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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11⽇
上禮拜講的，我⼤概簡單複習下，⼤家還記得嗎︖我

們的神是什麼樣的神︖是隨著我們施恩的神，⽽且祂並不
離開我們。我最後講到我們受造其實應該是有翅膀的。就
是當我們即時的感受到神的愛的時候，愛的注視跟欣賞在
我們的身上的時候，你⾛起路來都抬頭挺胸了，做什麼事
都有動⼒了，我覺得這是遇到神的愛之後⼀個最⼤的改
變。
神的愛跟⼈的愛是不⼀樣的，⼈的愛這麼有限，你就

算知道他很愛你，遇到⼀個難處，他解決不了，那個時候
你就會覺得光有愛有什麼⽤，因為他什麼都不能改變，對
不對︖但是如果你可以時刻的感受到神的注視跟愛，是這
位萬王之王，這位萬主之主的話，就算事情不改變，你⼼
裡⾯就有個⼼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直要為這個來禱
告，“主我渴望能夠遇⾒祢的愛，我渴望能夠明⽩祢是怎麼
樣來愛我。”這會讓你的潛⼒⼤⼤的突破。真的，⾛路都抬
頭挺胸！
我記得以前我們聽過⼀⾸歌，是⼀⾸先知性的，它就

說，我們⾛路要像⼀個新婦⼀樣，我們說話要像⼀個新婦
⼀樣，就是各式各樣都要像⼀個新婦。你看我唱完了之
後，我還是垂頭喪氣的。但是當你跟神有這樣的關係，就
是如果當我們可以持續的感受到神的注視，可以感受到祂
與你同在的時候，都不需要有⼈提醒你：“不要忘了有神，
不要忘了我們的神是⼀個活著的神”，你真的就是挺身昂
⾸。
上禮拜我特別⽤到《耶利⽶書》32章40節，講到祂隨

著我們的施恩，⽽且不離開我們，並且因著這個不離開跟
這個愛，使我們對神有⼀個敬畏的⼼，⽽且我們也不想離
開神了。這個我上禮拜特別提到⼀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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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講神的慈愛，這跟我們對祂的敬畏，其實是
⼀個銅板的兩⾯，這兩個其實是分不開的。所以，在《詩
篇》25篇14節那裡講到：“耶和華與敬畏他的⼈親密，他必
將⾃⼰的約指⽰他們。”中⽂是這樣翻譯，英⽂說 “ the 
friendship with the law”，就是神特別把“跟神的這個友誼”
存留下來給那些敬畏祂的⼈，“這個友誼”講到我們跟神的⼀
個親密的關係。《箴⾔》1章7節我上禮拜也有⼤略提到，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聖經》裡⾯提到很多的知
識，這裡特別提到認識耶和華的知識，就是我們越來越認
識祂，你跟祂進到⼀個親密的認識的裡⾯。《聖經》裡⾯
很多的“認識”，不是講到像我們這樣⼦的“我認識你、我聽
過你”，是講到像“同房”那樣⼦的⼀個親密，那樣⼦的⼀個
認識。你就會發覺《聖經》裡⾯講到，因著祂對我們的慈
愛，神要把敬畏祂的⼼放在我們的裡⾯︔但是又講到當我
們有敬畏祂的⼼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進到這個親密的裡
⾯。所以你選任何⼀樣，你都會進到⼀個好的迴圈裡⾯。
那我就講⼀講我怎麼樣進到這個迴圈的裡⾯。
我不知道⼤家記不記得，在吹角節的時候，那⼀個主

⽇我講到戴冕恩牧師特別領受到神對他們整個團隊說，當
我們看到伊莉莎⽩女王過世的時候，就是萬王之王要臨到
列國的時代，神要潔淨我們的⼼，所以祂可以在祂的身體
裡⾯掌權。所以那次主⽇，我特別講到祂是萬王之王，祂
要來教會掌權了，祂要在列國當中掌權，祂要在我們個⼈
的⽣命當中掌權。有時候其實我們不需要聽這麼多道，⼀
兩個好好去做，就不得了了。我⾃⼰講的“祂是萬王之王”，
我就想說：“今年的猶太新年之後的時間這麼特別，祂要回
來做萬王之王。”我跟神的互動跟禱告上有⼀個很⼤的改
變，每天早上我跟英⽂部⼀起禱告，每⼀次敬拜我就會講
說：“主，祢是萬王之王，祢是萬主之主。”我每次這樣讚
美、這樣宣告完了之後，我就不⼤好意思把我想好要做的
事情從我的⼜袋裡⾯拿出來。因為我⾃⼰剛說完“祢是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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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王、萬主之主”，然後我要照我⾃⼰的意思去禱告，照我
⾃⼰意思去做事，我就覺得不太好意思。所以後來，當我
們每⼀次這樣敬拜祂之後，我開始就禱告⼀件事：“主啊，
我真的需要知道祢在想什麼。否則我怎麼尊祢為萬王之
王︖”這不是喊⼀個⼜號：“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歡迎祢降
臨！”然後我們再過我們的⽇⼦，這是不⼀樣的。我後來就
覺得說：“主，所以我需要知道祢在想什麼，我需要知道祢
的感覺是什麼，我需要知道祢的思想，我需要認識到祢的
情感。主，我真的好需要認識，否則我怎麼尊祢為萬王之
王︖我怎麼樣在我的⽇常⽣活、在我的服侍、在我跟⼈的
互動、在我的情感上，在我的所作所⾏思想，我怎麼樣尊
祢為萬王之王︖如果我根本都不知道祢在想什麼，我也不
知道主祢每⼀件事情的感受是什麼。”神真的迫切的要向我
們顯現，這事我可以跟你保證。所以你跟神求什麼，尤其
是你跟祂是求渴慕，你想要認識祂，我覺得神很快的會來
回應我們。當我為這個禱告了⼀陣⼦之後，其實也沒有很
久，有⼀天我就聽到⽶斯蒂的⼀⾸歌，我想今天跟⼤家分
享。
（播放詩歌）
那時候我就禱告了⼀陣⼦，後來有⼀天很巧，我就突

