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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在神⾯前都有⾃⼰恩典的⾒證， 

我們每⼀個⼈，也有體會跟神之間的關係， 

我們把這⼀切，都當作是神特別給我們的恩待， 

因此，我們願意將⾃⼰帶到神的⾯前，來服事主， 

盡⾃⼰的⼼⼒，在神⾯前成為⼀個好的神的兒⼥。 

 

⼀個熱⼼的信徒，⼀定有他特殊的體驗，所以他願意來敬拜神， 

因為他的感動，可以超越⽣活⼀切的需求，所以他願意常常聚會敬拜神、 

常常願意在神⾯前禱告神，也常常願意，把握每⼀次機會來做聖⼯。 

其實這些動作對我們⽽⾔，都是必須的。 

神所選召的使徒保羅，他從⼀個沒有信主的⼈到信主； 

從⼀個破壞神教會的⼈，成為神的⼯⼈； 

從⼀個靠社會勢⼒的⼈，成為倚靠神權能的⼈，他⼈⽣有⾮常⼤的轉變。 

從他書信裡，我們可以了解他事奉神的⽬的是什麼？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一 20) 

 

這是保羅他事奉神的觀念，也是我們做聖⼯應有的概念， 

在教會裡，如果安排表上沒有被寫到名字，是這個⼈他會做⽽被忘記了嗎？ 

有的⼈會耐不住，就會去找那個安排的⼈說：「奇怪？我不⽐那個⼈差，怎麼不

排我呢？我以前是如何、如何付出的？」 

咦？原來他做聖⼯是為表彰⾃⼰、榮耀⾃⼰。 

 

我們常常會聽到同⼯這麼說：「還好有你在，不然做不來啊！」 

我們所付出的是應該的、是盡本分的，我們有沒有「在」沒關係， 

但是耶穌⼀定要「在」，不然我們所做的努⼒、事奉都是枉然， 

個⼈的⾯⼦、⾃⼰的意思是⼩，在乎的是能夠完成神的⼯作， 

⽽且要讓耶穌基督顯⼤、讓耶穌基督得到尊榮。 

服事主，應該要有這個清楚的概念，這樣神才願意常常⽤你。 

 

其實，當我們把焦點放在耶穌身上時，我們個⼈⼜算什麼？ 



若別⼈會做，讓⼈家做沒有關係，我們在旁邊輔助就好， 

別⼈不會做、不願意做、困難度⾼，或者不被⼈注意的事，我們做有什麼關係？ 

當你存⼼在做的時候，在暗中察看我們的那位⽗，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所做的每⼀個事奉，⽬的都是要榮耀耶穌基督，讓耶穌基督顯⼤。 

因此，當你講話的時，你要想⼀想：我講出去，這樣對⼈家有造就嗎？ 

這話會不會造成，那安靜的湖⽔起漣漪、甚⾄起海浪，這都要注意。 

尤其在教會越有分量的⼈，更需要注意，你⼀句話，聽的⼈會⼀直「解讀」， 

我們看的政治⼈物，官越⼤他講的話，不同的政黨解讀就不⼀樣。 

所以有⼈這樣說：「講話不要亂造次」，很多時候要負責任的。 

不是講完你就溜⼀邊，你這樣講、這樣做，⽬的是要顯耶穌為⼤嗎？ 

如果是，你講沒有關係，⼀定有造就； 

如果不是，就不要輕易開⼝，不然沒有辦法榮耀耶穌基督， 

不但這樣，你的話將來會受到刑罰，這耶穌說的！ 

神要憑著你講的話，將來為義，也就是照著你的話，論你的得救。 

這在⾺太福⾳裡記載很清楚。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

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得著基督。(腓三 7~8) 

 

保羅曾經迫害過教會，甚⾄耶穌顯現時，也對他說話這樣說：「你為什麼逼迫我

呢？」，代表他所做的⼯，到達到神⾯前的，都是不好的。 

但他信主之後，他把「世界」當作有損害的，然後以認識、追求耶穌基督為⾄寶。 

甚⾄他把這世界看作糞⼟，有時我們貪愛世界，我們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在那

上⾯，因為我們把這些世事，看得⾮常重要。 

我們在⽣活上努⼒是應該的，但是基督徒更要以「主恩典夠⽤」，做為⼀個很好

的認知，不要超越了我們的本分、超越了事奉神的時候。 

保羅他清楚這中間的界線，所以他事奉神的⽬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得著耶穌基督」。當你要「得著耶穌基督」，不是在嘴巴上⾯作為⼝號，

