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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全球的家人跟現場的家人平安！�
今天的道不好預備，因為一方面要希望剛受洗的家人能夠

明白，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們在場的家人們能夠有很好的收
穫。那我們這一篇的道延續蒙恩牧師上一次所說的，是17年前
江牧師在訓練中心講的這個《末世教會的位份跟機會》，我這
一次接著講《末世教會的位份跟機會》二。�
事實上在當時，17年前神就透過江牧師，神給江牧師的感

動，就已經讓我們知道我們教會是什麼樣的教會？跟你旁邊
說，我們教會是什麼樣的教會?——使徒性教會。所以我不知道
上一周你聽蒙恩牧師的道，你覺得你蠻受激勵跟感動的，請舉
手。感謝主！你有沒有更多地明白？我想包含今天受洗的家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我們教會也同時是什麼樣的教會？——
新婦的教會。耶穌基督新婦的教會,是跟耶穌基督有濃厚的愛的
關係的。那如果你是剛認識神的，你說：“我還不懂這是怎麼
辦。”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有4個我常常講的基本功你一
定要操練。哪4個？——讀經、禱告、讚美跟等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不只是我們這樣地認識神，我們也可

以這樣地培養跟神美好的關係。所以在這裏我們有一個針對全
球家人的機會，我們在座的家人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在亞洲的
北京時間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早上5:30-7:00，在這邊有Zoom號碼，
你可以快點截圖下來。同樣地，我們的美國時間就是周日到週
四的下午1:30-3:00，如果你願意的，你可以一起上來跟我們一
起來學習，在這上面有讀《聖經》，有人帶著你來一起來有系
統地讀《聖經》，帶著你來禱讀神的話語，幫助你更多地明
白。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神在你我身上有極美好的心意，當我們認識神的時候，神

愛我們,在我們身上有祂美好的計畫。所以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在羅馬書12章的第1節。好，我們一起來讀這經文，請一起來
讀，請：【羅12:1】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
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
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在這裏保羅提醒鼓勵我們要將身體獻
上當作什麼？活祭！看著你旁邊跟他講：“你是活祭。”《舊
約》跟《新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在《舊約》講的獻祭
都是什麼？殺死以後才獻給神的，是一個死的祭物。但《新
約》獻上是一個什麼祭物？——活的祭物。《舊約》的獻祭都
是什麼？——身外之物。我去買了牛羊，身外之物，而且代替
我們的罪來獻祭的。而《新約》是誰？——自己，我們就是祭
物，我們獻上給神。《舊約》裏面的祭物是什麼？獻了一次，
然後燒掉就沒了。可是《新約》要我們怎麼樣獻？天天獻祭，
每天獻祭，是一個活的祭物獻給神。�
在這裏另外經文講到什麼？——聖潔的。“聖潔”在這裏

原文更多講到，它是被分別出來歸神為聖的。是一個分別出來



的，是神所喜悅的。所以神救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要得著我
們。拍拍自己：“神要得著我，神要得著我。”所以當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一個活的祭物，不是死的祭物，是要讓神使
用的。�

�
所以我們來看兩個圖：一個在他生命的寶座上是誰做主？

——我。凡事都是我。我坐在我生命的寶座上，而主耶穌在我
的外面。所以你會發現四周都是——混亂的。可是另外一個
圖，是誰坐在生命的寶座上？主耶穌，愛我們的主。而“我”
是在祂旁邊，由主來掌管我。所以四周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的。�
我們常常鼓勵每一個人：你要讓主掌權。當你讓主掌權的

時候，四周的一切都會是美好的。上禮拜蒙恩牧師在講道的時
候，我裏面就出現了一個英文，就是：I� do——我願意。你知
道嗎？神對我們的呼召、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每一個命定，很多
時候是在一個環境一個服侍當中才會被成全出來、被彰顯出來
的。而在沒有被彰顯出來之前，我們就是忠心地在教會、在職
場、在社區裏面，做領袖所要託付我們做的。那我們需要做什
麼呢？我們就是好好地預備自己服侍，盡心地擺上，盡心盡力
地來裝備。�
所以神就透過這些地方，在他裝備的時間、差遣的時間，

當我們把握機會獻上的時候，神就要使用我們。當我們勇敢地
踏上，不論是教會的需要、神國的需要的時候，使徒性的教會
就是：“神要使用你，你可以為神做極大的事。”所以一個使
徒性的教會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神做極大的事，極美好的事
情。所以，一個很重要的——I�do我願意。�
我們來看另外一節經文：【約14:12】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裏去。有人說我一個剛信主的，我什麼都不會。
我怎麼做更大的事？一個很重要的，我剛剛說是什麼？“I� do
我願意。”�
1988年，那時候我還只是一個青少年，剛信主一兩年，然



後江牧師就告訴我，說教會有一個需要，問我願不願意來教主
日學，我就告訴她什麼？“我願意I� do。”所以我就開始了去
教主日學，其實什麼都不懂，那時候我去主日學，他們就給了
我一本主日學的課本，我就自己讀，自己教。你知道嗎？就這
樣子34年。我們當中有一位叫獻恩的，請他站起來一下，他那
時候就是我的學生，你看現在又高又帥，我也沒有想到那時候
教他現在會有這麼棒，對不對？所以我們很幸福。我們有時候
擺上，我們都不知道神之後會做什麼。�
同樣地，那時候我就是這樣地教，你說那時候我有沒有什

