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心愛神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5 年 1 月 4 日主日 信息整理 

今年在猶太歷 5775 年是安息年，也是神很大要施恩給我們，要把我們帶入祂的安息

裡面的一年。神借著以色列這個國家，祂要全世界的人注意觀看，祂怎麼樣的做工在以色

列這個國家，祂也要這樣做工在列國。因為神很注重節期，也很注重祂跟我們所說的話，

特別是祂跟我們立的約。 

• 安息中的祝福 

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你所做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

守的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仆婢、牲畜、並成為你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

都不可做。  （出 20：8-10） 

整個世界，沒有一位神，是用安息來跟人立約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宗教的神，都會

要牠的百姓更多做工，更多生產，只有我們的神，祂要我們安息。而且，祂說：“七天你

有六天工作，有一天，你要完全地歇了一切的工作，單單來敬拜我，單單來享受我，單單

來享受在我裡面的安息。” 

神不但設立這個安息日，也設立安息年。利 25：3-4 講到說，六年耕種，第七年要

休耕，什麼都不要做…這個我們任何頭腦怎麼想都想不通，一整年都不工作不是太浪費了

嗎？整個國家的農夫都沒有收成，這不是太浪費了嗎？我們當然要多多地種，多多地種。

以色列從復國 1950 年開始守安息年，他們真的是一整年不耕種。結果，從 50 年代那個

時候開始，平均每一個全職的農夫平均一年能夠收產的食物，能夠供應 17 個人。但是到

現在，他們 16 倍地激增，農產不但借著這個安息年(每七年第七年就休耕不耕作)，沒有

農產量下跌，反而增長 16 倍。他們現在每一個全職農夫，可以供應 90 個人的農產量。 

我們這位神很奇妙，神就是愛，祂所吩咐我們做的一切事，祂所吩咐我們不要做的

一切事，都因著愛我們。祂不要我們一直做，讓我們有安息年，祂守節，祂定立節期。 

你們一切男嬰，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我要從你面前趕出外邦人，

擴張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見耶和華你神的時候，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地土。（出

34:23-24） 

神規定說，男丁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朝見神，那萬一家中東西、牛羊偷走，家園被

毀壞呢？神說：“不會，我會幫你保護住，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地土，我會來保守。”神要

祂的百姓，過一個分別出來的，不是跟著世界在轉的生活。世界常常是你越做越多，而當

土地不休耕，土地生產量反而少，土地貧瘠，生產出來的農作物營養越來越少，各樣的問

題開始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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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全知全能，在祂至高無上的智慧裡面定立給祂百姓一切的律法、一切的命

令，都是為了要叫我們終久享福。今年是安息年，神特別要讓祂的百姓明白，一定要進入

祂的安息。很多各樣的征兆都知道，今年會有很多的震動。神說：“你要進入我的安息。”

整個世界就像埃及的法老王一樣，像督工一樣，一直要我們加班再加班，忙碌再忙碌，做

工再做工，一直做……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像是賺錢機器。每一天早上出去要工作，下了班就是 11 點才

回到家，接著又要跟台灣、亞洲再繼續聯絡，過著一種十分忙碌的生活。我們要怎麼來突

破這樣的生活呢？ 

• 專心愛祂的祝福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極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

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詩篇 91：14-16） 

詩篇 91 篇裡面很多經文都在預言末世所會發生的一些事情。第一節就講到：“住在

至高者隱秘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這位至高者就是我們的神，神就是愛。從聖經

裡看，父神、子神、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神，祂們彼此就是用全心、熱情地在彼此地相愛。

在這樣的彼此相愛裡面，祂們得著最大的滿足跟喜樂。所以，子神耶穌道成肉身來到地上

把父神彰顯出來，父神眼目也一直在祂身上，一直向世人說：“這是我的愛子，是我所喜

悅的，我非常的喜悅祂，我極深的愛祂，你們要聽祂。”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祂不只是要把我們從罪惡裡面救出來，還要把父彰顯出來。

祂的生活就是一直跟父緊緊連接，雖然祂都醫好人一切的病，但是也很多時候，當很多人

圍繞祂的時候，祂就到天父那裡去，到一個單獨的地方，跟天父深深連在一起。祂要先來

享受天父的愛，也把愛更多的澆奠在天父的面前。這樣，耶穌才有辦法完成在世界上的服

事，祂來地上 33 年半，但只工作了三年半，卻完成整個人類的救贖計劃，這太偉大、太

奇妙了。  

神設立安息年、安息日，都是一直在告訴我們：你要完成最大的工作，最重要的是：

“你要來，在我的愛裡面享安息，你要全心來愛我，專心的來愛我。你們沒有辦法靠自己

一直去打拼，去做，你要來享受我的愛，你才有辦法在地上完成最大的工作。” 

