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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恩召（4）安息之所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 年 10 月 13 日的主日信息 

 前三卷的概論： 

- 奇妙的恩召（1）。神極大的恩典臨到我們，就是為了讓我們改變像祂，祂

會興起環境來改變我們，藉着我們與別人的衝撞，藉著遇到不愉快的事，就

是為了使我們更美麗。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問神，就會從神得著智慧，神會

引導我們如何來面對這些困境。 

- 奇妙的恩召（ 2）。神極大恩典臨到我們身上，就是為了使我們成為多結果

子的人。你不是一個貧窮的人，不僅僅只是照顧你的家，照顧你的小家而已 ，
祂要使你豐富，不斷結果子，只要你向著祂的心意蘇醒過來：“原來，我不

需要這麼貧窮、可憐，不是活得那麼狹窄，僅僅只能糊口，喘一口氣而已。”

基督徒不只是限於個人追求，追求是讓我們的生命與神有更深的連結，為了

除去我們多結果子的攔阻，讓我們得著豐富的產業。 

從從林治平教授和安童牧師的身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人只是願意順服

神，他就可以結出那麼多的果子。 你很特別，因為你的父親很特別。如果你現

在還沒有多結果子，也只能照顧小貓兩三只，只照顧自己的家，就覺得很累了，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 

- 奇妙的恩召（3）如果你要多結果，就要來連於神，讓神的話語一直來潔淨你

的價值觀和你這個人，改變你的思想，使你的思想可以與神的話語對齊。否

則我們就覺得，我的人生不過如此，我永遠不如別人，萬王之王的兒子，沒

有一個是平凡的人。祂在歷世歷代的聖徒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弗 1） 

你只要連於祂，就可以越結越多的果子。神的事業是無限量的，祂的心、祂

的產業都是那麼大，今天，祂只是在地上訓練我們，使我們將來在千禧年與祂一

同治理全地。我們在地上都是為了裝備操練，神藉着服事來磨塑我們這個人。 

 奇妙的恩召（4）神奇妙的恩召臨到我們的身上，因祂尋找一個安息之所。 

當摩西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神就告訴他們，要他們造一個居所，使祂可以

住在祂的百姓當中。在創世紀的時候，祂造了亞當、夏娃，因為祂想要有一個家

庭，與他們同住，後來他們犯罪，被趕出伊甸園，離開神的面，但神已經預備救

恩了 。神不放棄，祂就是要人渴望來與祂同住。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

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

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原文是貧窮）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以賽亞書

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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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大地只是我的腳凳，天只是我的座位？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一

切都是神所造的，但祂看重的就是：「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 祂
渴望安息的地方是：人因祂所講的話而認真，用貧窮的心來吸收祂所講的話，因

著這話而戰競，敬畏、相信、看重祂所說的話，把這個當作自己的生命，把神的

價值觀作為我行事為人的準則，作為我選擇決定的根基。祂一直在尋找這樣的人

群，但祂很難找到。 

神為什麼這麼有興趣要與人同住？許多人在結婚前十分相愛，後來卻因相知

而分離。但我們基督徒要越相知更相愛，因為你經歷了神測不透的憐憫和愛，領

受神極豐富的恩典，你就會珍惜你的另一半，越來越看到他的優點。 

 神的居所一：彼此相愛、同心合意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

禱告。（使徒行傳 1：14） 

耶穌的門徒看到耶穌升天，離開他們，他們就在馬可樓上彼此相愛和恆切禱

告。因為耶穌前面跟他們講到：“你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你們要等候，不多幾

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才能得著能力，到地極作我

的見証。”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使徒行傳 2：
1-4） 

當門徒聚在一起的時候，忽然間天上就有響聲下來。天開了，神的國，這位

王，進到他們的當中，設立祂的同在。以前耶穌在時，他們彼此吵架，彼此斗嘴，

彼此爭誰為大？但耶穌升天後，門徒同心相愛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失敗過，沒有

一個人是可夸的，是覺得自己配，但是耶穌向他們顯現。他們知道：“我是這麼

軟弱，這麼糟糕，但是神卻這樣愛我。” 