或是在你的外表，做⼀些裝飾，是你要實質的進到這裡⾯才⾏。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羅十四 8) 

 

 



我們常常會想：「我們為什麼⽽活？」 

社會上的說法：「是為了孩⼦、「為了家庭、為了……⽽活」， 

我們敢在主⾯前說：「我為耶穌基督⽽活」嗎？ 

現在的開會，跟 15 年前開的會，已經不太⼀樣了。 

⼩弟做傳道已經有 20 年，從前開會，聽⼀個⼈講話，你就會知道，他是為教會

的聖⼯，不為個⼈的想法或⾯⼦問題。但近來的開會，感覺就不同了。 

你⼀聽他講話，注意聽！你會發現他是為⾃⼰，或是為某個少數的⼈在說話，那

個格局好⼩喔！⼼裡的格局很⼩、視野很短。 

參加開會的⼈，你不要認為他不講話，就什麼都不懂，其實不然。 

因為你會發現：他是以私⼈的⽴場、觀點為出發點，就樣聖⼯就複雜了，就看不

到神能⼒的帶領。這是我們看到以前和現在，⼈在想法上的⼀種改變。 

 

有時候，我們會提醒我們⾃⼰：我做這件事，是為什麼⽽做？ 

我吃這個東⻄，是為什麼⽽吃？ 

東⻄那麼多，你為什麼就偏偏選擇，那種會傷害⽣命健康的？ 

所以菸戒不掉、酒杯離不開，很多⼈的習慣是這樣！ 

你為什麼不想想：你是為什麼⽽擁有這個的？ 

如果動機正確，你去做沒有關係； 

動機不正確，我們就要想辦法，把這個不對的挪開。 

保羅怎麼說呢？他⼀⽣所有的事奉是為主⽽活、為主⽽死。 

為什麼？因為我是主耶穌的⼈。 

他是⼀個真正信耶穌基督，有正確、⽽且有強烈的信仰觀念的⼈。 

 

我們在事奉主的時候，常常會有些操練，有時候不⼀定很順利， 

我們覺得是出於愛⼼來說、來做，但是別⼈的反應不同了，信⼼好的會認同； 

但當中也有信⼼軟弱的，聽也不聽全部，就抓那個⽚⾯的話，誤會了我們的意思。

所以當你在服事神的時候，你就感受到：「怎麼會有這樣的⼀個操練呢？」， 

其實不稀奇，主耶穌曾說：「服事我本來就很艱難，但是你們服事我，忍耐到底

的，必然得救。」 

如果你真的事務很忙，參加聚會可能你會損失⼀點什麼？ 

若是你存⼼參加，你在這個操練上，會有另⼀種體驗。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

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

靠叫死人復活的神。(林後一 8～9) 



保羅跟哥林多教會信徒，講他服事主的爭戰操練。 

他在亞細亞的時候曾經被⼈打，⼈家以為他死了，把他丟在城外，他們以為解決

保羅了，不准他進城來傳福⾳，但是他⼜醒過來。 

他帶著全身的疼痛，被⼈逼迫、被⼈污辱，⼜再起來傳講福⾳的⼯作。 

他⾯對很多衝擊，甚⾄知道⾃⼰可能要死了， 

但他超越了這種苦難操練，依靠的是：叫⼈從死裏復活的那⼀位神。 

我們太安逸了！有很多⾃⼰的想法，時間上管理的也不當， 

如果你多親近神、如果你事奉神，只是把你想在世界得到的東⻄，少⼀點點⽽已，

也會不影響你整個⽣活，更不會影響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反⽽會得到神的眷顧。 

但我們往往還沒有操練、還沒有爭戰，就⾃⼰先輸了， 

我們還沒有到⽣命是要豁出去的，那種地步來事奉神。 

我們想想看，我們事奉主的動⼒在哪裡？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

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被

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又屢次行遠

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

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

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林後十一 23～27) 