海蒂.貝克建立了兩間教會，落得全身都是病，整個人都垮掉了。可是，她在一個復

興的特會裡面，神大大的臨到她，叫她七天都不要動，神一直做工在她身上。最后她起來

回到莫桑比克去，一年裡面就建立了一千間教會。神多奇妙，祂就是要我們知道說：“你

先安息在我裡面，讓我做工在你身上。不管你是神學博士，（海蒂.貝克是神學博士），

你多聰明，你精力多充沛，你能夠做的很有限。你先安息下來，先讓我來做工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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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來享受我的愛，讓我的愛一直做工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工。但是你去做工

並不是就把我擺一邊。” 

回莫桑比克以后，神常常問她：“你有沒有空，我想跟你在一起。” 祂不是說：

“你有空嗎？趕快再幫我去多做一些事。”每次一聽到這句話，她就撇下一切，進到房間

裡敬拜神，讓神享受她的愛，讓自己享受跟神單獨在一起的時間。其實，她這樣做很不容

易，身邊太多事等著她。這位戀慕我們的神在乎跟我們在一起。 

現在，很多丈夫回到家，想跟太太談心，但太太沒有空，要煮飯，換尿布，幫孩子

洗澡，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不然就是太太好想跟先生在一起，但是先生回來就是說：

“你不要跟我講話，我現在頭很大，我還有多少電話需要打，還有公司的很多事情要辦。”

現在，仇敵把世界上每一個家庭都弄到十分忙碌，家人都沒有空可以在愛裡交通分享。 

神說：“你一定要把這個分別出來，七日有一日，你要完全的來把你的心歸給我，

來單單的歇一切的工來敬拜我來愛我。”在新約裡，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我們務要竭力進

入安息，歇自己的工，進入對祂最深的信靠。我們之所以那麼忙碌，是因為我不做，誰做？

這麼多事等著我去解決，等著我去做，所以我們必須要一直做，一直忙。 

以色列從復國以后，政府決心要遵守神的命令，花了大約差不多三千萬美金，一直

去教導農夫，願意供應錢給他們，叫他們要休息、守安息日，要休耕。他們決心要尊神的

話為大，決心守神的命令，結果整個國家大大蒙福。以色列的國土上有很多沙漠，而且是

彈丸之地，卻成農產品大量輸出的國家。這是太奇妙了！ 

神一直在見証，向世人顯出祂的話為大，祂看重祂所說的話。神告訴我們說：“因

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神要救我們從那一切——沒有辦法停止的陀螺的轉動、各

種重壓、各方追趕裡面搭救我們。我們靠自己也沒有辦法，因為我除非辭職，那我們全家

吃什麼？ 

• 見証一：弟兄的付出與蒙恩 

上個禮拜我們的托尼弟兄分享到，他本來當協理的時候就一直出差，沒有時間回家

跟太太孩子吃頓飯。太太覺得他好像把就家當旅館，偶爾回來，就是一個免費的旅館。有

一天早上，他一醒來的時候就天旋地轉，只能摸著牆壁走路。於是，他開始轉向神，開始

回到教會，開始好好的追求神。 

2012 年，他被升為副總，工作量更大，旅行、出差更多了。可是，他開始筑壇，不

但在家裡、公司筑壇，而且還答應大區長的邀請，出來當小家長。他覺得自己已經忙到象

陀螺，還在兒童主日學教課，怎麼有辦法再出來當小家長呢？哪有時間牧養他們哪！可是

他仰望神，知道是神的旨意，就願意把自己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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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擺上自己，就開始乘駕地的高處。當你專心愛神，神說：“我要搭救你，你知