然間在YouTube網站上⾯聽到這⾸歌,我第⼀次聽的時候，我
就開始⼀直在哭，我說：“主啊，祢真的是我遇到過的最仁
慈的，你是那個最！最！最！最！最！對我最仁慈的那⼀
位了，我真的再也找不到第⼆位。真的就像那個先知性的
歌所唱的，我什麼都沒有，但是祢不以我的過犯來待我，
你醫治我、你扶持我，從來沒有強迫過我。”神給我們⾃由
意志，你可以做任何的選擇，這是最可怕、也是在我們身
上最尊貴的⼀件事情。就是神讓你可以去做你所有想做的
事情。有的時候我們看到為什麼罪會這麼⼤，為什麼末後
的⼈罪會不斷的⾼漲，這不是說原來罪是⼩的，只是原來
神的⼿在阻擋，神只是把祂的⼿收回來⽽已。所以我就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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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啊，祢充滿了⼤能，但是祢⼀直給我時間，祢不以
我的過犯來待我，祢不⽤我所做的、我所說的，你是最有
耐⼼的，你真的是在我⽣命當中，除了我的牧者之外，
最！最！最！最有耐⼼的。”它中間講到說：“主啊，你甚至
於沒有要把你所思想的東西強加在我身上。”因為神要的是
⼀個⾃願的愛，所以祂不會強迫我們，祂要我們遇⾒祂，
然後做⼀個對的選擇。
我那時候聽這⾸詩歌的時候，我就⼀直流淚，想到我

這⼀⽣所發⽣的事情，“主，真的若不是耶和華眷顧我們，
若不是神的憐憫跟恩典……”我現在終於明⽩為什麼聖殿裡
⾯就唱這⼀句“因為你的慈愛永遠長存”，⼤衛的這⼀⽣，他
所經歷的每⼀樣困難，每⼀個好處，到最後到聖殿裡⾯，
他就總結這⼀句：“主啊，因為你本為善，你的慈愛永遠長
存。”
當你持續的為這個禱告，神就會⼀直為你開啟，這就

是我怎麼樣開始可以感受到祂隨著我施恩。我現在常常
想，有⼀個這麼尊貴的⼈⾛在我的旁邊跟著我。你想⼀
想，都覺得⾃⼰好尊貴。當你覺得你⾃⼰尊貴的時候，真
的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想⽄⽄計較。那種會常常被惹怒、
很容易被冒犯、動不動就發脾氣、動不動就覺得被冒犯、
動不動就覺得這個事情為什麼這樣、那個事情會怎麼樣，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你有多尊貴。
你試試看，查理斯王⼦只要在攝影機⾯前發⼀個⼩脾

氣，他第⼆天⼀定上頭條新聞。你沒有看到嗎︖所有有名
的⼈，只要⼀個⼩動作、⼀個⼩眼神、⼀個⼩⼩的不屑的
表情，第⼆天，事情上頭條新聞。
如果我們知道神與我們同在，我們這麼的尊貴，別⼈

怎麼樣就沒關係，我不覺得被冒犯，⽽且還沒有關係，遇
⾒的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有時候我在講臺上會講⼀些我⾃
⼰家的故事或者什麼事，不時的就會有⼈來跟我說：“原來
你以前是這樣⼦。”有時候我覺得：“我打開我的⼼，結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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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覺得我是這樣的⼈。”我現在就會覺得：“我打開我的
⼼，你覺得我是怎麼樣的⼈，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神覺
得我是怎麼樣的⼈。”真的，最重要的是神覺得我們怎麼樣
的⼈。

這個敬畏神的核⼼是因為我們認識神的愛，就是祂太
好了！祂太好了！所以什麼“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主，我
真的不想拜別的神”。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體驗過，當你很愛
⼀個⼈的時候，你最不想發⽣的就是讓他傷⼼，是不是︖
你不希望讓他傷⼼、你不希望讓他失望，你希望他開⼼。
我們跟神的關係也是這樣⼦，所以當我們越認識神的愛，
我們就會越敬畏他。
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那祂這樣說了，難道我們

當祂隨便說⼀說嗎︖我們把它當做⼀個頭條新聞，過兩天
就過去了，然後，我們等待下⼀個頭條。我覺得神是認真
的。如果你記得我剛剛寫的“因為神要回來震動天，再來震
動地。”從去年9⽉到現在發⽣了多少事情︖發⽣了多少震
動︖矽⾕——最讓⼈羡慕、⾼薪、有各種機會的地⽅，我
想應該很久都沒有發⽣過這麼⼤的裁員。裁員帶來什麼︖
我覺得都有可能：你可能會有懼怕、你可能會有擔⼼、如
果你又有房貸，家裡你又是唯⼀的收入的話，⼤家都有壓
⼒。就算沒有被裁員，我聽到說公司三分之⼀都被裁員
了，那就表⽰這三分之⼆的⼈要做⾛掉那三分之⼀的⼈⼯
作，所以⼤家都很忙。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我聽到好幾
個講，都是要做到晚上很晚，有時候週末也需要在加班，
都很不容易。
所以你今天在這裡守主⽇，我相信神看到、神都知

道，這就是⼀個敬畏神的⼼，這就是你的先後次序。所以
我們敬畏神，我們就會更多的遇⾒神︔我們更多的遇⾒神
的愛，我們就會更想要敬畏他。因為我們不想傷祂的⼼，
然後我們更敬畏祂，神說：“我要把我的友誼留給那個敬畏
我的⼈。”在這樣⼦⼀個愛的關係裡⾯，我們是⾃願的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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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慈繩愛索裡⾯。所以剛剛⽶斯蒂唱：“我真的想知道你
的思想，我想知道你的感受。主啊，謝謝祢，祢真的⽤祢
的恩典，⽤祢的憐憫護蔽我們，祢⽤祢的慈繩愛索把我們
跟你綁在⼀起。”就是⾃願的，“主我⾃願跟你綁在⼀起。”
我覺得當我們遇⾒神的愛到⼀個地步的時候，你就覺