當他們都知道自己軟弱的時候，就接納每一個人的軟弱，就真實合一。很多

時候，在教會裡面，在家庭裡面，剛強的人受不了那些軟弱的人，丈夫嫌妻子丟

三拉四，找錢包，找鑰匙；妻子嫌丈夫不會講話，說話得罪人等等。我們彼此都

有不同的軟弱，就很難合一。但是門徒們經歷失敗，開始經歷神愛中的恩典，就

同心合一相愛，同心求神的旨意和應許臨到這個地上。神就找到一個居所，是一

群人在乎祂。 

神要的是我們彼此相愛，在乎我們同心，神尋見到了祂的居所，祂就大有能

力打開天，進入到他們當中，設立祂的居所。天堂打開，大的響聲下來，從五旬

節開始，神的國，這位國王就住在他們中間。當神在他們當中找到安息之所，他

們就開始改變，行神蹟奇事、見異象，然後火焰響聲臨到，他們被聖靈充滿，就

開始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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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們說的方言是其他一些地方的語言、鄉談，周圍的人覺得怎麼會是這樣：

“這些人無非是被新酒灌滿了，怎麼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呢？他們是不

是醉了？”接下來，門徒一講道，就有 3000 人信主。 

當神設立祂的同在，神的豐富榮耀就降下來。後來，因為神的百姓、神的家

不注重神的話，只維持外表的宗教儀式，雖然也在傳福音，也說愛神，但沒有讓

神找到安息之所，神的同在就漸漸收回。神說，在末世，神的榮耀要回到教會。 

 神的居所二：專心愛神的心 

士師記中最常出現的一句話就是：“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其實，神本來就不喜歡給他們立王，因為神是他們的王，神要來作他們的王，要

住在他們當中來帶領他們。那時的以色列人知道有神，也知道神要帶他們出埃及，

有的支派就佔領神要他們佔領的地。他們會用外表的宗教儀式和方法，要得著神

的祝福。 

他們會在家裡雕刻偶像，設立一個神像，然後說這是神。他們也知道利未人

是神所揀選的祭司，會找利未人來家裡，覺得這樣會得祝福。以色列人當時所作

的，跟現在的基督徒很像。我們知道有一位神，而且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沒有

打開心去認識這一位神是怎樣的一位神，不在乎神要的是什麼，祂的情感是什麼，

祂作事的法則是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只是在有需要的時候來教會請人為我禱告，讓我的困難可以

解決，可以找到工作，讓我的孩子可以有對象，讓我的老板給我加薪，讓我家的

經濟可以得到解決，讓我的婚姻可以好起來，就只是我我我，只要我的問題得到

解決就好了。但是我們沒有要去認識這位神是怎樣的一位神，心也沒有對這位神

認真起來，真實起來。 

我在 95 年剛來拓荒半年多，當時只有 5 個同工，他們來跟我說：“江姐，

我發現你都是來真的。”我說：“你們跟神是來假的嗎？”甚至有一位滿愛主的

姊妹在台灣就知道我，但她怕來這個教會，因為江姐都是跟神來真的，她不喜歡

被要求，不喜歡有壓力。許多基督徒也是如此，知道有神，但又不想跟神來真的。 

神知道一切，你的虛情假意，祂也知道，但是神還是跟你來真的，因為祂就

是真實的，而人是虛謊的。神怎麼說，事情就怎麼成就。縱然天地廢去，但神的

話一點一劃都不能改變，沒辦法加添，也不能減少，神就是來真的。在這個末世，

各方面都在動蕩，而最寶貴的就是這本聖經，神將末世會發生什麼事都寫在裡面，

而現在一樣一樣都在發生。 

 大衛：遵守神的話語，明白神的心意 

神說，祂渴望找到對祂的話語認真的人。在整個歷史，只要有人對神的話認

真，這就表明他敬畏神。神向敬畏祂的人，就守約施慈愛。大衛對神的話非常認

真，他一直知道神渴望找到居所。在詩篇 132：2-5 說：“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

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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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

尋得居所。” 