道我的名，我的名就是我要與你同住。我與你同住，你懂得把這一切交給我，我就要使你

乘駕地的高處。你住在至高者的隱秘處，你住在全能者的蔭下。”他去年出差最多，服事

最多，可是，他卻有最多時間回家跟太太、孩子吃飯。他也使整個公司起死回生，從很多

產品都無法銷售，變成開始生產好多新的產品，訂單開始一直來。 

他的家起死回生，公司起死回生。神要我們安息，要我們專一愛祂，是因為祂要救

我們脫離一切軟弱、貧窮、有限，要帶領我們開始進入超自然的裡面。當我們專心愛神，

才能進入神極大的恩典裡面，這是神對我們的心意。 

• 異象：被追趕的兔子、安息中的老鷹 

上個主日崇拜前，在等候神的時候，一個代禱同工問神說：“主啊，2014 年快要過

去，2015 年的日子會是怎麼樣？”神就給他看到一個異象：一群兔子一直在草地上往前

奔跑，因為后面有一個獵人一直在后追捕它們，然后，兔子們奔到懸崖邊，很多兔子開始

亂跑，有的兔子開始往回跑，就被獵人抓住，有的兔子在信心裡面往前一躍，就變得開始

飛翔，成為一只老鷹。 

這個老鷹就一直飛，飛到一棵樹上，就停在那個樹上。然后，老鷹越來越安靜，就

跟樹合而為一。然后，那棵樹就開始一直往上長，就結滿果子，果子一直掉在地上，然后

樹又一直長，一直長到神的寶座前。 

這個異象就是在對我們教會講：過去的一年，很多人被時間在追趕，被很多的計劃

追趕，被工作、服事追趕，被老板、公司的規定追趕，被家裡的困境、經濟各方面一直追

趕。但今年，你要開始放手，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奔跑，一直死干活干，把你的難處

一直跟神講，把你的重壓、沒辦法解決的事交給神，把這些一直靠自己緊抓的事交給神，

專心來信靠祂，進入一個最深的信靠，願意先來歇自己的工，進入神的愛裡面，全心、專

心地安息在祂的愛裡面，神就會讓你開始翱翔，開始經歷超自然的恩典，住在全能者的蔭

下。 

• 見証二：黃國倫牧師的交托與獻上 

黃國倫牧師，認識到神的路是唯一的路，生命在神的手中。他把四個孩子交在神的

手中，他交托，神就負責。國倫牧師在美國時，一清楚神的呼召，就回台灣去服事，在淡

水那個地方拓植教會，非常忙。可是，他總是把孩子都帶在身邊。他們剛開始拓植的時候，

他在台上講道，太太司琴，孩子就鋪了一個小棉被在鋼琴旁邊躺下，那個時候，他們都非

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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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管多忙，他總是把孩子帶著一起，參加聚會，參與服事。他對同工們說：“我

們要培訓弟兄姐妹，但是，做弟兄的第一個要培訓的對象是培訓自己的孩子。”他帶領孩

子，跟他們講：“我們整個家是一個團隊，耶穌是我們家的中心，我們整個家就是要專心

來愛神、侍奉神。這不是爸爸的工作，也不是媽媽的工作，是我們大家的工作。”  

他的四個兒子彼此相愛。一般的家裡，只要有兩、三個男孩，就會總是打架、吵架，

但他們四個孩子為什麼非常相愛呢？因為黃國倫牧師常常帶著他們禱告、讀經、查經，也

帶著他們一起打掃教會，讓他們從小知道，這位神是多棒的一位神，我們被造、活著就是

要為著愛祂、侍奉祂而活。 

跟現在很多的家庭多麼不一樣，很多基督徒家庭就是把教會、家庭、職場生活都分

割開來，來到教會就參與敬拜或服事，或好好聽講道，回家后就過自己喜歡的生活，神似

乎在我們家中就不是最重要的，祂不是中心，不是我們的主。遇到假日，我們就全家去玩。

我不是說不要玩，國倫牧師也帶著孩子們一起做體驗活動，使他們的生命在各方面都得著

建造。 

我們很多基督徒的問題是，爸爸只在乎工作，媽媽只在乎孩子的功課，孩子只在乎

功課和電腦游戲。每個人的專注力都不同。但是，黃國倫牧師的這個家就不一樣，他讓孩

子們的整個專注力是神，祂是我們的神，這位神是怎麼樣的一位神。他常常借著神的話帶

領他們查經，門訓他們，所以，這個家的向心力好強。他就跟孩子們講：“我們是一個團

隊，媽媽也是這樣合作，大家都一起。”這個家可以這樣，是因著遵守神的話，專心愛神，

就會這麼合一相愛。 

去年，黃國倫牧師帶著大兒子來我的辦公室，我們有一些交通，我就發現這個老大

好體貼，好順服，乖乖地坐在旁邊。爸爸一說什麼，他就去馬上拿那個東西給我。我就覺

得這個青年大學生真棒啊，跟爸爸一起來別的教會訪問，跟爸爸是非常合一。他說，他就

是照著我的那個《如何教養孩童》教的。他的老大從小被管得最嚴，被打得最多。但是他

不是只有打，他運用《管教篇》和《愛篇》，在基督裡愛這個孩子。所以這個孩子教得那

麼好，老大就會教老二、老三、老四。他們夫婦都是自己教育四個孩子。 

我就是勉勵我們親愛的家人，你不止專心愛神，你還要帶著你的配偶、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一起專心地愛神。國倫牧師的同工庄育銘牧師說，國倫牧師是一位為耶穌瘋狂的

一位牧師，他從神領受異象，不但要妻子、孩子都跟著他一起擁抱這個異象、向著這個異

象直奔；還要他的好同工都要跟他一起擁抱這個異象、一起向這個異象直奔。 

他們在淡水剛開始拓荒的時候，就遭受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受到很多的驚嚇。例如，