得順服神不是⼀個很可怕的事情。我帶年輕⼈，帶他們內
在⽣活，第⼀個就帶他們聽《順服》，因為我覺得這關不
過他真的很難，我覺得他們這個是最有問題的，因為如果
你真的跟神沒有關係跟信任的話，你會覺得順服就好像要
被掌控。順服領袖，那我不是被他掌控嗎︖順服神，那萬
⼀祂想的有⼀些事情不是我喜歡的，我該怎麼辦︖我就⼀
定要順服嗎︖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更深的遇⾒祂的美善、
更深的遇⾒他的愛。

同樣的，神的審判的核⼼其實是對新婦的愛。有⼀天
我在客廳⾛路的時候，神就跟我說：“你不要覺得不好的事
情就是不好，你要有新的眼光，因為這是我喚醒⼈的⽅
式。”你要知道當神震動天跟震動地的時候，那個震動是⼀
點⼀點來的，剛開始先⼀點點的，好像那⼩⼩的“咚咚咚”⼀
下，看有沒有⼈已經醒過來︔還沒有醒過來，再加⼤⼀
點，“咚咚咚咚咚”︔再沒有⼈醒過來，再加⼤⼀點︔再沒有
⼈醒過來，就會有更⼤的事情發⽣。所以審判是⼀個喚
醒，也是⼀個潔淨，其實就是⼀個救贖。
前兩天開⾞，⿈燈！其實我真的可以開過去的，我就

踩了⼀個急刹⾞，其實是有⼀點點危險，因為我旁邊乘客
說：“你為什麼不過去，其實是可以過去的。”我說：“因為
我闖⿈燈被開了⼀張罰單，⾃此之後，我看到⿈燈，就有
⼀個恐懼戰兢在我的身上，我就‘啊……我該怎麼辦︖’我就
趕快踩⼀個急刹⾞，就是不敢過去。”
所以有的時候，神的管教真的是⼀個喚醒，也是⼀個

潔淨。我上禮拜有講到《⼩屋》那本書，神就跟⿆肯講：
“因為你覺得痛苦跟死亡是不好的，所以在你的⼼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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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把我定位為我是⼀個惡的神。因為在你覺得有痛苦或
者有死亡的地⽅，你覺得我不在那個地⽅。”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想法，很多事情是⼀個喚醒，所以

最好的就是我們的⼼夠柔軟，當這個震動是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醒悟了，我們就可以開始過另外⼀個⽣活，我
們就開始願意跟神對齊，我們就開始願意把神放在我們⽣
命中的⾸位。
敬畏神的核⼼是因為我們對神的愛，同樣神會責備管

教，其實那個核⼼也真的就是⼀個天⽗的愛，祂就是這樣
⼦愛我們。
我們⼀起來讀《詩篇》19篇第9節：“耶和華的道理潔

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我今天要
多講⼀點點敬畏神，神會做⼀些什麼奇妙跟特別的⼯作。
這裡講到“耶和華的道理潔淨”，那是中⽂翻譯同，原⽂的話
“道理”是“敬畏”。我想讀英⽂就比較簡單，因為中⽂有⼀點
點像繞⼜令。這裡講說：“the fear of the law is clean”就是
當你有⼀個敬畏神的⼼的時候，你⾃然⽽然就會潔淨。
我覺得這個季節是神要向我們⼤⼤的顯現祂的愛的⽇

⼦，也是神要來潔淨我們的⽇⼦。為什麼要潔淨我們︖因
為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祂渴望得著⼀個身體在⽤最
⾼的敬拜來歡迎他，因為祂要坐在這個寶座上。

“神要潔淨我們”的意思是什麼︖表⽰祂要更多的住在
我們中間。所以我真的⿎勵你，很多事情可能道理你都
懂，你卻做不到。我覺得⼀個敬畏祂的⼼，你可以跟主
求，你說：“主，祢向我開啟，祢幫助我勝過，我渴望的能
夠更多的是入認識祢。”
你常常感受到神的愛之後，嘿！裡⾯的氣都消了。

哈！哈！哈！你長著翅膀，你是可以⾶的。我告訴你，我
現在真的是不是很容易被冒犯：凡是事情不照我所想的，
沒關係！說話沒有尊重我的，沒關係！我覺得沒有時間去
想它，光是去要認識神的神的慈愛都來不及了，要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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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美善都來不及了。環境沒有按照我所計畫的，有的時
候剛剛開始撞⼀下，覺得“怎麼會這個樣⼦︖當初都沒講
好!”過會就說：“哎呀！好了！沒關係！沒關係！我沒有⼀
定要怎麼樣。”真的，趕快就放！趕快就放！我也覺得爭戰
少好多。
你就是⼀直去相信“我們的神是美善的神，因為耶和華

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我以前都會覺得，他們在聖
殿就講這⼀句，那到底這句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需要禱告
的就是“主，我需要明⽩，我需要經歷”。當我們飽嘗了神的
慈愛，我們就不想傷神的⼼︔我們不想傷神的⼼，很⾃然
⽽然你很多事情就會有節制。
我給⼤家舉⼀些例⼦。有⼀位我的好朋友，他是⼀個

牧師，非常的有先知性，也是⼀個帶領禱告的⼈。那他上
個禮拜跟我分享說：“今年有三件事非常的重要，今年萬王
之王來了，我們不是往上⾛，就是往下⾛。”你⼀定要記
得！你跟你旁邊講：“你不是往上⾛，就是往下⾛，沒有停
在中間的！你不是往上就是往下。”你順便問他⼀下：“你要
往上還是往下︖”他說：“我們要往上⾛。”我們要注意三件
事情：

第⼀個就是我們的裡⾯不能有容讓跟妥協。他跟我講
這件事情之後，我就開始有⼀些光照跟悔改。有的時候我
看到不對的事情或者不應該的事情，我沒有說什麼，其實
我更多的時候，我不是怕，是因為我以前是⼀個很直的
⼈，我在學習不要太直，我有時候太直就傷到⼈了，所以
就是我在學習不要去傷到⼈。當然有的時候可能是我們怕
對⽅⽣氣，怕對⽅受傷，那也是⼀個容讓，就是我們沒有
妥協，我們不跟這個世界的靈妥協。並不代表別⼈可以
做，你就可以做。並不代表別⼈可以這樣⼦說，反正⼤家
都這樣說，你也可以說，你要知道我們基督徒活在神⾯
前。雖然講我們活在神⾯前，但⼤部分⼈的標準都是看我
們好朋友跟我們附近的⼈他怎麼樣過⽣活，是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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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教會裡⼤家都這樣⼦。
以前江牧師就對我們說，她反正讀神什麼話，她就是