 

保羅在事奉神的過程裡，遭受到這麼多的操練， 

每⼀個操練，或許我們都沒有遇過，但他還這麼勇敢的事奉神到底， 

然⽽我們在這個社會所努⼒的，跟耶穌有關係嗎？ 

聖經裡的古聖徒的記載，如果我們做深⼀層認識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再⼀次激勵，應該要怎麼事奉神。 

如果我們事奉神的動機純正、我們在社會和家庭⽣活的腳步正確， 

我們就全⼼投⼊，相信我們所做的，就跟事奉神有關係了。 

保羅實在是⼀個⾮常好的、模範的⼯⼈，他被鞭打、被下監牢、被⼈家唾棄、被

⼈家污辱、被⼈家嘲笑，甚⾄不被看作⼈對待，但是事奉神的⼼始終沒有變，藉

著每⼀次的患難、每⼀次的操練，更加堅定成⻑。 

 

耶穌的⼗⼆個⾨徒，除了猶⼤出賣耶穌外，另外⼗⼀個使徒，也沒有⼀個是善終

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為福⾳殉道。 

有的⼈被放逐到外島、有的被倒釘⼗字架、有的被下油鍋⽽死、有的被鋸⼦鋸斷

⽽死，每⼀個⼈都是為福⾳順服⾄死。 



有的⼈常常以⼈ 後死的那⼀⾯「死的好安詳」，其實不⼀定，這是⼈在講的。 

沒有信耶穌的⼈，有的也死的很安詳的。 

你不能⽤這個來說，這個⼈的事奉成功，那耶穌呢？他 後被釘⼗字架。 

保羅呢？在羅⾺廣場被絞刑斷頭啊！ 

我們哪⼀個會做得⽐他們更好？因此你不能⽤死的這個結局，來論斷這個⼈的事

奉好或不好，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乎的是，他在那個過程中，怎麼事奉神？ 

他是怎麼對神的？他是怎麼樣奉獻⾃⼰來事奉神？ 

這就不在乎你活多久了，⽽是在乎你事奉神的那種實質的動作和意義。 

我們看到保羅他在遇到問題的時候、遇到操練的時候， 

他更盼望能夠與主同在，他希望早⼀點離開，回到主那邊去， 

越有患難，他覺得盼望越⼤，因為他事奉主，做得太實在了。 

  

曾經有個姊妹說：「傳道，憑良⼼講，能夠進天國很好，但是我現在還不夠，我

還要多留世界，還可以玩⼀玩，還可以多多勞碌、勞碌。」 

當然她講完了，我看她也不好意思講什麼，因為她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過了⼀段時間，她真的很認真服事神，那個時候她就說：「啊！還是在神的國度

好，主耶穌哪⼀天接我⾛，我就感謝！」 

咦？這個跟半年前講的話就不同了，這個時候我才跟她說：「半年前妳這樣講，

我覺得很奇怪？」感謝主！服事主會成⻑。 

 

為什麼保羅他能夠那樣，衝破眼前的患難？ 

保羅如此忠⼼的事奉神，⾄少有幾個動⼒影響著他，使他願意全然的事奉神。 

第⼀個動⼒：主的愛激勵他。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五 14第一句話) 

 

保羅能夠在困難的環境中，做好福⾳⼯作，他選擇服事耶穌基督放棄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主的愛⼀直在激勵他。 

為什麼我們懶惰？不再重視信仰，不再愛那麼親近主、服事主。 

很簡單的原因，就是主的愛，對你的感動太少了。 

所以有些時候就變成「形式」應付、應付。 

主的愛激勵的⼈，凡事都會想到耶穌的⼀切，當被主的愛激勵時，有時是沒有原

因的。 

 



⼩弟常常都在做訪問，有時候我們就這樣⼦講⼀講，神的話⼀點點，可是⼤家就

彼此感動啊！有的就掉淚了，有時候念神的話也掉淚，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主的愛激勵。 

近我們去訪問⼀⼾信徒，太太是信徒，先⽣才來我們這裡慕道，才講兩、三個

恩典的⾒證，他都很認真聽， 後要⾛的時候⼀起禱告，這個先⽣就得聖靈了。 

這是「主的愛」在激勵。 

 