麼負擔？沒有。我有沒有什麼異象？我也沒有。我就只是“I�
do我願意，我願意。”當我的領袖告訴我的時候，我就跟神
說：“我願意。”就從那時候這樣做，到1996年，那時候我已
經服侍兒童主日學8年了。那一年退伍的時候，我就跟神禱告
說：“主啊，我想要服侍大專，服侍青年，我可不可以不再做
兒童跟青少年的服侍？”我禱告了一陣子，神並沒有說話。榮
教士以前教過我們：“當你跟神禱告，神並沒有給你回應，你
就怎麼樣？”——繼續不動。繼續照著你的生活繼續做。�
到2011年4月2號那一天，我已經服侍兒童23年了，那一天

很特別，當時我們的訓練中心在臺灣辦了一個《兒童主日學師
資培訓》，江牧師講第一堂，之後是我來做訓練。你知道學員
裏面有一些是臺灣主日學人數很多的，在台下上課的人中，有
的主日學能達到幾百個人。而當時我的主日學只有50個人，可
我卻要去教這些有幾百個人的主日學的校長，跟他們分享兒童
主日學的老師培訓。我藉著我那時候20多年的經驗，可以成為
這些校長的幫助。�
2013年，我們在高雄辦了一場《培育神國的下一代》，下

麵那時候有七八百個人，也都是當時的主日學老師、校長、牧
者或者是家長，講員就是我跟江媽媽。我在分享的時候，我就
一直想到說：“哇，原來神禰給我這麼多年來服侍兒童青少年
的經驗不是徒然的。”所以，如果1988年江牧師問我“你願不
願意教主日學�”的時候，我就跟她講說:�“我什麼都不會，我
也不會做。我那時候又年輕，我又在家裏排行老么，沒有弟弟
妹妹，我根本不會帶。”我也可以這樣回答。可是你知道，藉
著我說“我願意”，我就踏上了神國的命定。�
我認識一個弟兄，他在受洗的那一天有人送給他一個禮

物，受洗的時候都會收到一些禮物，對不對？有人送了他一本
讚美的書，其實是我送的，他告訴我說，他從那一天回去後，
就開始很認真地讀《讚美的大能》那一本書，他就好好認真地
讀，他就開始操練讚美。大概一兩個月後，剛好他們原本的小
家長要去海外來美國，所以小家長就委任他跟他的太太接小
家。這個弟兄當時才受洗幾個月，什麼都不會，他的妻子是我
們教會的行政同工。他們請他一起來服侍小家，他就想：我才
受洗幾個月，《聖經》也不熟，然後內在生活也剛接觸沒多
久，但是他有一個什麼？願意的心。所以，他就每一天像是上
班族一樣，因為他當時已經退休了，他就每一天自己花6-8小
時，像上班的時間一樣查考《聖經》，聽內在生活資訊，參加



我們教會的禱告城牆。你知道嗎？就這樣子幾年下來，他現在
是我們教會的聖經老師。所以跟你旁邊說：“你是很有指望
的。”�

【林後8:12】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
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所以當你一開始你有一個願做的
心，你照著領袖所要求的去做，或者按著環境當中神帶領你的,
你在禱告中求問主，讓主來帶領你怎麼做。如果你不確定你這
樣的禱告是不是出於神，你可以去詢問你的領袖，讓他告訴你
這是出於神的還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嗎家人們，跟你旁邊說：
“你今天坐在這裏不是徒然的。”你知道嗎？�你會來到慕主，
神帶領你來慕主先鋒教會不是徒然的。神呼召你,帶領你來，但
是你千萬要記得，你來到這個教會，不要因為一點點的不習慣
不適應，就想我還是離開去別的教會好了。我以前也有這樣的
情況出現。感謝主，有一次我在聽江牧師的資訊，就一個經文
進來，就是約翰福音3章30節，“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祂
必興旺，我必衰微。所以你希不希望神成為你的幫助，希不希
望？你知道現在的局勢震盪得這麼厲害，那你是希望自己來處
理，還是你渴望神在你的生命當中掌權來幫助你？�你知道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如果你不衰微，神是沒有辦法做什麼的。�
可能有一些人會不喜歡這個經文，因為大部分我們都喜歡

什麼？我要成功，我要興旺，怎麼可能是主興旺呢？那陣子我
在聽“主必興旺，我必衰微”的道的時候，我常常這樣跟神禱
告，我說：“主啊，禰真的幫助我，我要把頭殼獻給禰；主，
禰真的幫助我，禰可以自由地做在我的生命當中，禰是我生命
的主宰。”你知道這樣的禱告意味著什麼？就是主耶穌禰來掌
權，耶穌基督在我生命中掌權，不是我在掌權。所以剛剛講到
的I� do，就是神的國、神的家有需要的時候，我們願意勇敢踏
上去。所以你要有一個願意的心。�

第二個，我們要留意父所做的我們才做。有時候我們會不
明白神的心、神的作為，以至於成為屬靈的聾子跟瞎子。�
我 近一直在為自己禱告，為這個事情禱告，所以我很想

跟你們分享我的一些領受。2013年的時候，我離開了原本的教
會，當時我們開始寫靈修筆記，那時候我記得教會開始推靈修
筆記。那一陣子你有在寫靈修筆記的，請舉手？有一些人。你
知道每次寫靈修筆記，我 害怕寫什麼？——聆聽神。就是你
照著前面寫寫寫，一到“聆聽神”了我就在那邊安靜，我就發
現聽不到、聽不到。然後我就回去再讀一次今天的經文，然後
再安靜，還是聽不到。然後再去讀一次經文，再寫一次，聽不
到。你知道每次光寫靈修筆記，我大概都要寫一個小時才寫
完，因為太難了，聽不到聽不到。�
那陣子，因為我已經辭掉了前面一個教會的服侍，所以我

幾乎每天24小時都在家裏。但是偶爾會接到江牧師的電話，她
打給我的時候，總是說：“利未，不要忙，多花時間等候神。
利未，不要那麼忙，多花時間等候神。”我就說：“好。”所
以我基本上那時候每一天我大概都有兩三個小時在等候神，跟
神關鎖。�



�
我為什麼要弄這個圖呢？因為上禮拜蒙恩特別提醒我，他

講到“關鎖”，有人以為他被關起來，說：“蒙恩，為什麼你
要被關起來，關鎖？”不是，他講到的更多的是關鎖的園。
《雅歌》講到的，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我們要
跟耶穌像是一個什麼？我們的心要像是一個什麼？私家花園。
是只有耶穌能夠跟我們靠近的。所以你要讓你的心像一個私家
花園一樣。那時候我就在家裏寫靈修筆記，每天花時間等候
神。你知道我曾經講過，我是一個多動症的孩子，所以在我裏
面，安靜對我來說是很難的，很難等候神。可是那時候在這個
之前，我就已經定意要花時間等候神，所以那時候就這樣子每
天定意要多等候神，就這樣好像一兩個月過去。有一天，我坐
在那邊等候神的時候，一個很特別的經歷發生了，我好像安靜
到一個地步，就像有時候武俠小說講的，你忽然發現四周一切
的聲音你都聽到了，你可以感覺到那個波動，很特別很特別。
從那天開始，我寫靈修筆記就越寫越快，越寫越快，就這樣開
始寫，越來越能夠明白神的心。上次蒙恩牧師也在講到說：
“我可以很快地知道一些事。”�我覺得那都不是突然的，很多
的事情真的要：勤勞積蓄，必漸加增。我知道現在大家工作都
很忙，大家的生活也很緊張，可是我真的鼓勵你花時間寫靈修
筆記。�

近我們自己牧區的晚禱很好，我們是前面禱讀，後面就
有半小時等候神。所以我就會利用那半小時在安靜等候神的時
候，自己再花時間寫。你知道有的時候這樣寫，也許你一天不
會覺得什麼，真的過一陣子你就會發現不一樣。神渴望跟你我
說話。跟你旁邊說:“神渴望跟你說話。”�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
的身旁有太多聲音了，在你我的身上有太多的聲音了。世界的
聲音、人的聲音、人的需要、事情的需要回蕩在我們的裏面，
以至於我們就很難聽見神的聲音。所以你需要花時間跟神有一
個關鎖，安靜下來，真的能夠恢復你不再成為屬靈的聾子跟瞎



子，你可以聽得見，你可以看得見。�
很感謝主，就是因為這樣的服侍，2014年我們跟江牧師去

海外服侍。那一次是所有的牧者聚集，你知道我們去的這些同
工們，我們要在那幾天特會裏面的某一個時段，在30分鐘內要
為十幾個牧者發預言。第一次這樣跟著慕主做這種預言服侍，
而且對象都是誰？——牧者。非常的緊張。我記得那時候有空
的時候我就一直在背經文，一直在背經文。後來江牧師又有機
會參加《回家》的聚會，有時候有些人會希望江牧師為他們服
侍，為他們禱告。江牧師就邀請我一起跟她來服侍，就這樣，
一次一次一次地操練。你知道嗎？這就是我們 近一直在談的
什麼？——門訓。門訓是藉著生活當中，神在藉著環境當中就
讓你被門訓了。所以不是一個好像課程，我要上一個門訓的課
程，我要被裝備。第一課是什麼？第二課是什麼？第三四課是
什麼？你知道神就藉著環境在磨塑我們。�
可能你會說利未牧師我沒有像你這麼有空，我是一個上班

族，我平常非常的忙碌。我是一個家庭主婦，我也非常的忙
碌。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怎麼辦？我鼓勵你花時間把一
些優先順序寫下來。�
上次有人提到，我們常常說我們沒時間，但是我們一天花

在YouTube、抖音的時間有多少？你算一下加起來有多少？你在
看新聞這種節目花的時間有多少？同樣地，我們可能在上班的
當中，我們可能一個會議跟第二個會議中間是有一些空檔的，
或者是中午吃完飯的時間到下午上班的時間，中間是有一點空
檔的，有沒有？我們可以想一想。過去就有一些弟兄，他就定
意利用中午時間他就禁食，他就利用那個時間到車上等候神，
親近神。或者利用那個時間好好的在公司附近走禱，為公司禱
告，為一些需要禱告。�
我聽過一個弟兄的見證，他是一個公司的主管。他在上他