百分之百要去順服。那時候我還沒有來慕主先鋒教會，只
是去參加江牧師的特會，我就說：“你真的讀了神的話，你
都去做︖”然後她就說：“啊︖你真的讀了，你沒有去做︖”
我說：“那我旁邊的⼈，我整個查經⼩組都這樣⼦。”這是我
們的對話。後來我想想，我們彼此都讓對⽅⼤吃⼀驚！以
前我沒有進到這樣追求的時候，我就覺得整個教會都這樣
⼦，我們⼤家都在說別⼈閒⾔閒語，不是嗎︖我們都在背
後說啊！我們都在⽄⽄計較、我們都在受傷，那就很平常
嘛！但是神說：“我們不可以容讓！”尤其是那種模棱兩可
的、不是照著神的話、不是合乎中道的⼀些檢查的標準，
包括我們不能容讓在我們的身上有掌控的靈，有的時候我
們會覺得為那⼈好，但是如果你跟他的情感沒有被潔淨的
話，你就會掌控，因為你為他都不懂得好壞，是不是︖“我
⼀定要救他！”哎呀！我也是跟主悔改，我做太多救世主，
做救世主的⼈都會去掌控的。如果你有覺得被我掌控過，
非常抱歉！

第⼆個就是“撇下”。我們需要交出主權。我覺得從去
年開始，神讓我練習最多的就是放⼿，就是撇下，就是你
要把它交出去。我就覺得真的很感謝神，在祂完美的智慧
裡⾯，帶我去英⽂堂服侍，我到英⽂堂之後，就變成⼀個
確確實實的⼀個啞巴了。我就算想糾正他，有時候還不知
道怎麼講呢還要想⼀想。
你都沒有看到我多麼的可愛！九品邀請我去她的⼩

家，叫我帶聖餐，我第⼀個到，我就拿著《聖經》，“主耶
穌被賣的那⼀夜”，我想：“英⽂怎麼講︖”我就開始背。“主
耶穌被賣的那⼀夜”英⽂是怎麼講，從來沒仔細去看過。他
們在那預備東西，只有我⼀個⼈在那看，拿著《聖經》在
那⼀直看！我說：“對不起，先不跟你聊天，我要背⼀背這
個英⽂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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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就是感覺到了那邊，我真的就只能倚靠神。我
現在有時候講講講，⾃⼰講完，我都覺得“我到底要講什
麼︖你們應該聽得懂吧︖”繞來繞去，我就這麼⼀點智慧⽽
已。我只能⽤很簡單的⽅式來表達。真的，當我交出主權
之後，我從來沒有服侍這麼輕鬆，卻這麼有果效過。我覺
得神⽤環境教我怎麼樣來敬畏神。
我真的⿎勵你，不管你在你的⼯作上、或是在教會裡

⾯、在職場，甚至於在關係上，你不要因為你不知道怎麼
做，你⾺上就切斷，⾺上就說：“算了！我不要跟這個⼈在
⼀起！我就不要跟他來往！我不要接這個服侍。這個⼯
作，我趕快閃，就不會顯露出來我軟弱的地⽅。”那神只好
再⽤另外⼀個環境,因為神要震動天震動地，以至於祂可以
喚醒我們，讓我們可以依靠祂，為什麼︖因為神預備我
們。
你想想看，從去年8⽉到現在發⽣了多少事︖剛剛發⽣

的⼟⽿其⼤地震已經死了兩萬多⼈。有⼀天，有可能會發
⽣在三藩市，三藩市是在地震帶，⽽且已經很久沒有震
了。接下來的天氣就是越來越嚴峻。我想你搬去哪裡都有
那裡天氣可以嚴峻的⽅式。真的，如果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池，我們看守的⼈也是枉然。其實我也真的想過，問題不
是我們到哪裡去，沒有神的保護，神把⼿⼀鬆開之
後……，我想過路上那些⾞禍，有的⼈就是被撞啊，真的
是神保護我們，不是嗎︖所以真的不要逃避環境，不要逃
避⼀個你覺得很麻煩的關係。在這個時候，你就是要⼀直
去交出主權，⼀直去交出主權。

第三就是彼此祝福的⽂化。我覺得我們華⼈比較沒有
彼此祝福的⽂化，我們有時候覺得不好意思，但是我現在
每⼀次遇到我的同⼯，我就這樣開始練習。我想⼤家對英
⽂部的同⼯比較熟悉的是那幾個站講臺的。我們有⼀個很
棒的弟兄，他叫布賴森，他講話就是比較緊張。你問他什
麼，他通常都是沒講什麼的，好可愛啊！有⼀次⼩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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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我們同⼯要分享，我說：“我們來分享⼀下。”他居然在
他的蘋果⼿機上⾯寫了他要分享什麼，我真的是很感動！
你知道多奇妙嗎︖這次，有⼀個牧師幫他禱告，說看

到他在調⾳台地⽅，他⼀直在上⾴、下⾴、上⾴、下⾴，
他真的是我們最好的、最忠⼼的投影同⼯跟⾳響同⼯。所
以我⿎勵你們每⼀個，不管是翻譯的、攝影的、做幼燈⽚
的、做⾳響的，或者做招待的，甚至於拿⿆克風給我的那
些同⼯們，神都在看，只是我們不覺得⽽已。神都在看!那
個牧師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就這樣從海外⾶來⽽
已，就說：“我看到你坐在那裡，⼀直在上⼀⾴、下⼀⾴。”
他在講的時候，旁邊的⼈都笑了，最有意思的是，對他預
⾔說：“以後你會成為⼀個教師。”所以現在我每次看到他就
說：“布賴森，你會成為⼀名教師！”他講話就很好玩,“呀！
呀！呀！呀！呀！嗯！嗯！哎！呀！呀！呀！”我就再講⼀
次“你會成為⼀個很好的教師。”這是⼀個彼此祝福的⽂化。
這些⽇⼦我覺得神感動我們英⽂部的那些同⼯，他們