他要出門，突然，一輛摩托車向他一直撞過來，他幾乎感覺自己就沒命了。但是，當那個

摩托車到他面前的時候，就忽然急轉彎，走了。每次，當他要有一個突破的時候，仇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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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就來了。最后一個攻擊就是，他的老三在教會門口出車禍，流出大量的血，他就對神

發泄自己的情緒。 

他說：“我已經照顧孩子很細心了，結果孩子還是出車禍，我怎麼辦？除非我二十

四小時盯著他們四個孩子，那我還有辦法服事嗎？神啊，我照顧你的家，你連一個孩子也

都照顧不了，那算了，我回美國好啦！”我們這位神實在是很謙和的一位神，你可以把自

己的情緒、感受都可以跟祂發作，祂不會生氣，祂會來帶領你。 

神就帶一個姊妹來探訪他，這個姊妹說：“我的孩子從小也是進出醫院，到一個地

步，我就跟神講，神啊，孩子的生命真不在我手中，我把我的孩子獻給你。”他恍然大悟：

“對啊，我連自己的命也照顧不了，保護不了啊！”所以，他就決心把四個孩子很認真地

都獻給神。 

他就跟他的孩子講：“爸爸也是人，沒有辦法完全地照顧你們，我再怎麼樣也沒有

辦法二十四小時保護你們，可是這位神可以。你們要跟神禱告。”於是，他的孩子就開始

學習倚靠神，知道耶穌的寶血遮蓋他們，就覺得很有安全感。從那一次把孩子一個個地獻

給神以后，他們家從此沒有再發生過什麼事。 

也許，你會覺得：“我也很愛神啊，為什麼我會遭遇這樣的事：身體上的疾病、經

濟上的打擊、家庭婚姻關系上的問題、工作上的問題？”神允許我們遭遇到非常的事，都

是要帶領我們的生命再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神說，愛神的人什麼好處都不缺。祂要我們

再進入一個更大的信心，就是：再把自己獻上。 

當我們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抓住的、靠自己的聰明把一件事做到最好的，神一定會

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步，發現我們沒辦法再靠自己的聰明、力量、辦法把事情維持到一個什

麼樣的地步，保護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神為的是什麼？就是叫我們開始鬆手、放手，進

入一個最深的信靠，就是進入一個真實的安息。在這樣一個非常的事裡面，我們說：“神

啊，我要專心地愛你！” 

雖然我們愛主，但很多時候，我們專心服事，專心在完成神的托付，專心在達成神

的使命，或專心照顧孩子，要讓孩子成為杰出，而不是專心地在愛神。你的專注力在哪裡？

是在神身上，是因神的美善而更多在祂面前敬拜，更多地把自己獻上，還是我一直努力要

去把事做得很好，要去解決這件事？雖然，這都是好的事。但是，我們是靠我自己。 

神常常會把我們帶到一個山窮水盡的地步，使我們因此全心來倚靠祂，然后就會認

識祂的愛、祂的奇妙，而不是像埃及的雇工一樣，要拼命地踩水，才會有水喝。神要把我

們帶到迦南地，專心討祂的喜悅，專心地愛祂、信靠祂的話、遵守祂的命令、專心仰望祂，

祂就按時降春雨、秋雨，祂知道一切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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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決心不靠自己的力量籌謀、打拼，而是全心遵守神的命令，不計一切的