們教會的培育系統，常常都沒有辦法結業，因為要交功課，要
寫靈修筆記，所以他常常沒有辦法做，他就都沒有結業。有一
次聚會當中他就覺得他應該要跟神說：“�神啊，我一定要定下
心來，我不可以再這樣一直上了那麼多期都沒有結業。”�他就
跟神說：“� 神，這一次幫助我，幫助我。”� 他每一次的培訓
課程大概三個月這樣子。他每一天11點多回到家，回到家以後
吃晚餐、洗澡，常常就12點多了。所以照正常，他都是趕快去
睡覺，隔天早上又要起來，但是因為他現在已經跟神——立約
了。他就定意，一定要花時間起來，好好地讀經、禱告、寫靈
修筆記。所以他12點多洗完澡了以後，他就坐在書桌前開始讀
《聖經》、寫靈修筆記。因為你知道寫靈修筆記你要讀完《聖
經》才能寫，所以一定要讀聖經寫靈修筆記。你知道就這樣子
有時候1點，有時候2點才睡覺，而他早上5:30要起床，然後6點
要出門去上班。但是他那一次做見證的時候，我聽見他說：“�
你知道嗎？那三個月來卻是神讓我的靈力跟體力 充沛的時
候。雖然看似我睡眠時間減短了，減少了，可是那三個月因為
我這樣地靈修，我發現我的裏面、心裏不一樣了。我常常睡起
來的時候，我裏面是一個飽足的，我的靈力體力是飽足的，也



許身體會有點累，但是靈裏靈力是飽足的。所以是不一樣
的。”�我在聽他分享時，我就覺得：“哇，是真的。”聖經上
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
你知道嗎？你藉著讀神的話，進到裏面去讀，讀神的話，

讀出瑞瑪出來。所以在這裏我要提醒大家，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們都聽不到，都聽不到。可是你知道，有時候就在你平常生
活當中，你公司的同事、你的老闆、甚至是你的另外一半給你
的建議，教會的小家長、牧者給你的建議，你一定要習慣去
聽。你知道聆聽是一個習慣。來，跟我說一次：“聆聽是一個
習慣”。所以你要從你的生活當中你要習慣地去聽，不要習慣
地去說。所以我前面講：“我願意”。就是講到領袖邀請你做
服侍的時候，你就從自然進入到超自然的服侍，就只是說：我
願意。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分析：我會不會？我可不可以？我夠
不夠資格？你知道有時候我們都很渴望被成全，但是我要鼓勵
你不要設限，不要設限我一定要在哪一個方面被成全。藉著你
願意去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哇！原來我也有這一份，是我
沒有想過的。�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例子，教會很多年前我們有一

個醫治室。我不知道那陣子你有參加過嗎？你知道那時候江牧
師就跟我說：“� 利未，你去醫治室去學習服侍。”� 其實我都
不會，我真的什麼都不會。所以只要有空，我就去醫治室參與
服侍，所以我常常是擔任助手、幫忙的。因為我什麼都不會，
所以就這樣學啊學啊學。你知道就在有一次特會的時候，那一
次很多人，所以我們這種平常被升為副手的人也要被安排上去
為人家禱告。然後我們就每一個人負責一社區，結果我在要為
別人禱告的時候，剛好我服侍的那一排有一個人，我還記得是
美國白人，然後我看他的病例上寫“痔瘡”。我就想說：
“啊，我還要為痔瘡禱告？我自己也有耶。”�因為那陣子我自
己上廁所也流血，我就想：“我要幫他禱告？我自己也有啊，
我怎麼禱告啊？”就在這個念頭進來的時候，我就忽然想到說
“不，醫治室教我們的，不是你可不可以，是什麼？——
神。”所以重點不是我會不會，我有沒有辦法，乃是什麼？
——神。所以我就開始一個意念轉過來，我就說：“�好。”我
就憑著信心為他禱告。�一手按著他，一手按著自己，我就這樣
為他禱告。你知道好奇妙，我自己就得了醫治。�
2018年，我代表媽媽去歐洲服侍，去服侍的時候有一對年

輕夫婦，他們在跟我分享的時候，那個太太聽到我在講這個見
證，她就說：“� 你可以為我先生禱告嗎？我先生也有。”� 而
且她說她先生每一次都像命案現場發生，很可怕！我就說：“�
好,好,好，待會我們聚會的時候，是神要醫治，不是我。”�我
說：“�我一定要在聚會當中，讓神藉著我來服侍你。要讓神來
做。”所以我就在聚會當中為他服侍。你知道後來他太太寫給
我說：“�好一陣子都沒有再發生了，神完全地醫治，神完全地
醫治！”�
所以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們不要覺得說：我都不會，