要做《內在⽣活》⾨訓教材英⽂版，哎呀！我實在太感動
了！太感動！因為這事我沒有辦法逼他們做，這個要成為
他們的⼀個⽣命，要成為他們的⼀個負擔，他們才做的出
來。他們有這個負擔，他們要做這個英⽂版的教材。記得
禮拜五早上，我們同⼯在⼀起禱告的時候，我真的就有⼀
個感動，我就說：“主啊，我把這裡的每⼀位……”我就提名
念他們每⼀個⼈的名字，我說：“主！祢讓他們不只是要講
《內在⽣活》，他們不是只是傳承江媽媽的⼀個負擔，他
們不是只是重複這個資訊⽽已。祢要讓他們成為⼀個聲
⾳，他們不是⼀個回⾳，他們不是⼀個回⾳，他們會成為
⼀個聲⾳。在他們這個時代，年輕的時代，甚至於對他們
更年輕的時代，這個⿊暗遮蓋⼤地、幽暗遮蓋萬民的時
候，他們每⼀個⼈都要成為⼀個聲⾳。”我講完之後我就好
興奮！
⼀個祝福的⽂化，我覺得好不好我們不是這⼀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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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們持續的練習好不好︖⼀個就是，在你⽣命當中，
你覺得哪⼀些神有光照，“你不要再做了，不要再說了，不
要再浪費這個時間了。”在⾦錢上、在你的奉獻上，你有沒
有很忠⼼︖你有沒有很實在︖你有沒有很認真照著神給你
的你去做︖不再容讓，不再妥協。撇下，交出你的主權。
還有另外⼀個彼此祝福。我特別講到“撇下”，也可以講放⼿
讓神來做好。也就是你為了神，很多東西你都願意放下，
放掉你的權利。
我上次講到《⼩屋》，最近我再看的時候，裡⾯給我

很多的光照。因為他⽤很⽩話的⽅式，就蠻容易被光照。
《聖經》有時候我們太熟了，聽來聽去、聽來聽去都會背
了，但是就不覺得⾃⼰有問題。神跟男主角⿆肯講守幾段
話。我上次提過在《⼩屋》裡⾯⿆肯這個男主角，因為他
最⼩的女兒，在他們去野餐的時候被壞⼈擄去，然後被殺
害，這是他⼀⽣永遠磨滅不掉的⼀個傷痛，他本來跟他爸
爸關係就很不好，他跟神就不親了，到後來這個成為他跟
神之間⼀個最⼤的鴻溝。因為他覺得“祢如果是神，你為什
麼沒有保護到她︖”就是在那個時候，神跟他說：“因為你覺
得死亡跟痛苦是⼀個邪惡的事情，所以你就在你所定的規
則裡⾯，你覺得我不是⼀個美善的神︖”那個時候神就跟他
講，祂說：“你⽣命中真正潛在的缺陷是你認為我並不善。
所以⼤衛講：“因祂本為善！”我跟你說，⼤衛在聖殿裡講的
每⼀句話，每⼀個字都很重要！祂真的是我們能夠所遇到
最善的那⼀位!我們所遇到最善的那⼀位!祂不以我們的過犯
待我們。所以祂跟⿆肯講：“你最⼤的問題是因為你認為我
不善！只要你⼼裡有這樣⼦的想法之後，上⾯所有的，你
怎麼去蓋房⼦都是歪的。因為你的根基是錯的。”⿆肯就跟
神說：“我沒有辦法信任祢！”因為他沒有辦法越過發⽣在他
⽣命當中的這些痛苦的事情，或者⼀些不好的事情。神就
跟他說：“你是沒有辦法製造信任，信任是⼀段⾃⼰被愛的
關係所結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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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為什麼說，我不斷的去認識神的美善。我覺得我
還需要更多的開啟，我真的不覺得我得著，我覺得我只是
⾨開了那麼⼀點點，看到了這麼⼀點點的光，我覺得我們
可以去禱告，去認識祂的愛是何等的長闊⾼深！除了你個
⼈，還包括我們在⼀起，我們就可以認識這位元神，祂的
愛是有何等的長闊⾼深，這真的會改變我們的⼀⽣，也改
變我們對所有事情的反應。
神說：“當你知道⾃⼰是被愛的之後，信任就是這個愛

的關係的⼀個果⼦。因為你不知道我愛你，所以你不能信
任我。”當然他就跟神講他的女兒，他說：“我的女兒她有權
利被保護，可是她卻遇害，死了！這麼⼩！非常可愛的！
她有權利被保護，但是祢卻沒有保護她！”神就跟他講說：
“她是因為被愛，所以她被保護。並不是她有權利要被保
護。”後來神就挑戰他說：“你願不願意放下你的權利︖你是
因為被愛被保護，並不是我有這個權利，這是我應得的權
利。”
我們的年輕⼈常常會這樣⼦，因為他們都⽣活在比較

好的時候。我們這⼀代都覺得⼀定要努⼒，所以我們像個
奴僕。我們的下⼀代⼀直都被照顧的很好，所以他們就會
覺得“應該要這樣⼦啊！你就是應該要尊重我，你就是應該
要這樣，你就是應該要那樣⼦。”
神就跟他講說：“要掌握這個權利的，是⼒求⽣存的⼈

才會去⾛的⼀個道路。”然後我反復思想這些道理，我就覺
得：“哇！兩條路，放棄權利，就是你倚靠神進到這個愛的
裡⾯。因著感受到祂的愛，從神的話裡⾯認識到這位元愛
他的神，以至於你完全地信任。即使現在環境不好、結果
不好，你說：“主，我就是相信祢的愛，因為我不能抹殺祢
昨天向我的顯現，我不能抹殺上個禮拜祢向我的顯現，我
不能抹殺上⼀個⽉祢在我⽣命當中所做的⼀個奇妙的⼯
作。所以主，即使我現在看不到，因為祢是這位善的神，
我相信祢是這位善的神。主，我仍然要來讚美祢，我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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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祢，我要來相信祢。”
祂說：“如果你願意放棄的話，你就會開始知道住在我