代價，結果，神讓他們一直向全世界說話，讓他們發出光來。他們只做六年，就有一年的

休耕、安息，但產量卻增長十六倍。我們的神好奇妙，你要經歷神測不透的豐富嗎？還是

你要靠你有限的力量打拼呢？ 

• 見証三：一個高中生的追求和蒙福 

有一位高中生，跟隨家人到了分堂。可是他還是繼續每個禮拜五、禮拜天都回到母

堂，參加英文聚會。他的爸爸每個禮拜五、禮拜天還要接送他來，就說：“拜托你，能不

能不要再參加母堂的聚會？只參加我們分堂禮拜六的主日崇拜，以及青少年的聚會？”他

雖然答應了，但最后還是繼續來，因為他就是全心地對神非常渴慕。 

他的媽媽總是一直很擔心他的功課，因為他是老大，媽媽盯得很緊，對孩子怎麼講

都沒用，就感覺擔子好重，孩子的壓力也很大。最后，她只好鬆手，就把這個孩子交托給

神。這個孩子每次遇到有補課的時候，而時間跟他的禮拜五、禮拜天的聚會時間沖突，但

他還是以聚會敬拜神為他的第一。 

有一天，他跟媽媽講：“媽媽我報考了 SAT, 有三門課。”媽媽說：“啊！你怎麼一

下子報了三門課，現在只剩十天了，你這個禮拜不要去聚會了。”他說：“不行，我還是

去聚會，我要敬拜神。”他還是參加聚會，考試考回來以后，他說：“媽媽，我好像考得

不太好！”結果，等到放榜的時候，他的三科都是滿分。 

神向那些專心愛祂的人真的守約施慈愛，那些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人一定會經歷到

住在全能者的蔭庇底下。許多基督徒常常告訴孩子：“要考試了啦，要期中考試了，你就

不要去聚會。”但是，我信主四十幾年來，發現那些不管什麼考試都繼續去聚會、繼續去

追求神、繼續服事神的人，神實在施恩給他們。 

我從高一信主后就沒有停止過聚會，因為聖經講，不要停止聚會，我無論遇到月考、

期末考、聯考，我都是時間一到，就去參加聚會，神都施恩給我。我盼望我們的基督徒父

母也要有這樣的認識和看見。當你專心愛神，神就要拯救你，拯救你脫離世界。整個世界

就像那個埃及的法老王一樣，一直要把更重的壓力放在你身上，壓到讓你喘不過氣來。整

個的經濟環境借著老板、公司各樣的需要、孩子功課的壓力等，一直要使你活在重壓之下。

你怎麼來勝過這一切的環境呢？專心的愛神，永遠把祂放第一！ 

• 見証四：當風暴來臨… 

在去年十二月十號，我從外地要回來，九號，我就聽到氣象報告講，一個多年沒有

過的強烈台風會在十號晚上登陸灣區，而我就是那天晚上九點多的飛機到達舊金山。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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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號看到這個氣象報告時，理性上的第一個念頭就想：我要不要延后一兩天？但我覺得

不行，我一定要回去，因為再過兩天就是邁畢克在我們教會的特會。 

於是，我就為天氣禱告，結果，我們平安的降落。來接我們飛機的弟兄說，那天的

台風將延時到晚上十二點才會登陸。隔天早上，我就接到電話說，我們這個核心同工禱告

會要不要停啦？我們全時間同工要不要不叫他們不用來上班呢？因為孩子都已經放假了，

會有危險，今天十一點鐘風速、風雨都會最大，會非常的危險。 

我說，我們核心同工禱告會要照常。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神就賜下平安，我們禱

告到快十二點都沒事。后來，氣象報告說，那一天禮拜四的晚上五點到七點的時候有最強

的風雨要臨到，而那個時候正好是邁畢克和 Misty 的飛機到達的時間。我們就禱告說，求

主保守讓他們可以平安到達。邁畢克也沒打電話來問：“你們特會要不要舉行，台風這麼

大，十幾年沒有過的，而且飛機就是那個時候下降呀！”我們也是在信心裡禱告，求主保

守，果然他們也是平安到達。 

那一個周末，特會都是在平安順利中進行，神的同在是何等的榮耀、何等的豐富！

我覺得，神在跟我們說話，借著這次台風，神就是要祂的百姓明白，末世會有很多的震動，

但是，我們就是用平常心來看待，所有對神的聚會、追求、禱告各方面，我們就是一直往

前。雖然環境會有很多的震動，但神管理萬事，祂會使萬事萬物都來為愛神的人效益。 

• 神的聚會，風雨無阻 

有一些國家是沒有聚會的自由，那些基督徒們豈不照常聚會嗎？他們在壓力、規定

底下，就是一直照常聚會，神就繼續作工在他們身上。在使徒行傳中，初代教會就是這樣。

羅馬政府規定：不可以奉耶穌的名聚會、講道。他們因此被鞭打，但他們還是來到神的面

前對神說：“神啊！求你伸出你的手來，求你的大能彰顯，求你神跡奇事隨著你的道。”

結果，地大大震動，他們就照樣傳福音。我們的神永遠掌管一切，越是在風雨交加，越是

在不容易的環境當中的時候，神的兒女仍然聚集，專心愛神，永遠把神擺第一位，神的同

在就特別大。 

我在台灣還在上班的時候，每一個假日，我就是往教會跑，因為總算今天放假，可

以參加等候聚會，我最想做的就是往神的殿中而去，去尋求祂，享受他，去吃祂喝祂，去

敬拜祂。我勉勵我們的同工，在任何的節期，我們不要停止聚會，無論是琴與爐的敬拜，

無論是禱告會，我們都繼續下去，讓那些一直在上班的人，在放假日可以來到神的殿中，

飽嘗祂的慈愛。 

你也許覺得自己在家裡也可以追求神，那是不一樣的，要不然神就不需要設立祂的

聖殿，因為在祂的居所、祂的院宇、祂的殿中，祂的同在特別豐富。在新的一年，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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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會都會一直繼續有，神殿中的祭壇，神的火是不止熄的。所以，如果你想飽嘗神的同