為什麼我們喜歡參加外⾯的活動？ 

甚⾄⾃⼰家庭有旅遊的活動，為什麼？因為我們愛家庭。 

那我們參與事奉的⼯作，有時你根本沒有準備要講什麼話，只跟對⽅說：「你要

奉主的名禱告，你把所有的話，跟主耶穌說，祂會垂聽。」 

就這麼奇妙，有的⼈病得醫治、有的⼈就這樣得聖靈、有的⼈就這樣哭， 

也不知道什麼理由？ 

這是主的愛在激勵，你如果有這種經驗，⼀次、兩次、三次……⼗次、⼀百次， 

你會不愛主嗎？你得聖靈的時候，是怎麼樣感動的？ 

但是那個感動，到現在幾⼗年的信仰，你有再次這樣的感動嗎？ 

原因是主的愛不再激勵你了，因為你把你的⼼⾨關了，聚會的時間變少了， 

讀經也沒有辦法讀進去，那主的愛在哪裡呢？ 

 

保羅一信主，就一直記得主的愛，他不會忘記。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二章 20) 

 

保羅從(受)洗的那⼀天起，就清楚地知道，是耶穌為我被釘在⼗字架， 

所以我現在是因著耶穌⽽活。 

⼗架的救恩，是耶穌以「完全的愛」愛保羅，對我們也是，是耶穌為我們來捨⼰， 

保羅真的很了解主的愛，所以他做聖⼯不怕困難， 

被⼈家逼迫、被⼈家誤會，甚⾄有⼀群⼈⼀直追著他傳福⾳到處破壞， 

但是他服事神的動機、⼒量還是沒有改變。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五 8) 

 

保羅清楚主的愛，因此說：「我們還在做罪⼈，祂就為我們死了。」 

當我們還在做罪⼈時，主耶穌就呼召、慈愛、憐憫就已經開始要降臨了， 



這是神的愛在我們身上顯明，我們所有的⼀切，不是從祂來的嗎？ 

所以我們事奉祂是應該的，就算付出⼀切代價也是應該的， 

事奉神，應該要常常被主的愛激勵。 

 

第⼆個動⼒：主的恩典同在。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

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十五 10) 

 

保羅的動⼒來⾃於：主的恩典同在。 

⼀個基督徒，是神的恩典同在，把我塑造成祂的兒⼥， 

讓我得到什麼樣的能⼒？讓我具備什麼樣的知識？ 

讓我具備有什麼樣的智慧？所以現在才成了這種⼈。 

我們⼀出⽣什麼都不會，每⼀個⼈⽣⻑的過程⼜不太⼀樣， 

我們也經過喜、怒、哀、樂的⽣活，也經過勞苦、愁煩的⽣活。 

到了今天，我們被神的恩典塑造成這樣，當然你不能醉酒，還說：「是耶穌叫我

醉酒，所以我到現在還是酒⻤。」 

你不能這樣說，屬於不義的事，都不屬於神的恩典，是你要讓⾃⼰⾛上這條路的。 

神的恩典是讓⼈跟神的國有分，所以保羅堅持這樣的⼀個信念： 

主的恩典與我同在，我就勇敢的去⾯對。 

 