裡⾯的奇妙與冒險。”當我開始進到這個旅程之後，我才知
道為什麼耶穌說：“你們當負我的軛，因為我的軛是容易
的，我的擔⼦是輕省的。”我以前說：“主啊，話是這麼說，
但是我⼀點都不覺得。”你不覺得《聖經》跟我們真實的體
驗有時候有⼀段距離嗎︖我現在終於明⽩落差在哪裡了。
⼀個沒有辦法撇下、⼀個要掌控的⼈、⼀個裡⾯有害怕：
因為你不明⽩，你沒有體驗到神⼀個深刻的愛，你沒有這
樣⼦去認識祂，你沒有這樣去敬畏祂的時候，你真的裡⾯
常常會有⼀個害怕。當你害怕的時候，你就會想去掌控︔
當你去掌控的時候，你或許會⼼安，但是你就會覺得很
累！很累！每⼀樣事情都要掌控，每⼀樣事情都要安排
好。我現在就是學習：“主，我真的要放⼿，我不要覺得什
麼就應該怎麼樣，我就是要交給祢。”
我們每天早上禱告1⼩時，前幾天在我們早上禱告的時

候，那天我就放了⼀⾸詩歌，因為這⾸詩歌實在太好了！
就是“進到你的同在裡⾯”，這個詩歌真的唱的太棒了！那個
神的同在⼤到⼀個地步：哇！我們在那邊敬拜！敬拜！我
們通常敬拜⼤概10到15分鐘，我們就開始禱告。因為我知
道他很好，但是我沒仔細看時間，因為他後⾯又有⾃由敬
拜，⾃由敬拜，再敬拜，敬拜沒完沒了，唱了快半⼩時，
然後我⼼裡⾯就開始焦慮了。那個時候神的同在真的⼤到
⼀個地步，我還可以焦慮，負責的⼈就是這樣。我想說：
“半⼩時過去了，我們還沒禱告，我們今天還是要有⼀些禱
告的，我要不要把聲⾳調⼩⼀點，然後跟⼤家講‘我們可以
開⼜講⽅⾔，你有什麼感動可以禱告出來’”但是那個時候敬
拜就在唱：“頌贊、尊貴、能⼒、榮耀都歸給祢”就⼀直唱！
“主啊，真的頌贊、尊貴、榮耀、能⼒都要歸給祢。”就⼀直
在唱，最後甚至於唱到在這個殿中所有的⼈都要唱“聖潔、
聖潔……”我那個⼼裡⾯！但是神的同在實在太⼤了！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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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想：“算了！今天就敬拜好了！今天就敬拜好了。”結果
敬拜完，⼀個敬畏耶和華的靈就臨到我們，不需要有⼈講
任何的道，不需要有⼈說：“我們這三件事情（因為我有跟
我的同⼯分享），我們現在要不要來悔改⼀下︖”都不⽤！
敬拜完了之後，我們⼤家都在悔改我們對⼈的懼怕。
我記得我就在敬拜神的時候舉起我的⼿來，我就跟主

說：“主啊，祢真的饒恕我，我所有現在有的，我真的都覺
得我是應得的︔祢真的赦免我，因為我覺得我是應得的，
所以我覺得別⼈做什麼不合我的⼼意，我就會被冒犯。其
實我沒有辦法終⽇來讚美祢，我沒有辦法⼀直存著感恩。
我不知道我原來是當滅亡的，這基要真理我知道得多到我
可以去教⼈家，但是在我的情感、在我的⽣活、在我的⾏
為、在我的說話、在我的情感裡⾯，卻不是這樣⼦真真實
實地活出來。”我說：“主啊，我真的是。”我記得那天早
上，我非常地難過，我流淚在神的⾯前。我說主：“我真的
也有這個問題，我覺得有權利，我覺得我是當得的。”所以
當我⼀樣沒得的時候，我就覺得說：“主，祢為什麼沒有做
到︖”我以前就曾經講，我說：“主啊，祢⾼⾼在上，我求祢
了，好吧︖”到最後我就覺得我跟神摔跤，我摔不過祂，我
就算了。我真的不知道祂是萬王之王，我沒有這樣⼦去敬
畏祂，祂是萬王之王。我不知道我所有⼀切的，有哪⼀個
不是領受的呢︖
剛好上個禮拜聽到《謙卑》這卷，我在帶他們聽。真

的有哪⼀個不是領受的︖但是這些⽿熟能詳的事情，除非
我們有敬畏神的⼼。這個季節，神要再⼀次把敬畏神的⼼
放在我們的裡⾯，不是⼈要來責備你，⽽是你⾃⼰真的因
著神的愛，你就很渴望有⼀個潔淨在你的身上。
神說：“只要你願意放棄，你交給我。”你不再容讓，不

再懼怕⼈，但是卻是懼怕神︔你願意撇下，你願意放下，
你願意交出你的主權。你要不要試試看︖神有⼀個邀請，
你要不要試試看︖“你住在我裡⾯，你就會經歷這個奇妙跟

 15



冒險。”
真的，我知道現在外⾯很不容易，有⼈在講會有經濟

衰退，我們也不知道，因為經濟都是跟政治連在⼀起的。
我們的能⼒⼩到我們沒有辦法影響到經濟跟政治，但是我
們的神是萬王之王！但是我們的神是萬王之王！當我經
歷、知道、認識到祂是⼀位元最美善的神，當我⼀直跟著
說：“主，祢讓我知道祢在想什麼︖祢讓我知道祢的感受是
什麼︖”我感受到祂的同在之後，我就相信會有出路。
你看那種教領袖的課程都是講：“你就是要有盼望，你

第⼀件事就是要樂觀。”這個你去上多少課都沒有⽤的，你
不覺得樂觀就不覺得樂觀，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難道
要⾃⼰騙⾃⼰嗎︖是不是︖再喊100遍，你不覺得樂觀就還
是不樂觀，我們都是有思想的⼈嘛︖但是你在神的裡⾯，
我現在就是⼀直覺得——會有出路，因為祂本為善，祂的
慈愛永遠長存。
我最近就經歷⼀件事情，我幫⼀個基督徒姐妹去跟醫