我都沒有。我也是！但是我只要怎麼樣？——我願意。來，再



說一次：“我願意。”當我願意的時候，我就開始踏上了。所
以我們再回到羅馬書12章1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
你們，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下麵那句話講到：“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在這
裏講到的“侍奉”，你知道有一個解經家講到，這個“侍奉”
講的是什麼？“我站在神的旁邊，侍立在那裏，聽神說。神有
說我才做，神沒有說我就不做。”�
這一次來慕主，我覺得對我來說有一個很深的學習。我也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說我真的不知道雲柱火柱的事情。所
以我從十一月剛好感恩節我有一點發燒，然後我在家裏比較多
休息的時候，我覺得那陣子幫助了我。所以當我有一點學習過
來的時候，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屬靈女兒，先念給你們聽。
我是這樣子寫的：�
“�我親愛的女兒，看了你跟某某人的對話，我說我的感受

就跟我 近學習的功課是一樣的，就是雲柱火柱停止的時候，
我們就要停止；雲柱火柱起行的時候，我就要起行。�你我都是
一個做事型的人，也是比較積極型的人，但是我們要學習另外
一個部分，就是：交給神，相信神掌權。我來到慕主一兩個
月，我聽到這相關的分享的時候，我都覺得我自己聽得懂，可
是你知道嗎？當雲柱火柱停下來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停止，我
還是繼續地前行。甚至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慢下來了，雖然慢下
來，但是我仍然還是往前走。我真的不明白，說真的，我也沒
辦法停止了，我已經習慣前行了。即便神沒有要我前行，我還
是繼續地前行，甚至我裏面開始生出苦毒、抱怨，覺得為什麼
大家都不動？我這樣子難道做錯了嗎？為什麼？為什麼？為什
麼？原來問題在我。我太急了，我沒有辦法真的停止，真的不
動，我不相信神掌權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努力地想方法，努力
地要解決問題，我努力地禱告，我努力地覺得自己很盡職，讓
自己全心地做。但是我錯了，我沒有真實地交給神，我沒有真
實地信靠神，我沒有。因為我認為事情不應該這樣地發展，我
期待事情應該要有轉變，我期待只要我多做一點，事情應該會
有轉機的。而我並沒有相信神在這件事情上掌權，你我一起努
力加油吧！讓我們真實地學會雲柱火柱停止跟前行的指令。愛
你的屬靈父親，利未。”�
這是我寫給我自己的屬靈女兒的一封信。�
我跟她分享，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會不會是這樣子？

我們到一個地步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停下來。出埃及記13章21-22
節說：“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
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
不離開百姓的面前。”當我們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獻給神的
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神動我們才動；當神不動的時候，我
們更應該把自己當做活祭獻上。或者你會像我一樣很想動，這
就是我自己的經歷。你知道當你做的時候不是神旨意的時候，
你會到一個地步，就是你開始生出很多的抱怨出來。神渴望住
在你我的中間，而我們常常會設限，我們會設限：“神啊！你
只能來到這個地方。神啊！你只能在這些地方來做，其他地方



你不要來碰我，不要來碰我。”�
有一個《十個房間》的故事，有聽過這十個房間故事的可

以舉手嗎？好，沒有聽過，請聽我來分享：�
有一個年輕人，他擁有一棟極漂亮的透天別墅，這棟別墅

總共有10個房間。他非常地開心有這個房子，他覺得引以為
傲。有一天有一個人來敲門，他就開門，發現原來是主耶穌。
耶穌對他說：“� 我想要進來，你願意讓我進來嗎？”� 這個年
輕人好開心好開心，他說：“�歡迎，歡迎耶穌！我把這棟 好
的房間是在樓上，這個房間給你使用！裏面有 好的傢俱，我
把我 好的房間給你用。請進！請進！”�耶穌很有禮貌地對他
說：“� 謝謝你。”� 第二天早上，這個年輕人又聽到外面有人
敲門，他就想說誰敲門這麼急？他就打開門要去看是誰，結果
沒想到是撒旦。撒旦想要進去，進到他的家裏，所以年輕人跟
牠講說：“撒旦走開！”但是撒旦跟他說：“�不，我已經進來
了。”�年輕人說：“�我不要你！”�所以兩個人開始扭打成一
團。但是這個魔鬼撒旦已經在年輕人的裏面注入了污穢的試
探。到了晚上，年輕人好不容易把撒旦趕出去、把門鎖起來，
整個人精疲力盡。他就忽然想到：“耶穌住在我家，他為什麼
不來幫助我？難道他沒有聽到我在喊叫他嗎？我需要幫助，他
為什麼不來幫助我呢？”於是他上了樓，他敲了耶穌的房門。
他問耶穌說：“耶穌，難道你沒有聽到撒旦整天在煩我嗎？你
為什麼不來幫助我？”� 耶穌對他說：“� 孩子，在這10個房間
裏面，你住了9間，我只住了1間。”�這年輕人好像忽然想通了
一下，他說：“�主，我知道我犯了錯。好不好我們一人一半？
你住樓上，我住樓下，5間給你�。”�耶穌是一個紳士，他說：
“� 好的好的，謝謝你。”� 到了第二天早上，這個年輕人又聽
到有人急急地敲門。他就想：“糟了糟了，會不會是撒旦又要
來了？不要開門，不要開門。”但是還有個念頭說：“會不會
是別人找我？我怎麼知道是別人呢？我開一個小縫偷看一下，
如果是撒旦，我就趕快把門關起來就好了。”�他去正開門的時
候一看是撒旦，他就要關起門的時候，撒旦非常狡猾，牠已經
把一個腳伸進去，用腳擋住了門。於是，他們又扭打了一整
天，情況非常的激烈。到了晚上，這個年輕人才勉強把撒旦推
出去，把門鎖起來。他再一次的精疲力盡，他就說：“� 等一
下，我給耶穌了一半的房間啊！耶穌你為什麼不來幫助我？”�
所以他又走到了樓上，他就對耶穌說：“�耶穌！耶穌！撒旦又
來找我了，我給了你5個房間，你為什麼不來幫我？”� 耶穌就
對他說：“孩子，我們換一個做法好嗎？你把10個房間都給
我，然後你來住在我家，而不是我來住在你家。”�這個年輕人
跪了下來，他把他前門的鑰匙拿出來，跟神說：“主耶穌，我
現在把整棟房子交給你，從今天開始，我要住在你的家，這樣
好嗎？”�第二天早上，當太陽還沒出來之前，他又聽到有人敲
門，他聽到敲門的時候，他其實還在睡覺，當他聽到敲門的時
候，他就害怕、嚇得跳起來，他就哭著說：“�撒旦又來了，撒
旦又來了！”� 當他哭喪著臉的時候，他就聽到外面有個聲音
——腳步聲！原來，耶穌走下樓。他忽然醒悟出來：“啊！我



