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定位的季節 

--根據江秀琴牧師主日信息整理 

• 逾越節的真實意義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你們吩咐

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留到本月十

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 （出 12:1-3,6） 

“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 神就是要他們在那一個月，神要把以色列

人從埃及帶出來，這個月要稱為正月，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農歷月的正月，為一年之首。也

就是神要 reset（重新定位）。神要以色列人的每家都有一只羔羊，把羊的血涂在門框、

門楣上，神要來審判整個的埃及。祂一看見這血，就會越過去。那一天，只有以色列人住

的歌珊地，是那麼平安。但是整個埃及，都在哀嚎。每一家都死了一個長子。 

“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

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 （出 12:12） 

以色列人照著摩西的話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銀器和衣裳，因為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

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給他們所要的，他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出 12:35，

36） 

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要金銀財物，憑什麼啊？他們在埃及是為奴的，已經四百多年做

奴隸，完全沒有地位！他們居然敢跟埃及人要財物，他們就是順服摩西說的，去跟埃及人

要財物。埃及人就真的把財物給他們。 

他領自己的百姓帶銀子金子出來，他支派中沒有一個軟弱的。他們出來的時候，埃

及人便歡喜；原來埃及人懼怕他們。 （詩 105:37，38） 

詩篇這裡講得更清楚了，埃及人懼怕他們，所以就說：“你要金銀，給你，只要你

離開就好了。”埃及人歡喜他們離開，因為怕他們，因為埃及人已經有十災，太可怕的災

害臨到了，到最后，每一家都死掉一個長子，金銀算不得什麼，生命換不回來了，埃及已

經整個要敗壞了。 

埃及人懼怕他們？是不是整個顛倒過來啦？以色列人本是為奴的，今天居然主人都

懼怕他們了，那些欺負他們，不把他們看在眼裡的都懼怕了。這就是神說，祂設立逾越

節，就是要來重新定位。祂要重新定位我們的身份、地位、價值！祂說：“你今天不再是

為奴的，你不是一個受轄制，受欺壓的奴隸，我要把你帶出來，要重新定位你的身份！”  



• 重新定位你的身份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

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

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出 

19:4 -6） 

這段經文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把他們帶到西奈山，告訴他們一段話。“在

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應該講：“就必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屬我的子民”，在

英文裡是指：我特別的寶貝（A special treasure）神要我們做祂特別的寶貝，因為全地都

是祂的。你想想看，全地都是神的，你卻做祂特別的寶貝，你是歸屬於祂的。榮不榮耀？

太榮耀了！尊不尊貴？太尊貴了！從奴隸忽然變得這麼尊貴！ 

你本來是個奴隸，是沒有價值的，一直做苦工做到死了為止。你的價值就是那一個

肉鍋，還有那一些飯，讓你吃飽，有力氣就繼續做工。這就是以色列在法老王，在埃及人

眼中的價值，他們的身份、地位就是世世代代做奴隸。可是，神要重新定位他們的身份：

“今天是耶和華的逾越節，我要把你們帶出來，重新定位你們，恢復起初我造你們，我與

你們祖先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你們是那麼尊貴，你們是歸我的，你們是我的寶貝，你們是

特屬我的，是聖潔的國民！”也就是說：“你們是自由尊貴的。” 