⽣溝通拿藥，我英⽂不⼤好，我就去找了⼀個英⽂好的，
我說：“⼈⼯智慧什麼，你去幫我跟他講。”因為我覺得我英
⽂不好，不要到最後我沒有要得罪她，但是英⽂講不好，
她覺得我很沒禮貌，關係搞壞了就不好。結果那天我就跟
她說：“你跟醫⽣講，我們要拿劑量最低的，100mg的。”因
為醫⽣當初開的是120，我們這個姐妹就跟我說：“他是醫
⽣，瑪蒂娜牧師,我是有底線的⼈，我怎麼能去告訴醫⽣他
要做什麼呢︖”這是我上禮拜唯⼀⼀個失去優雅的談話、失
去尊貴的⼀個談話，我有⼀點急，我說：“你就去跟她他講
嘛，你就說我們可不可以，你就說我們要最低劑量，那可
不可以從100開始呢︖”她說：“你要知道他是醫⽣，我們怎
麼可以去建議醫⽣呢︖你不覺得我們既然要去找醫⽣，我
們就應該尊重他，聽醫⽣的話嗎︖既然神跟你說可以去找
醫⽣，那你為什麼還要這樣⼦去講呢︖”她說：“我已經跟醫
⽣講了，我們要低劑量的。”但是低劑量是多低呀︖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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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後來我就跟她講說：“這100是我們禱告過的哦！”
她就說：“這樣⼦好了，我給你帳號號碼跟密碼，你⾃⼰去
講，你可以⾃⼰去講的，我⼀點都沒關係的。”我說：“好！
好！先這樣⼦。”“主啊！主啊！我要交給祢，主啊！”現在
遇到什麼難處，你⾺上就說：“主啊，我要交給祢，我要交
給祢。”我說：“主，祢就讓醫⽣低劑量就開100，主啊，祢
⼀定要這樣⼦做，因為她如果去訂了那個藥，我又不能叫
她退，我這樣真的會把她惹⽑，這個藥還蠻貴的。”我就⼀
直禱告、⼀直禱告。我叫⼀個禱告⼩組：“禱告！我們禱
告，讓神來做。”幾⼩時之後，醫⽣寫來：“可以的！我可以
照著你要低劑量，我們就從100mg開始。”我說：“哎呀!
主，謝謝祢!謝謝祢!我跟⼈說不通，我可以去跟祢說。”哎
呀!你靠⾞靠⾺不如靠耶和華。真的!英⽂再好她不聽我的
話，靠⾞靠⾺不如靠耶和華.她最後還給我⼀個回⾺槍，“低
劑量的！你⼀直吵著要低劑量的，萬⼀低劑量沒⽤呢︖”我
說：“這是我禱告來的。”
真的，這個季節，你就是要來求告神，你會經歷跟神

的⼀個奇妙和冒險。我現在帶英⽂部，你知道多容易治理
嗎︖我們就是每天⼀直禱告、⼀直禱告、⼀直敬拜神、⼀
直敬拜神，⼀直跟主親近。我⼀直就是把英⽂部獻給主，
我說：“主，這就是祢的了，這就是祢的了，祢要我們做，
我們才要做，祢要我們說，我們才要說。”
然後就多有意思！神好會帶呦！我們⼈少，我們也有

要攝影的，也有要調⾳響的，還有要翻幻燈⽚的。我們的
布賴森多厲害，他可以⼀邊跳舞，⼀邊⽤這個遙控按幻燈
⽚唱詩歌，我就說：“你怎麼知道那是在哪⼀⾴︖”我覺得實
在是已經太厲害了，武功⾼強！我們都沒有⼈嘛！
有⼀個弟兄，他前年加入我們，比較新的⼀個同⼯。

有⼀天他就到後⾯學⾳響，然後他就跟我們分享。他說神
跟他講：“你可不可以去學調⾳響，你可不可以讓我聽起來
好聽⼀點︖”我就覺得神實在太妙了！神是不是太妙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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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做。
然後我們另外⼀個同⼯，他就⾃⼰想要開始⼀個⼩

組。然後有⼀天⽶斯蒂就跟我講說，那個同⼯開始⼀個⼩
組，但是都沒有告訴她內容是什麼，她說：“我沒有想要控
制他，我只是想要讓他活在遮蓋之下。但是我不知道怎麼
樣跟他講，以至於他不會覺得我好像要來控制他。”我說：
“沒有關係，我幫你去講。”然後那天我跟同⼯⼀對⼀的時
候，我就跟他講說：“你開始的那個事⼯，你要不要去跟你
的領袖說，讓她指導⼀下︖她⼀點都沒有覺得不⾼興，她
只是希望你可以告知她，然後她可以來遮蓋你。”結果那個
同⼯就說：“我有沒有跟你講我做過⼀個夢︖”我說：“你做
什麼夢︖”他說：“我有⼀天夢到神，你知道嗎︖結果神居然
長得是⽶斯蒂的樣⼦。”哎呀！你們不覺得這是太妙了嗎︖
就光禱告啊，這是太妙的事情！
包括他們⾃⼰要做《內在⽣活》教材，這個真的是我

想過了，但是我覺得有⼀點點難。就沒有想到2023年，江
牧師開始教敬拜——《⼀個⼼靈的敬拜》，然後他們就開
始講感恩、講讚美，然後到最後他們就說：“好，我們要來
做《內在⽣活》的教材。”都是他們⾃⼰講的。我覺得神實
在太奇妙了！弟兄姊妹，當我們交出去的時候，有的時候
是半強迫的。那⼀天，他們在英⽂部問我有什麼事情要感
恩，我說：“我要感恩的就是神把我帶在英⽂部。在英⽂部
我很多東西都沒辦法做，我也只好禱告，然後我就經歷了
這個奇妙與冒險，以至於每⼀樣事情我都開始願意藉著禱
告，⽽且我真的覺得神太奇妙。”
你還記得嗎︖我們這次光明節的時候，我們在這邊宣