大衛是一個很摸到神的心的人，他用心去跟神相交。回想過去，我覺得自己

有時候是在盡責任。我知道神愛我，做神讓我做的一切，可是我的心不夠一直在

神身上，沒有繼續問神：“你要什麼，你在乎我的什麼。”神很在乎那顆心。 

大衛明白，神渴望找到一個居所，一個安息之所，他說：“我要為耶和華尋

得這樣一個居所。”他想為神建殿，就積蓄了很多的金銀銅鐵。但是神不要大衛

建殿，因為他參加很多戰役，殺了很多人，神要所羅門來建殿。但大衛很摸著神

的心，他就先設立了大衛的帳幕，設立 24 小時的敬拜，這也是我們現在為什麼

有琴與爐的敬拜，就是在恢復大衛倒塌的帳幕。 

過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進入至聖所，可是大衛居然在神面前彈琴

讚美歌頌，神沒有擊殺他，還稱讚他，神就是要設立這個帳幕。神之所以設立至

聖所，是為了跟人來往，設立祭司制度，是要讓人知道來朝見祂，知道必須要聖

潔，因為祂是聖潔的神！祂一碰到罪，就會擊殺，祂就讓大祭司恐懼戰兢去朝見

祂。 

但是，大衛更摸著了神的心，因為他就是愛神，常常跟這位神相交。當他在

曠野牧羊時，他很孤單，就一直跟這位天上的神談心，並彈琴敬拜神，所以，他

很了解神。神要的最主要是我們這個人，祂渴望跟人同住，喜歡人的心跟祂的心

相交。當大衛設立敬拜團隊來敬拜神，神就很喜悅。 

 神的渴望，我們的心 

在末世也是這樣。神把祂的心意更多向那些在乎祂的人開啟，他們很想知道

神在想什麼？要做什麼？祂在乎什麼？在乎我跟神之間不是宗教儀式，也不是遵

守宗教的規條，一個禮拜參加幾次聚會？有多少服事？神在乎我們這一顆心。如

果這顆心在乎神，對祂專一。神說：“我就安息了，我就滿足了，我就滿意了！

我可以在這一個人裡面找到我的安息之所。” 

神渴望這顆心到一個地步，祂要親自的道成肉身，來到地上，要讓人明白神

是怎樣的一位神？耶穌的門徒寫：“祂是充充足足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充滿榮

光。”從來沒有人看見父的榮光，只有這位耶穌將祂顯明出來。這位神充滿仁義

真理，將恩典是給不配的人！真理可以讓我們一直被改變，以至於我們可以永遠

和祂在一起。 

今年住棚節，無論在這個地方，還是在以色列那邊，禮拜六下午，都有彩虹。

這是神的恩典降臨，以色列 9 月份很少下雨，在我們這個灣區也很少下雨。每一

年，以色列人知道，在住棚節下雨，今年就是豐收，在靈界也是這樣，神在我們

教會也會這樣的豐收。  

 見證：神細膩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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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姊妹在 9 月的一天，當台上呼召要決志的來前面。她和她先生就來到