在，你想來敬拜，你想帶著你的孩子來，你們都可以把握每一個放假日來到這裡。 

在神的家中，如果每一個神的兒女，你建立你的家是以耶穌為我們家的中心，我要

全心的專心的愛神，神會一直把我們一切從這個世界上法老王的手下拯救出來：“因為他

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洪水泛濫的時候，神會讓我們乘駕地的高處。祂說：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一個專心愛神的人，很多事情，他一求告神，神把他的家，

把他的孩子，把他的什麼都照顧得非常好。 

• 藉著禱告，改變人心 

黃國倫牧師回到台灣以后，有六個月沒工作。雖然他有很多機會，但裡面都覺得不

是。一直到六個月以后，他就開始知道這是神要他去哪裡服事，可是，他的太太卻一直在

找工作，她覺得悶在家，悶得快發霉了。可是，國倫牧師覺得，孩子不能給別人帶，孩子

一定要自己帶，母親可以影響孩子，可以讓孩子全心愛神，母親的角色是沒有人可以取代

的。可是，太太一直堅持要去工作，她的心比石頭還硬。 

於是，他就去找一個公園，去跟神交涉。那一天，他禁食禱告，准備五、六個小時

都耗在公園，跟神交涉。他說：“你要我服事你，可是我太太卻耍出這一招，她要出去工

作。這個怎麼辦呢？”他在公園裡面走來走去，不到十分鐘，神就跟他說：“這件事，我

已經幫你處理了，你可以回去了。”就這樣簡單！好奇妙，太太從此沒有再提出去工作的

事。 

這叫做，歇自己的工進入安息。黃國倫的家中並不是沒有爭吵，也有很多不同的意

見，但是，他就是跟神講，不是靠爭吵，神就扭轉他太太的心。幾年以后，別人訪問他太

太，她才說：“我發現禱告真的很厲害。他一禱告，我的心忽然就改變了，就覺得在家也

很好，不需要出去工作，照顧孩子也很好。” 

祂說：“你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你在急難中，我要與你同在，我要拯救你，使

你尊貴。”祂要使你尊貴，脫離奴仆的形像和樣式，脫離奴仆的用力，就是很粗糙，靠自

己的血氣、肉體去爭執、吵鬧。祂說：“我要使你尊貴，你就是專心的來愛我，我可以解

決一切的事情。”我們的神多好啊！ 

• 帶著孩子一起朝見神！ 

在新的一年，如果我們願意專心的愛祂，祂真的會做這麼奇妙的工作在我們身上。

現在，神真的要做快手筆的工作在祂的教會：我們分堂有一個媽媽，帶著她十歲的孩子參

加禱告會。在禱告會裡，神就大大的充滿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呢就看見異象：耶穌拿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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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盤子，裡面是水，有火在那盤子裡。耶穌就把這個盤子倒在他的頭上，他就大大被聖靈

充滿。他才是十歲的孩子！從此，每個禱告會，他都一直渴慕要參加。  

有一個八歲的女孩，在平常的聚會結束以后，就在那裡玩耍，忽然間，天使就跟她

講：“誰能攔阻你受洗呢？”這個女孩就跟爸爸講：“我要受洗。因為天使跟我講，沒有

人可以攔阻我受洗。”神的心很迫切！你不要只有自己追求，而且要帶著你的孩子來追求！

你不要只是你在愛神，你要帶著你的孩子專心的來愛神！你不要以為你的孩子很小，這是

大人的聚會。其實，你要一直給你的孩子機會，讓神可以做工在他身上。 

在我們教會，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兩三歲的孩子在這裡敬拜，心裡好高興！我們的下

