告訴你，
我們真的要去帶年輕人！這群人不怕死！這群人敢發聲！
你知道這是預備的時候，你知道諾亞造方舟的時候，開始
造大船。你知道那時候，在土地上面造大船，在那之前全
地的人，沒有人見過下雨，你知道嗎？諾亞是一個笑話在
人的眼中。但是他相信神，等他建了方舟之後，洪水就來
了。�
我們現在在做的,可能你辦公室的同事會覺得：你在說

真的還是假的？你不要這麼緊張。或許別的教會跟你說：
“真的嗎？有這麼嚴重嗎？你們太繪影繪聲了。”我不知
道什麼時候會實現，但是我告訴你，現在是諾亞要造方舟
的時候，現在是預備的時候，如果你沒有預備的話，只有
一個結局，就是你聽到那將要臨到的事情，你就會惶惶不
定，魂不附體。還有一個你現在開始預備，開始改變你使
用金錢的方式，改變你飲食的方式，改變你使用時間的方
式，改變你的注意力。真的尊祂為王，萬王之王，萬主之
主。我告訴你，最黑暗的時刻要來臨，但是教會最榮耀的
時刻要來臨。阿們？�
下個禮拜，至少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希望我們其實可



以一直接續到光明節。光明節我們到時候，蒙恩下禮拜會
詳細講，我們會再有一次守夜的敬拜。黑夜是屬於神的！
先鋒教會，先鋒教會，跟你旁邊講：“你是在先鋒教
會！”我們要走在別人的前面，我們要預備，我們要成為
曠野的聲音，這段經文是江牧師被呼召的時候，神給她
的：“我們要成為曠野的聲音，為神預備道路”，阿們？�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裏。最後讀這段經文，我們一起來

讀，沒有特別要講什麼，我們就一起來讀《希伯來書》11
章25-26節：“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
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淩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因他想望所要得著的賞賜。”我們都還沒來到受苦，不到
受淩辱，我們只是不願意享受罪中之樂。我們要看神比埃
及的財務更為寶貴而已。你不覺得神特別為我們耽延，讓
我們可以追上嗎？� 我們的屬靈體質，我們的體力，我們的
各方面要開始追上。我們的神將要領我們面對一個最令人
興奮的時刻！�
最後講到：愛神不是一場聚會，也不是一個感覺，是

長時間的領受神的愛跟回應神的愛，因為神是你的第一優
先，所以你改變你的生活方式，這是一個生活方式。而且
當我們選擇這樣子的生活的時候，不在乎於你有沒有感
覺，而是在乎於你對祂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