前面。當我為她按手禱告，她就感覺到她前面有一位靈，祂非常了解她，觸碰到

她裡面的最深處。這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的。她很深感覺到被祂愛，祂接納她，

包容她，她就感動得一直哭，她的覺得眼淚是神在清掃她裡面的傷痛，醫治她的

煩惱、她的憂虐。她同時也看到一個異象：有一條河又不像河，好像就是她的生

命、她的內在。  

   10 月初，她先生說要受洗，她覺得，來教會認識神是一回事，受洗又是一回

事。她曾在佛教裡有拜師傅 20 多年，且她下面也有很多弟子。她師傅教她不要

接觸靈，因為靈是很可怕的。她就開始懷疑害怕。雖然她來前面看見異象，神在

異象中給她應許，5 天以後神就成就了應許。她總是不明白靈是好的，還是壞的。

她就害怕，晚上做噩夢。受洗那天。她又想反對，又想受洗。 

   在決志那天，她想在書房買幾本書。但只夠買一本書的錢。她拿了其中一本。

在受洗前的早上，她就看了那本書《愛能創造神蹟》第 36 頁，講到印度教徒麥

海士怎麼樣信主。信了以後，神帶他到天上去，見天上有一條河。河裡都是生命，

是流動的，是活的，這與她看到的異象是一樣的。而麥海士是個印度教徒，家族

有幾百年的印度教背景，她覺得他都可以信主，自己才拜佛 20 年，也可以信主。 

   神的愛實在充滿了細膩。這個姊妹在異教裡多年，在黑暗權勢底下不認識祂

的愛，祂就細膩引導她，書房那麼多書，若她有 4 本書的錢，就不會那麼快看到

這本書。祂是全能的神，在掌管一切，帶動我們的手、我們的心，為了讓我們要

認識神的愛，讓我們進到祂愛的國度裡面，祂就奇妙做工。 

她看了這書後，問題都得到解答，麥海士的心路歷程和她的一樣，她就不害

怕，就願意受洗了。隔幾天，她到醫治室，在進醫治室之前 她頭痛，就不想進

去。因有人鼓勵她，她就進來。在敬拜中，聖靈帶動她的腳開始跳靈舞，是一股

力量帶著她跳，她是不會跳舞的人。她的腳輕盈快速到一個地步，她完全沒有感

覺到身體的存在，她整個人很深地醉了。她一直笑，笑到喉嚨都嘶啞，喜樂得不

得了。當初使徒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也是這樣醉了。這位神渴望住在我們的當中，

渴望住在我們的裡面，祂非常迫切！ 

後來，她感覺到頭暈、頭痛都得醫治了，她整個人也輕鬆快樂了。過去的黑

暗權勢不放過她，讓她每天晚上睡不著，尖叫、做噩夢，現在全都沒有了。神全

部讓她得釋放和醫治了。本來她都準備放棄信耶穌，但神卻一步步引導她。                   

 神的居所三：敬拜讚美之處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

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

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 2：43-47） 

五旬節到了，當神一設立祂的同在在他們當中，祂就找到一個安息居所，是

一群人這樣跟祂對齊，彼此相愛，而且全心來愛祂，在乎祂所說的每一句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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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應許、每一個命令。當彼得講得一篇道，大家不一定聽得懂，但聖靈做工，

就有三千個人信主。 

 得著眾人的喜愛 

他們一信主，就對神很絕對，周遭的人就懼怕。當神在祂的教會，在他們的

兒女當中找到的安居之所，設立祂的同在，旁邊的人會開始懼怕，因為看見他們

行許多的奇事神蹟，大家在一起，都不在乎你我的東西，彼此供應，天天同心合

意恆切地在殿裡、在家裡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當他們“讚美 神、得

眾民的喜愛。”（47 節）得著眾百姓對他們的恩寵，主也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

給他們。 

 設立神的寶座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詩篇 22:3） 

意思是，神是以讚美為祂的居所，在那個地方，百姓稱謝祂，宣告祂的所是、

祂的美麗、祂的奇妙。天堂都充滿了敬拜讚美，在寶座面前的玻璃海上，眾聖徒

和撒拉弗都在敬拜祂，讚美祂，這就是祂的安息之所。 

神設立祂的寶座在使徒們中間，即使他們並沒有被教導怎樣讚美神，神的靈

在他們的裡面，就很自然地不住地讚美神，神蹟奇事就一直隨著他們，得救的人

數也一直增加。在第三章，他們又行了一個很大的神蹟，四十幾歲的人，生來是

瘸腿的，彼得奉耶穌的名叫他起來行走，他就起來走著跳著讚美神。後來，彼得

講了一篇道，又有五千個人信主。 

在第四章，他們被官府逼迫。雖然他們都是沒有學問的漁夫，卻變得非常勇

敢。在 23-31 節，當他們被逼迫被威嚇的時候，就同心合意又來到神的面前，因

為神的居所在他們當中，神設立祂的同在在他們當中，他們就跟神說：“神啊，

他們現在所做的是在成就你的應許。”他們就非常有依靠。 

 明白神的應許 

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正是應驗但以理書所說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當你明

白，就不會因著這世界的震蕩而害怕，覺得這是不是神在審判？神是不是發怒

了？神是在審判罪，但同時，祂會在祂的家、祂的居所彰顯更大的榮耀、更豐富

的同在、更多的神蹟奇事。 

使徒們禱告說：“他們恐嚇我們，都是你已經預定的，神哪，求你幫助我們

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神蹟奇事要隨著我們，耶穌的名

也要因此被傳揚出來。”神就很悅納他們的禱告，禱告完了，地就大震動，他們

就被聖靈充滿，又放膽講論神的道。當神設立祂的安息之所在我們當中，就不再

有什麼是可怕的了。 



奇妙的恩召（4）尋找安息之所 Page 7 
 

剛剛講的這位姊妹，現在已經受洗了。當神與她同在，她在靈裡就認識神是

這麼奇妙引領她的神。這個姊妹也去翻啟示錄，她說：“原來我在台前看到的異

象，那一條河真的有，就是啟示錄所說的生命河，我的生命就是從那裡來，我要

更多飲這生命的河水，讓神天上的生命更多臨到我的身上。” 