不再是這個房子的主人了，房子的主人才需要去開門。”所
以，他看到耶穌走下樓，然後以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姿態把
門大大地打開。而這年輕人就躲在耶穌的門後面，他想看到底
發生什麼事情。想不到，撒旦看到耶穌站在門口，牠忽然很恭
敬地說：“對不起，我敲錯門了。”你知道嗎？讓耶穌來為你
爭戰！�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常常給耶穌一個房間。會不會在

我們的裏面，事實上我們沒有給耶穌全部？主耶穌渴望在你我
身上做！好不好我們一起閉上眼睛，我們來安靜一下？這“10
個房間”我待會會讀，你看看在你的裏面有沒有哪一個房間還
是你的，這個房間的主人還是你，並不是耶穌的？如果是的
話，你可以把它寫下來，待會我們會一起來到神的面前，跟神
說：“神哪，我願意把這房間的主人鑰匙給你，主禰一定要在
我的生命當中掌權做王！”�
第一個房間——工作：你會不會覺得說：“主，工作是我的，
我在工作當中從來不會希望耶穌介入，我覺得工作就是全心自
己來想辦法，我從來不覺得耶穌禰要介入到我的工作裏面。”�
第二個房間——婚姻：很多人可能也是一樣，“耶穌，我有我
的擇偶的條件，我有我的想法，耶穌禰不要碰，我希望用我自
己的方法，我不希望禰的方法，我不相信你會給我一個 好的
另一半。”�
第三個房間——情感：在你的情感裏面。上次我們聽到一個見
證，有一個姐妹她真的很深地把一個情感割捨交給神，不再是
這樣子一個依戀、依附。�
第四個房間——夢想：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夢想，可是你
相不相信神給你的是好的呢？還是你想要走自己的路、自己的
夢想呢？事實上，你可以把你的夢想帶到神的面前，跟神說：
“神哪，我相信禰，禰給我的一定是 好的！禰給我的一定是
好的！”�
大概快20年前，我也是參加一個特會的時候，它叫我寫

“你的夢想是什麼？”我那時候不假思索就寫了兩個，我就想
到：我未來想做訓練學校，我想訓練一批兒童精兵；另外，我
也想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學校，幫助一些比較特殊的孩子，或者
是一些比較需要幫助的孩子。所以很感謝主，我們生命發展教
會今年就跟臺灣一個機構合作，我們就在那邊開始照顧一些單
親的，有點像是類似育幼院的方式，就是我們開始照顧一些單
親的、低收入的需要幫助的家庭。而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夢想，
神就透過小先鋒，我們一直在訓練領袖。你知道神從來不會好
像忽略我們的夢想，而是我們把夢想交給神的時候，讓神來掌
權，來帶領我們的夢想。�
第五個房間——孩子：你相信神在你的孩子身上掌權嗎？你相
信孩子是神的，不是你的嗎？那每一次孩子讓你很生氣的時
候，你有沒有來到神的面前問主：“主啊，我要真的把孩子交
給禰。”常常為孩子守望禱告，“主禰在這孩子身上的心意是
什麼？主禰在我的孩子身上，禰想做什麼？”常常為這個孩子
禱告，瞭解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帶著孩子走上命定，走上神給