一代，從兩三歲就懂得敬拜，懂得來朝見神、遇見神！孩子比你所知道的更能認識神。

NITA 牧師的孫女才三歲，已經到天上大大遇見神！另外一位神的仆人，他的孩子四歲，

已經會跟人發預言。還有一個孩子才七歲，已經可以講道！ 

所孩遠比你所知道的潛力更大，神迫切地想要充滿他們，使用他們，要興起我們的

下一代。祂想讓世人看見：“這些專心愛我的人，我可以做何等大的工作在他們身上”。

神國的百姓，從最小的到最年長的，每一個都是超人，神都給他們超自然的恩典、能力。

只是我們的眼目專注在祂的身上，我們專心、全心地愛祂！ 

去年，我與廣清傳道、敏文牧師都講到筑壇。你有沒有開始筑壇？記不記得筑壇五

個步驟？第一：贊美敬拜！全心的敬拜祂！第二：讀經，讀神的話！特別是夫妻，你們都 
可以一起，從一章聖經，兩個人一人一節。並默想神的話。借著一章聖經，更多的認識這

位神是怎樣的一位神，神今天要我怎麼樣來過生活。第三：悔改。借著神的話來光照我的

心思意念、舉止、說話、心態、情感，然后悔改。 

第四：獻上！如果你覺得，你已經照著做了，你也遵守神的命令，也愛神，可為什

麼你還會遭遇這樣的事？你要怎麼樣？再更多第獻上！就象黃國仁牧師一樣，他把自己獻

上。就象一些青年人，在他功課壓力最大的時候，再把他的時間獻上，他就開始經歷超自

然的恩典。 

特別是，象我們有些人，晚上睡到半夜就醒來，有時只睡兩三個小時就醒了。我前

些日子，就有一個意念說：仇敵既然要攻擊我的睡眠，那我就在他攻擊的地方，成為我跟

神相會的地方，那裡將是我最蒙恩的地方！我就不需要覺得，我的身體不能這樣，不能只

睡兩、三個小時，這樣，我的身體會很糟糕的。我就是起來！仇敵要攻擊我，我就在就裡

歡歡喜喜起來讀經、禱告、敬拜，我整個人就變得很輕鬆、很喜樂！神允許一些非常的事

臨到我們，為要讓我們在那個地方去經歷一個突破、一個超自然的恩典！ 

最后一個是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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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獻上自己，當做活祭！ 

我希望我們全教會每一個人繼續的在家裡筑壇！然后你在上班，在你的職場筑壇，

在家裡，在你的學校筑壇。還有，把自己獻上，當做活祭。你專心的愛神，就是你走在路

上，你在開車。你就說：“主啊，我是個活祭獻給你。我是個活祭獻給你。”你就在車上

開始筑壇，當你把自己當做活祭獻上的時候，你頭上的天就開始打開，你就在那個地方給

神機會來與你相會，來垂聽你的禱告，來做工在你的身上，來施恩在你的身上，來拯救你，

來讓你經歷超自然的豐盛，超自然的恩典。所以，我們可以隨處筑壇。 

我們繼續為 Fremont 這個城市禱告。當我們去市場去買菜，在路上就開始筑壇，到

了那裡，就在那筑壇：“主啊，我腳掌所踏之地都獻給你，我把這個超級市場獻給你。願

你的同在，願你的國降臨在這個市場，願你掌權在這個市場，願你的救恩臨到這個超級市

場！”在你所到之地，你一直在那筑壇，這個城市的屬靈空氣就會不一樣。 

神其實已經一直在做，前些日子的大台風，舊金山淹水，淹到車子都浮起來，洛杉

磯有土石流，但我們這裡好像平靜安穩，都沒什麼事。神好像一直在跟我們講：“你們這

些日子一直把自己獻上，專心愛神，我一直要讓你們略略去嘗到逃城的滋味，嘗到專心的

愛我的滋味，我要搭救你們！” 

在整個詩篇 91 篇講到末世的不容易的時候，有各種超級細菌、有各種的不容易天災

人禍臨到，如果我們願意專心的愛祂。祂就要搭救我們，使我們住在至高處和隱秘處，祂

要使我們尊貴。你今天願意回應神神說：“神哪，在這個 2015 年一開始的第一個主日崇

拜，我要再把自己獻上，當做活祭獻！我要專心的愛你！我的眼目不要一直注意那個人、

那件不容易的事，我怎麼解決那件事。主，我要專心的愛你，把這些事都交給你，你來掌

管！你來拯救！” 

你要帶著你的家全心、專心愛祂，因為這位神是一位全心的愛的神！祂的國就是一

個愛的國！祂要祂的每一個百姓，向著祂是一個全新的愛、專一的愛！ 你要把自己獻上，

當活祭，使我們每一個活祭歸耶和華為聖，願祂完全的掌權做王在我們身上。我們不在靠

自己的用力，不再自己在那籌謀，完全進入祂的安息。  

討論題： 

1. 回想過去的一年，你都在忙碌什麼？你是否常花時間親近神，在神的愛中享

受安息？新的一年，你該如何重新安排你生活中的優先次序？ 

2. 黃國倫牧師一家的見證，對你有什麼光照和開啟？（例如，用禱告治理家庭，

建立家庭祭壇、家庭服事團隊，將孩子獻給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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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艱難的環境來臨，你將如何面對，怎樣勝過？信息中，講到因筑壇獻祭而

蒙福的見證，你可曾有類似的經歷？請分享。 

• 禱告會（1-6-15）上對主日信息的補充： 

神造我們的時候是全心地愛我們，祂要我們也全心愛神。但我們愛神只是七分，有三

分愛仍然在心中有所保留，心中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是最重要的，所以，神的心就沒有辦法