神都可以開啟一位剛信主的的姊妹，更可以向我們每一個人開啟。有些人靈

比較開，會看到異象，神也會藉著他，跟我們每一個人說，神是公平的，只是你

的心要來歸向他，知道說：“神哪，我要成為你的安息之所，我要讓你更舒服地

住在我的裡面。”當祂住在我們裡面我們就不害怕。 

 獲得屬天平安，蒙受大恩典 

有一位弟兄剛開始創業，每次最怕就是發薪水的日子，會有一些擔心挂慮。

有一天，他收到一個 Email，一個客戶說：“我沒有收到某個款項，所以我這次

會付不出款項。”他擔心了：“如果這個客戶付不出錢給我了，這個月我絕對付

不出薪水的！”，他真的就非常的擔心害怕。後來他太太就跟他講說：“我們一

起來讚美神。”他們跟兩個孩子一起讚美神。於是，他的害怕就不見了，裡面就

有平安，不是事情解決了，而是裡面有平安。 

如果你裡面有平安，而且你繼續相信，神就會給你恩典，會用各樣的方法、

恩典、豐富地臨到你的身上，就像“使徒大有能力，見証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

蒙大恩。”（徒 4:33）不但是有恩典，而且是蒙大恩（great grace）。你信嗎？

在今年九月開始，住棚節開始，在新的一年裡面，我們都要蒙大恩！ 

有一位姊妹有很長一段日子常常敬拜神，在住棚節那一天早上，就有一首歌

進來，她就藉著那首歌一直敬拜神，讚美神。忽然間，她就流淚，她感受到神好

喜悅，好迫切，“你這樣讚美，會讓我很舒服地住在你的裡面。”這位姊妹就感

受到裡面很豐富的產業，感受到神的愛好深好濃，也感受到神很迫切要得著這樣

的居所。她裡面就變得更加渴慕神，裡面那個不能震動的國就非常堅定。 

 結語：彼此相愛，敬拜讚美 

這些日子，神已經在我們當中設立祂的居所，可是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彼此

相愛，像使徒行傳他們當初一樣，知道我是軟弱的，也接納別人的軟弱，彼此去

欣賞對方的優點。然後，我們要成為一直在敬拜神的人。 

我昨天晚上要講奇妙的恩召，雖然有負擔，有幾條線，但我到底要講哪一條

呢？一堂只夠講一個方向，我就是要去摸到神，知道祂對百姓要講什麼。我就說：

“主啊，講道不是我的事，這是你的事，主啊，我就是要敬拜你，我就是要愛你。

主啊，我相信你，我明天早上一睡醒，你就讓我知道怎樣講。”今天早上快醒來

的時候，我就知道要講哪個方向了。 

在這個世界上會有很多的震動，當震動發生的時候，因你已經一直在敬拜祂，

讚美祂，就會得幫助。沒有哪個人是超人，你沒辦法控制你的感覺，無法控制可

怕的事發生，可是，當你敬拜祂、讚美祂，稱謝祂：“主，我要為你預備安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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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我要讓你舒服的住在裡面。”你的裡面就安息下來了。聖經裡說神的安息之