有時候耶穌基督會在我們身上做記號： 

⼩弟的右⼿在⼩學⼗歲的時候被百步蛇咬，我當時被醫院認定是兩天後死亡，所

以院⻑和醫師都認為我這隻⼿臂要砍掉，因為我⼀到醫院的時候，我呼吸脈搏跳

動 12 下⽽已；⼀分鐘 12 下(正常要 72 下)，然後我眼睛都看不到，⼀⽚⿊暗，

從我被咬的⼿臂，到胸部、⼼臟都是百步蛇的毒液啊！ 

所以我呼吸⾮常困難，台中省⽴醫院的院⻑就宣佈死亡，當時郭頂順⻑⽼跟這個

院⻑很好，當時還沒有簽那個契約(切結書)嘛！(郭⻑⽼說：)「這個孩⼦死我負

責，跟你們醫院沒關係！」然後第⼆天晚上，我媽媽在我的床邊禱告，叫我也禱

告，我實在很累，所以我就睡著了。 

當時⼩弟的⽗親在台東駐牧教會，也沒有電話可以聯絡，所以這⼀段⼼路歷程我

媽媽也⾮常⾟苦，禱告到半夜兩、三點， 後我媽媽把我許願給神說：「這孩⼦

活了就還給祢！」她也睡著了，趴在我的床舖旁邊。 

這個時候穿⽩⾐的⽼⼈家就過來了，神的榮光就照下來了，跟我媽媽說：「妳的

禱告我聽到了，這個孩⼦我要，他會好！」祂說：「會好！」我整個⾁都爛了，

我那隻⼿的⻣頭都露出來了，整個⼿都僵硬，病毒感染、整個都上來了，所以我



媽媽建議 好把爛⾁拿掉，如果真的不⾏再來鋸斷這隻⼿臂。 

弄完以後，我媽媽就憑著信⼼說：「剩下擦藥、那只好帶我回去。」 

醫院不願意說：「這樣回去會死。」我媽媽說：「沒有關係！」 

所以回去就藉著禱告，但是我被宣判是終⽣殘廢，右⼿不能動。 

 

我有左⼿可以寫字、也可以寫⽑筆字，因為我的右⼿不能動有⼀年，但是後來我

慢慢的⽤它，開始重新⼜⽤右⼿寫字、做事，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才學彈琴，活動

我的⼿，所以我知道那種⼀步⼀步在復健的快樂！ 

那個歷程啊、要時間，⼀直到我的⼿全部都可以動，甚⾄我的同學跟我在⼀起幾

年，到畢業典禮才發現我的⼿是這樣！但是對我來講，這⼀隻⼿並沒有帶給我什

麼不⽅便，我參加柔道⽐賽，打得也不錯喔！ 

我也參加很多的運動，代表學校去⽐賽。 

真的！有的⼈到後來才知道我的⼿這樣。 

在⼩弟的認知，這是神給我的真正的記號，這代表神的恩典。 

遇到任何操練環境的時候，只要看到這隻⼿，想到神的恩典同在， 

別⼈的誤會、別⼈的批評、別⼈的謾罵，看到神的恩典(右⼿)都化為烏有、重新

得⼒去⾯對！ 

⼈的世界本來就這樣，所以我們要有這個認知： 

事奉神，在乎的是神恩典的同在啊！到底你從耶穌基督拿到多少記號？ 

 

約翰福⾳在說「神蹟」的時候，它⽤「miracle」神蹟這個字眼；但是在⾺可福

⾳，那個神蹟的字眼，在原⽂裡⾯是「記號」，我們英⽂講「sign」。 

我們有多少「記號」在身上？那就是神的恩典。 

有時候我們⼀直想為什麼我遇到這樣？別⼈就沒有。 

這個時候你更要服事神，把信⼼拿出來，因為「神同在！」 

這不好的情境會成為你的記號，變成恩典的記號，會代替我們所有的不滿、怨⾔，

神恩典的同在，會讓⼀個⼈在神⾯前更加成熟，保羅就是這樣。 

 

第三點動⼒：在乎神的⼤能。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

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林前二 4~5) 

 

保羅他的恩賜、權柄、能⼒，我們末後要看到這樣⼦的⼈很難，他所有的動作、

所有的⾒證，很清楚有神的同在。 

但是他還是那麼樣地謙卑，他說：「藉著神聖靈和⼤能的明證」， 



「我們的信⼼、我們的信仰，不在乎⼈的智慧、⾔語」， 

這代表你在世間上，所有⼀切的條件是在乎什麼？神的⼤能。 

就算你有屬世很好的條件，神不⽤你，你也沒辦法，有時我看⼀些⻑輩，雖然只

有國⼩畢業，但是他講道的能⼒不輸⼀個博⼠，為什麼你看到神與他同在？ 

你看到他在講述神的⾒證，有⽣命的⼒量，這和跟在外⾯講課、學術是完全不同

的，為什麼？在乎神的⼤能！ 

 