滿足。神對祂的教會最在乎的就是那起初的愛， 單單因耶穌的愛而覺醒。我們唯有愛祂，

我們的心才會得到滿足的喜樂，仇敵無法用罪的餌、世界享樂來勾引我們，外面的苦難就

不會讓我們沮喪。因為祂在我的裡面是不會變，祂對我們的愛是不會變的。 

當外面有苦難，許多事情無法成就，我們就開始冷淡放棄：“我也什一奉獻，為什麼

你不祝福我？我也全心服事神，為什麼我的家庭狀況就是沒有改變？”你愛的是神給你的

禮物，還是神自己？如果你愛的只是禮物，那麼，當禮物沒有的時候，你就會完全不愛神。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我們要將祂成為我們的中心。 

本週小家，你們可以分享：我家的中心是什麼？是我孩子的功課和前途嗎？當你知道

你的中心是什麼，就知道你愛的到底是什麼，知道你是否全心愛神。當我們全心愛神，我

們才會得到滿足的喜樂，我覺得我已經百分之九十都在愛神，因為我一直在完成祂的命定、

祂的託付、使命，我們就全心在解決事情，有關神的人事物，我們並不是心在想祂、渴慕

祂，最想和祂在一起。 

當我們信主久了，我們就忙著有關神的許多事物上，而不是神自己在我們的心中。神

一直想得到這顆心。我們的心會疲倦、疲累、冷漠，會受傷、結疤，以至於麻木。神要我

們像耶穌一樣，他雖然愛每一個人，醫治每一個人，叫世人可以脫離罪的權勢和壓制，他

願意捨命，但他每一天每一秒都全心愛天父、愛我們，他在苦難中沒有沮喪，冷漠，仍然

全心愛我們。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卻說：「父啊，赦免他們！他們所做的實在不知道」

他仍然保護我們。 

我們要專心愛祂，祂就會搭救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心麻木、冷淡，以及許多的傷痛。

祂就會點燃我們的心，恢復起初的愛，來專心愛祂，因為我們受造，是為了全心來愛祂，

專心來愛祂。 

在啟示錄第二章，是祂對以弗所教會所說的話，那個教會已經是世界上最棒的教會了，

可以分辨哪些是假先知，而且全心擺上，但失去起初的愛心，沒有因神而興奮、顛狂，神

要我們找回起初的愛。 

這是新的一年，神放在我的裡面的負擔，因為在末後的日子，我們會遇到很多的震動。

神說：“你專心愛我，我就會搭救你。”你被許多事追趕，就像是被獵人追趕的兔子，一

直奔跑，為許多的責任而奔跑，被許多的人事物而追趕，神要我們跳入神愛的汪洋裏。你

忙，看起來是不可能，但你願意跳起來，有信心，專心全心來愛祂，藉著你的屬靈領袖來

邀請你，你願意踏入，接受神給你的服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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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入旋崖的意思是，雖然我很忙碌，沒有時間讀經，但我願意更早起來讀經，親近神。 
例如，我的理性覺得，我自己不能只睡兩、三個小時，所以我常常躺下，那麼我就沒有時

間來親近神和讀經。跳入懸崖的意思就是說：仇敵攻擊我的睡眠，我就把這件事情交給神，

我不再害怕了，如果我睡不著，我就起來禱告，讀經，敬拜。 

當你們在某些方面有軟弱，你就在那個地方起來。這就是跳入懸崖，是藉著這信心向

前面直奔，但你不要回頭，這會被獵人追去，不要亂跑，就是一直向著前面直奔，神就會

讓你成為老鷹，乘駕地的高處，要開始飛，並與祂聯合。 

5775 年，神雙倍的恩典要臨到那些專心愛祂的人，神說：「我要將我的救恩向他顯

明，我要使他尊貴，就不再被追趕。」不管你有多少的困難，也都是全心的來愛他，會使

你充滿活力。 

我們如何做？你可以從早到晚，不管在忙碌什麼，你常常用方言禱告，向著寶座禱告，

向著住在你裡面這位神禱告。如果你沒有方言，就一直說：「主啊，我愛你！要全心愛你，

專心愛你！」把心思意念專注在神的身上。 

今年，我們全教會要回到當初我們建立這個教會的目的，就是愛慕耶穌的先鋒，全心

愛他，不是百分之九十，而不是用做事情來表明，是我們這個心要全心愛他、注視他、專

心愛他，會幫助我們越來越熱情起來。仇敵會東丟一塊石，西邊爆炸一聲，引著我們到處

搶救，但我們沒有辦法搶救什麼，只有全心來愛他。 

所以，我就說：「神啊，我把這個教會再獻上，你是元首，我全心獻給你。」這會讓

我脫離喜歡去救火的性格，使我能夠專心、全心去愛祂。今年，我們要把我們這顆心獻上，

我們的心是為你而造的，我們要專心來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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