告祂的名稱為什麼︖奇妙！祂真的是奇妙！你要⼀直在你
的困難裡⾯去經歷祂的奇妙。你不要覺得“我是學科學的，
神不懂。“科學是從神來的！科學家只是在瞭解神的創造⽽
已。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世界會變得怎麼樣。這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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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講，有多少⼯作會被⼈⼯智慧取代。我最近⽤了⼀下
⼈⼯智慧的謄稿，實在是太好了！⼗分鐘就謄出來了，它
的準確率95%，實在是太好了！太好⽤了！謄出來之後再
把它翻譯成為中⽂，到最後你還可以選⼀個聲⾳。我那天
看了⼀個視頻，伊拉⾺斯克在講話，但他的聲⾳是喬-拜登
的聲⾳。所以這個世界啊!他就在⽤⼀個⼈⼯智慧的軟體
講，他只要⼀按就變那個⼈的聲⾳了。想想其實也是蠻可
怕的！以後打電話給你，即使他聲⾳是對的，都不知道是
不是真的是那個⼈。是不是︖以後詐騙你更是很難分得清
了。
我那天看到⼀個新聞，我居然笑了。穀歌看到微軟旗

下的⼈⼯智慧聊天ChatGPT的興起，太緊張了，趕快要推
出⼀個⼈⼯智慧，結果他的⼈⼯智慧就講錯了⼀件事情，
穀歌股市燒掉1000億。然後我看了就笑了，哎呀！以前都
是⼈說了⼀個錯話，股市就跌了，現在是⼈⼯智慧錯了⼀
句話。
但是你能夠想像接下來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嗎︖你

們最近有沒有看波⼠頓的機器⼈︖那個⽼闆在很⾼的⼀個
地⽅，就跟他的機器⼈講說：“我有個東西，你幫我拿⼀
下。”它就拿，然後還會鋪⼀個板⼦，⼀層⼀層跑上來之
後，他⽼闆在那裡，把東西往他⽼闆那裡⼀丟，然後下來
還⾛不同的路呢!最後做完的時候還翻了⼀個跟⾾。
其實我在想，有⼀天打仗可能都不是真⼈打仗，看誰

的機器⼈厲害，再也沒有諾曼地登陸了，登陸的都是⼀群
機器⼈。我也不知道將來的世界是什麼樣⼦，但是當你活
在神的律裡⾯的時候，當你知道祂本為善，當你敬畏祂的
時候，我們真的不需要活在懼怕的裡⾯。

我們經歷神的愛所結的果⼦是信任，當我們在⼀個信
任裡⾯的時候，他說：“這些⼈都是存著信⼼死的，並沒有
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且歡喜迎接。”

末後有兩種⼈：⼀種⼈是聽到 “要有經濟蕭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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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震，那加州會不會⼤地震啊︖你看現在天氣這麼反
常。這個AI來了，我是不是很多⼯作將來就被取代了，我
現在是不是該去學⼀點什麼︖”聽到將要臨到的事情就慌慌
不定，嚇得魂不附體︔另外⼀種⼈就是剛剛《希伯來書》
11章講的“歡喜迎接”，雖然我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但是
我歡喜地迎接，這些⼈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
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那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
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為什麼你會笑︖我們在跑⼀個信
⼼的路，在信⼼裡⾯，因為你認識祂的愛。這個信⼼不是
⼀個忍耐，當然我們也需要忍耐。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軟
弱，會有仇敵的聲⾳，但是至終你能夠忍耐得住，也是因
為你知道耶和華本為善，你對祂有這樣⼦的認定，所以你
可以活得不⼀樣，有的⼈嚇得魂不附體，有的⼈卻是挺胸
昂⾸。
親愛的家⼈，敬畏神的意思就是很多東西你不敢再照

⾃⼰的意思。包括現在我接下來是有計劃要回臺灣，我都
預計隨時有什麼事情就改機票。以前的話我就會覺得：“我
已經花錢改過⼀次了，我再改再改再改，經濟艙都可以改
成升等了。但是我並沒有被升等，我只是花了這麼多錢⽽
已。”但是現在我就覺得：“主啊，只要是祢的旨意，沒事
的！我第⼀次沒有跟隨好，沒有關係，我⽴刻再來跟祢對
齊，因為我知道祢的旨意是最好的，我要跟祢⼀起經歷那
個奇妙跟冒險，我不要⾃⼰做選擇，我要跟祢⼀起。”阿
們︖好不好︖我們也這樣⼀起來經歷神。
我每次都覺得江牧師坐在我們當中，其實就是⼀個活

⽣⽣的⾒證。我記得第⼀次照完⽚⼦的時候，我們去看醫
⽣，通常你聽到所有壞消息，就是⾒醫⽣的時候。看完醫
⽣回來的時候，然後我們就禱告會，⼤家就問江牧師說：
“你還好嗎︖”“好！我⼼裡⾯⼀直這樣在唱‘神的慈愛’，⼀⽣
⼀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你從⼀個⼈的反應，你就知道
她跟神的關係︔你從⼀個⼈的反應你就知道她跟神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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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就是為什麼江牧師在我們當中這麼寶貴。但是我希
望不是她⼀個⼈，我們是先鋒教會，我們每⼀個⼈都有影
響⼒，就像我講的，我們每⼀個⼈都要成為那個“聲⾳”，我
們每⼀個⼈都要成為那個“影響⼒”。阿們︖
你知道第⼆天戴爸還發資訊說：“江媽媽還好嗎︖”我

說：“她⼼裡⾯⼀直在唱‘⼀⽣⼀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她’，我
想她很好。”我跟在她旁邊，我有的時候都不⼤好，但是感
謝主！我越戰越勇。我每次跟在她旁邊，我不⼤好她很好
的時候，我就跟主說：“主，我就是相信祢是善的神！我就
是相信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求祢再⼀次地潔淨
我。”因為當你有害怕，你就想要掌控，⼈的⼿就想要這樣
⼦去伸進去操縱⼀下。但是，神為什麼要把敬畏的⼼賜給
我們︖因為祂要來造訪我們。你期待復興嗎︖我仍然都在
為這個禱告，你還有在為這個禱告嗎︖你期不期待復興︖
我真的期待復興，神要來造訪我們，所以祂要來潔淨我
們，⽽且祂要把敬畏耶和華的靈賜在我們當中，以至於祂
可以來造訪我們，因為我們的神是聖潔的。阿們︖
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裡，我們站起來，我們⼀起來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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