有⼀次，有⼀個負責⼈跟他太太沒有去上班。通常我從這個教會，到那個教會都

是中午以後才過去。當我在另外⼀間教會早禱時，⼼裡很奇怪，⼀直想著那邊的

教會，然後慢慢的就感受到聖靈的⼀種激勵，就決定：「好！禱告完，收拾簡單

⾏李就過去另外⼀邊的教會，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動？在禱告時，我們特別想

念，那就早點去。結果⼀到那邊的教會⾨⼝，就看到他們夫妻坐在台階上。 

我問：「咦？怎麼不去上班哪？」 

「請假！」他們說。 

「那怎麼坐在這裡啊？！」我⼜問。 

「等傳道來！」他們回答。 

「那麼客氣喔！」他知道我是中午以後才會過來，就在禱告裡⾯交託， 

也不打⼀通電話，就在教會⾨⼝禱告完，坐在那邊等。 

難怪我們在另外⼀個地⽅。也被神的靈感動，我就說：「有什麼事嗎？」 

原來他⼤兒⼦⽣病，跑了幾間醫院都找不到原因，全身發燙、發燒四天了，要降

溫也降不下來。 

那孩⼦眼睛都吊起來了，整個⼈昏昏迷迷的，後來我趕快去他們家，他的媽媽已

經⼋⼗歲，所以只有兩個夫妻、他媽媽，還有這個⼤兒⼦在家， 

另外⼀個孩⼦上學去了，我們能講什麼？ 

我們可以說：「哎呀！給他吃冰嘛！降溫嘛！」可以嗎？ 

「這個醫⽣不夠厲害，再找⼤⼀點的嘛！」是這樣嗎？ 

在乎神的⼤能，於是我們⼀起禱告，奉主的名按⼿，真的好燙耶！ 

但是禱告沒有幾分鐘，我的⼿變得好冰啊！ 

怎麼這麼涼呢？這時聖靈感動：「這個孩⼦好啦！」 

第⼀次感覺在禱告中醫好的。 

所以禱告完我就說：「這個孩⼦好了！」 

那個夫妻說我神經病「傳道，你不要亂講啊！」 

我說：「真的好了啦！」 

如果沒有神⼤能的明證，你敢講嗎？ 

主在中間、聖靈在中間，這個孩⼦好了。 



當他們說：「傳道，你神經病，你亂講。」但他們講我沒有關係， 

你看，那個孩⼦就起來、不能動卻醒過來說：「我要喝⽔，我要吃飯。」 

⽔⼀喝、喝很多，然後就去吃飯。吃完飯說：「爸爸，媽媽，我出去⾛⼀⾛！」

就出去了，出去玩了，隔天就去上學了。 

他們有什麼感受，我不知道，但是我 清楚的，是我們算什麼！ 

我是醫⽣嗎？不是。 

就算你是醫⽣，也不可能全身的病你都知道。 

腦科有腦科的，你不能說你是腦有問題，你去找婦產科，不對 ！但是這⼀些在

神⾯前啊！都不算什麼！只要主耶穌願意，在乎神的⼤能。 

 

耶穌有三次，有三個病⼈從死裡復活的⾒證。保羅的福⾳⼯作裡⾯，也有讓死⼈

復活的⾒證，有什麼病會⽐死⼈復活來的更加真實呢？ 

是我們在乎神的⼤能，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講話就很厲害，就能轉變什麼？ 

⽽是說我們奉主的名禱告，讓我們講到神的經驗中、有神同⼯， 

因為我們在乎的是神的⼤能。 

所以保羅說：「我們身上都烙上了耶穌基督的印記」，這就是神⼤能的明證！ 

有聖靈的同⼯，神親⾃帶領的時候，你在事奉神的事情上⾯，你更加專⼼， 

還在乎什麼⼈的看法、還在乎什麼⾃⼰的感覺？ 

我們需要這樣事奉的⼼志，藉著主的愛、藉著主的同在、藉著主的⼤能，去完成

每⼀樣⼤⼩聖⼯的事奉。 

你就不會再找理由，你也不會投機取巧、也不會應付， 

你會真實的去⾯對。每⼀次事奉神的動作， 

因為你知道，你要得著耶穌基督，活著要預備能進⼊將來永⽣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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