所大有榮耀，神就住在以色列的讚美聲中。 

當你裡面一直不得安息，一直波濤洶涌的時候，就先來讚美祂，稱謝祂，讓

祂的同在在你的裡面能夠住得很安穩。神曾經給我們教會應許，神會有很大的榮

耀、豐富要臨到我們教會，但是在我們不斷敬拜當中臨到。那位剛信主的姊妹無

論來到神前面，還是去醫治室，或去小家，她都經歷到神，因為每個地方都一直

在敬拜祂。 

整個環境會有越大的黑暗臨到，因為在末後的日子不法的事增多，很多很奇

怪的事都變成正常，但是神家的榮耀、豐富也一直在高漲。我們在家裡面，要像

那一位弟兄遇到不容易的事，就全家一起的敬拜讚美，讓神設立祂的居所在我們

的家中、在我們的小家、在我們的辦公室，所以神的百姓要開始醒悟過來。 

剛剛敬拜的時候，譽騰講到一個小家長在家裡帶領別人一直讚美，她的先生

回來看到她的臉好有榮光，晚上聚會時一個憂郁症的人來到這個小家，藉著敬拜，

醫生就說她大有進步。在神的同在裡面，每個人就開始改變。但我們要為神預備

可安息之所，我們要集體在一起為神預備可安息之所，藉著彼此相愛，一起同聲

敬拜讚美，不只是會前來到這裡敬拜，還要預備心親近神。敬拜不只是讚美，也

包括你注視祂，親近祂，這是你對祂的降服。 

你不要跟祂一直拉扯，不要任意而行，“我不要你做王”。神就是說：“你

聽我的，你就會發現，我在你裡面找到安息之所，你也會有安息。你的裡面就會

大有榮耀。今天這個世界上變得這麼多的扭曲，這麼多的痛苦，是因為神一直找

不到安息之所。因為沒有王，各人任意做王，任意而行。 

今天，我們如果在讚美聲中歡迎耶穌在我們中間做王，即使我將面臨一些不

容易的事，我們要決定：“主啊  我要先讚美你。即使我身體很不舒服。但是，

主啊，我要讚美你，我要敬拜你。”你就為神開了一個門，讓神的榮耀、神的同

在可以進到你的裡面，找到這個安息之所，設立安息之所，這個安息之所就會大

有榮耀。 

你渴望你的裡面是大有榮耀嗎？渴望你的家、你的教會裡大有榮耀嗎？在每

一天的生活中，你在很忙碌的工作、服事中，只要你轉向神說：“神啊，我在敬

拜你。神啊，我做這個工作就是敬拜你。”神就好享受你的敬拜。  

有一個家庭，他們每一次吃飯的時候，夫婦二人跟兩個孩子就手牽手，先一

起敬拜讚美，然後才吃飯。這就是讓神在你的家中找到安息之所。當你這樣做的

時候，你會發現你的孩子會開始改變。你的孩子會開始經歷“神是我家的神。”

他不是只是去兒童主日學而已，不只是聽一篇青少年講道的信息。他知道神是我

的神、是我們家的神。他知道自己來到教會，是要來敬拜。 

我們不要以為小孩子不知道。如果有些聚會是小孩子可以在的，你就帶他一

起敬拜，你不要一直抱著他，注視他，你要一直注視神，敬拜神，要讓他跟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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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會遇見主，就會被提到天上去。我們要快點帶領孩子，從很小就敬拜，神就

可以在他裡面找到安息之所。  

另外，就是鼓勵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從早起來，就開始敬拜祂、讚美祂。

這個是一直需要操練的。遇到不愉快事，遇到很困難的事，就是這馬上轉向神：

“主，我讚美你，敬拜你。為這件事感謝你，為這件事敬拜你。”否則，你天然

人的情緒就會開始發作，就會開始波濤洶涌。屬靈的操練沒有一勞永逸，是需要

你每一天一直操練，去為神建立、找到、為神預備可安息之所。這樣的團體的可

安息之所，會有一個極大的恩寵、恩典臨到。 

在今年的五月去昆明，我們一些家人（領袖）在那邊一起的聚集敬拜。我們

才敬拜了兩天，晚上就開始下大雨，結束了雲南四年干旱。這是因為我們家人們

彼此相愛，在那裡同心的讚美、敬拜。在末世，這樣的事情會一直發生。 

整個家庭要彼此相愛敬拜神。夫妻意見不和時，就先一起來敬拜。當人氣得

要命，怎麼還能敬拜呢？哪一個人先醒悟過來：“我是要為神預備可安息之所。”

就先提醒，另一半就會跟上去。你這樣的榜樣就是給你孩子最大的祝福。在辦公

室也是，遇到任何的不愉快、不公平，你就在那裡讚美敬拜神。神的同在在你的

辦公室，你和你的公司就有福了。  

敬拜不只是讚美，還包括我們真的願意降服於祂，不再跟神一直拔河，拉來

拉去，而是完全降服。  

 問題討論： 

1 ）請回想一下，並分享一件這位統管萬有的權能神，祂在你身上的細膩的愛。 

2）你是否有這經歷：當你緊張害怕氣憤，情緒翻騰時，但你轉向神敬拜讚美祂，

以致於帶來轉機？ 

3） 你渴望為神預備 一個充滿敬拜讚美的安息之所嗎？在你所處的各種不同團

體中，你會有何行動或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