他的命定，而不是我的命定、我的希望、我的要求、我的規
定。�
第六個房間——時間：就像我剛剛說的，很多時候我們都覺得
“我沒有時間，我每天好忙！我每天好忙！我每天好忙！”我
真的鼓勵你，有機會你把你每一天你的時間表寫下來，你會發
現我真的浪費了好多時間！我花了好多時間在做一些沒有意義
的事情，我花了好多時間去做一些我以為只是一點點時間的事
情，可是事實上花了很多時間。我聽過一個弟兄跟我講，他說
他下班回到家他就想要休息一下，看個YouTube，他說有時候一
看8點、9點，然後每天就在這樣懊悔當中過去。所以有時候我
們會覺得“我沒有時間！我沒有時間！我沒有時間！我哪有像
你們牧者、傳道人那麼多的時間？我沒有時間！你不知道我每
天好忙！”是的，你每天很忙，但是你有沒有假日的時間？你
有沒有休假的時間？晚上回到家也是一個時間。�

近我在門訓一個年輕人，18歲，我請他去職場工作，就
這樣我大概門訓了幾個月，因為他是參與服務業的，他每個月
有6天休假，我就問他說：“你在這一年到2023年年底，你想做
什麼？”他就告訴我幾個，第一個就是他想多讀《聖經》。我
說：“蠻好的！你想要怎麼樣多讀《聖經》？”他說：“我不
要只有讀一遍，我希望能夠讀兩遍，一年可以讀兩遍。”我
說：“太棒了！”但是你知道如果目標那麼高，常常做到一半
就做不下去了。以前我聽過一個人，他就開玩笑說：“我常常
走不出埃及。”一直說他就是《創世紀》，然後《出埃及記》
就沒了，就永遠走不出埃及這樣，然後又想要讀聖經，又從
《創世紀》，然後又走不出《出埃及記》這樣。我就告訴他
說：“那這樣好不好？你就用這6天休假日，其他時間你就不用
多讀，你就每天讀一章，固定跟教會讀。你用休假日試試看，
花時間讀一卷《新約》書信。”所以我就告訴他說從加、弗、
腓、西開始讀，《加拉太書》、《腓利比書》、《以弗所
書》，還有《歌羅西書》這四卷書，因為都是六章、六章、四
章、四章嘛，所以不多。我說：“你就是例如說我今天休假
日，就讀6章聖經，多讀了6章聖經，然後就記下來。”你知道
從我上次跟他講，10月、11月他已經讀到好幾卷書了，所以跟
你旁邊說：“勤勞積蓄必見加增！”你知道嗎？有時候我們一
直覺得“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其實我們
真的就把這些零碎的時間、零碎的時間利用起來。你有沒有零
碎的時間？可能父母你在等孩子，孩子還沒下班，你在車上
等，那也是一個零碎時間；你知道有時候你要叫一個孩子，可
是他要做很多事情，你就在那一直叫“快一點!快一點!”你這1
分鐘、2分鐘、5分鐘也可能過去了。你有沒有可能用這時間好
好地等候神？他一出來的時候，你心裏非常地平安，完全不被
他影響，這些都是零碎時間。�
你知道這個孩子就這樣，而且他現在更棒。我跟他門訓也

都是用他休假日，所以平常我們一個月只談話6次，就利用他休
假日來談話，所以並沒有花他很多時間。你知道嗎？上一次我
跟他門訓的時間，我就挑戰他說：“你要不要試試看，你也去



門訓一個人。”他才受洗一年，他去年的5月受洗的。然後到第
二次我跟他通話的時候，他跟我講說：“好奇妙，牧師我跟你
說，剛好你跟我講完，我就自己花時間禱告說‘上帝啊，我該
門訓誰？我不知道門訓誰，我也什麼都不會，我要門訓
誰？’”他說，就有一個我們自己臺灣的一個教會的弟兄就打
給他，也是一個18歲的年輕人，他說：“某某人，你可以陪我
讀《聖經》嗎？”美不美？他們兩個就變成很好的屬靈同伴，
他就門訓他，他就帶著他，所以他就陪他每天讀《聖經》，陪
他禱告。我跟他門訓一個月才約六次，他跟他帶的門訓是每天
約，很勤奮！但是我很開心，他把時間奉獻給神，把這個房間
的主人給我們的主耶穌。�
第七個房間——金錢：你願不願意把金錢的主權交給神?� 如果
你知道我們教會所教導的“十分之十都是神的”，不是只有十
分之一，十分之十都是神的。如果你聽過我個人的見證，過去
我是一個很看重錢的人，有人這樣說——守財奴，因為我過去
成長的過程很辛苦，所以基本上我很給不出去，我沒有辦法給
出去的。所以以前慕主在教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的奉獻，我都
覺得“太誇張了！”都會覺得“好棒好棒！但那不會是我”因
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我十分之一就很好了。或者偶爾有一些
感恩奉獻或者特別奉獻，這樣就好了。大概是兩三年前，我也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次我忽然跟神有一個立約，我就跟神說：
“神，我一定要突破這個金錢的捆綁。”當然我那時候很小
氣，可是我對牧者很大方，只要牧者這一方面有需要，我都是
很大方地給予，但是我對其他人是很小氣的，我那時候就跟神
立約後，就開始嘗試十分之二，你知道嗎？心很痛！我覺得那
是我的，我沒有覺得那是神的，我覺得那是我的錢。雖然很
痛，還是硬著這樣子奉獻出去，就這樣我跨到十分之三的奉
獻，甚至我跨到十分之四，我也曾經操練過十分之五的奉獻，
我發現我真的奉獻到一個地步，我發現這個事情不再抓著我
了，對於金錢的奉獻不再抓著我了，好像神把這個捆綁、這個
抓住我的釋放了。�
第八個房間——家人：另外有沒有一些人，可能是家人，是你
沒有辦法的。�
最後我想講——資源或者是健康。�
在這些房子裏面，你有沒有哪一個房間，你還沒有交給

主？我覺得今天是一個機會，神讓我們教會是一個使徒性教
會，所以我們一定要除掉我們裏面一切的聾子瞎子，沒有辦法
聽見，沒有辦法看見。神在你我身上有極美的心意，所以就像
我今天講的，無論是剛受洗的人，你只要願意，你踏上去，神
在你的身上會很快就有極美的心意。就像我剛剛講到那個弟
兄，他才受洗幾個月，神就讓他做小家長，而且做得非常好，
你有沒有覺得怎麼可能？他才幾個月，怎麼可能？在神凡事都
能！只要我願意。我願意再把我的主權交給神，我願意踏上，
神透過我的生命可以祝福教會、公司、還有社區，你相不相
信？你相信嗎？真的！�

所以今天好不好我們有一個機會，我們願意的人，我們可



以跟神說：“神，我真的願意把這10個房間的主權交給禰。
主，我真的要完全的交給禰，我相信我要開始進到命定，我相
信禰透過江牧師在17年前就跟我們教會講的，我們是一個使徒
性的教會。對我個人來說，我不是只影響我自己，我是可以影
響我身邊的人，可以影響我的家庭，我可以影響我的職場，我
可以影響我的社區，我甚至可以影響到國家。�

我裏面一個很深的負擔，就是覺得：我們真的安逸太久
了！你知道安逸久了，有時候你的各方面就老化了、退步了。
我們真的要起來動一動。神的國非常地大，神的需要也非常地
大，但是你我一定要先恢復，我們一定要除掉我們一切的聾子
跟瞎子，所以關鎖很重要。因為你到一個地步，你真的安靜下
來，你才能夠知道神到底要做什麼，而不是自己很急地去沖，
急地去做一些事情。�

還有，就像我說的，雲柱火柱起行的時候我們起行，停止
的時候我們就要停了。我自己很感謝主帶我來慕主，我真的也
很謝謝江牧師這樣子來帶領我們，她常常這樣地提醒我：“利
未，不要忙，多花時間親近神！多花時間親近神！”我很謝謝
她！因為真的事情永遠做不完，永遠做不完，你相不相信？沒
有做完的一天。�
六七月我們418，那時候我來慕主接了晨禱，那時候60到80

人，我們就開始花時間禱告，為這60、�80人來求問神應該怎麼
處理，好不容易覺得大概認識一些人。我9月回來，9月底我們
就破300了，那時候其實心裏面就有一個壓力，300怎麼辦？還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不認識，然後300個人怎麼晨禱？到11月，
我們破600，我們現在每天600多人。所以我常常說：“永遠做
不完！永遠做不完！”�
你知道孩子的事工也是這樣，現在有些地方開始逼迫，很

多的孩子是沒有辦法去教會的。還有，現在的網路媒體常常都
是反基督教的，社會常常給孩子種植的，對基督徒其實是影響
很大的，很衝擊的，我們真的要搶救下一代。�
還有一些家庭，他們深陷很不容易的環境裏面，包含現在

經濟危難，有沒有可能一些家庭他們在經濟危難裏面？他們家
庭有一些特別的狀況，他們在不容易的時候。�
你我只要願意，“主禰要我做什麼？主禰要我做什麼？我真的
要把這10個房間都獻給禰，禰來帶。主,不再是我,主，這10個
房間的主人是禰。”�
我們一起起立，好不好？我們一起來跟神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禰是我生命的主宰，禰在我生命當中掌

權作王，今天我把我這10個房間全部交給禰，不是我掌權，是
禰掌權。我相信禰在我的生命有極美好的計畫。”�
所以，第一波我要呼召，今天在講這10個房間裏面，你覺得你
過去還有某一些部分、某一些房間，你沒有交給神，你願意跟
神說：“神啊，我真的要把這幾個房間的鑰匙——這個主權交
給禰”的，你可以舉起你的手，你跟神說：“神，我願意。我
不再是自己做主，我願意把這主權交給禰，禰來做主。”好不
好這些舉手的，我邀請你可以到前面來，然後待會請我們的同



工為你禱告。今天我們就真實地把10個房間全部交給神，真的
讓神成為我們的主。你願意的，我們可以一起跪在神的面前，
我們跟神說：“主啊，這10個房間的主人是你，而且我也禱
告，主，真的在今天禰要除掉我們一切的瞎子，屬靈的瞎子跟
聾子，主，我真的要聽見你的聲音，我要看見你的作為。主，
不再是仇敵掌管我，影響我的生活，主，乃是你是我生命的
主。”我真的禱告，我們教會一定可以聽見看見的，神在我們
教會有極美的心意，在你我身上有極美的心意。我覺得主要你
我踏上去，你願意你跟神說：“神，我願意踏上去。神，我願
意踏上去。不管多困難，我願意，我願意。”好不好有感動
的，你可以開口來帶我們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