在出埃及記 12 章 35 節裡，他們出來的時候，本來很害怕，卻變得昂然無懼。因為

那一夜，他們吃了逾越節的羔羊以后，有什麼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跟埃及人要什麼

東西，埃及人就給他們金、銀、財物，要多少給多少，因為埃及人變得很怕以色列人。然

后，他們昂然無懼，變得自由、尊貴，因為他們是屬神的子民。 

這個都在講耶穌，在 2000 多年前，這位神的羔羊親自來到地上，祂成了肉身，成為

逾越節的羔羊。在逾越節 9 點鐘，羔羊要被獻在祭壇上，到下午三點鐘時，大祭司要上

祭壇，就割這只羊羔的喉嚨，就要宣告：“成了！”意思就是說，債都還清了。耶穌就是

在早上九點鐘被釘在十字架上，下午三點鐘的時候，祂喊：“成了！”祂就斷氣了！ 

耶穌一步步地來應驗，祂就是這只羔羊。祂所要做在我們身上的，就是重新定位我

們這個人。祂說祂用羔羊的寶血贖我們的罪，買贖我們回來歸給祂，做祂聖潔的子民、君

尊的祭司！ 

• 重新定位我們的價值 

以色列人經過逾越節，他們本來是為著一鍋肉而工作，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常常

是為著那一份工資而在這個世界工作。埃及就是預表世界，法老王預表世界的王，他要壓

制你。而許許多多神的百姓為一份工作而受壓制、做苦工。可是，神要重新定位你的身



份，就是要你明白，你今天不再為那一份工資而工作，你今天是那麼自由尊貴，你是神的

百姓，你今天如果把你的心完全的歸屬於神，你就可以對這個世界說：“我要為神的國，

交出錢來，我要為神的家而效力。” 

有很多基督徒企業家都這樣經歷，當他們把自己的公司獻給神，說：“神哪，這是

你的公司。”他就有權利來跟神說：“所以這個世界要交出錢來，讓公司來為你的殿效

力，為你的國效力，為你的家效力。”這樣的事是一直都在發生。有一個企業家有作見証

說，過去他怎麼樣為自己拼命地作，后來整個公司全都垮了。他開始悔改，開始為神而

活，他知道他經營什麼都是為神。后來，神開始祝福他，使他東山再起，他就不再是為這

個而受壓制，而是為神來經營這個公司。他不再作金錢的奴隸，而是作金錢的主人,他整

個心態就不一樣。 

你不再是奴隸，而是主人，你是自由的，是尊貴的，你是屬神的聖潔的子民。出埃

及記第 19 章說，你們是歸我作祭司的國度。也就是，神今天把我們從為奴之家帶出來，

就是要我們明白自己是屬於一個國度，這個國度每一個人都是祭司。你不再是一直作苦

工，一直干活，而是祭司，你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敬拜祂，尊崇祂，並常常在祂面前來

禱告，你是要藉著禱告而活，而不是藉著一直干苦工。 

今天我們很多神的兒女，包括我們在神的殿中服事神，很多時候我們一直為神做

工，但神說：“你要用禱告，因為你是祭司，你要活在我的面前，因著活在我的面前，你

就是那麼尊貴，會得著我的愛，得著我的權柄，然后去搶救人，去服事人。”這是不一樣

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次序。 

• 重新定位我們的生命 

詩篇 105 說： “祂支派中沒有一個是軟弱的。”以色列人歷世歷代都做苦工，營養

一定不太好，付出的勞力很多，他們的身體一定有很多的磨損。可是那一夜，他們一出來

的時候，神說祂的支派沒一個是軟弱的，為什麼？他們吃了羔羊的肉。當他們出來以后，

四十年在曠野，身體很好，可以一直走四十年，腳沒有腫，鞋沒有破，有奇妙的體力、恩

典在他們身上。因為那一夜，神重新定位他們的身體，神召他們出來，不止沒有一個是軟

弱的，而且他們還是軍隊。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出埃及記 12：

41）神看他們是軍隊，不再是老弱殘兵，他們常年做苦工，中間一定有很多老弱婦孺，

這裡痛，那裡受傷。可是那一夜，他們吃了羔羊后，走出來。神說，耶和華的軍隊出來

了，神看他們是軍隊。軍隊裡面的士兵應該是強壯的，沒有人把老弱婦孺招來當兵，而且

是耶和華的軍隊！在曠野的時候，他們要打仗，而且都打贏了，是不是神重新定位他們的

身體？ 



再過一個多禮拜，就是逾越節，耶穌就是在逾越節來應驗，來向世人宣告：“我就

是那一只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我就是要來為你們死，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

的，你們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就有生命，是永遠的生命。”他要來重新定位我

們。但今天很多基督徒對這個真理，似乎懂，又似乎不懂。為什麼似乎懂，好象聽過，似

乎不懂，沒有很真實地進到我們的裡面，以至於我們還會活在軟弱的樣式裡。 

今天的逾越節，我們不容許自己再似乎懂，似乎不懂了，因為神要來重新定位我

們。今年的逾越節開始會是一個奇妙的日子，會有奇妙的事要發生。這些日子，我就覺

得，神一直做快手筆的工作在我們當中，因為祂要重新定位我們。 

• 見証一：木訥變熱情 

有一位青年的弟兄，父母離婚，來到我們青年人的團體當中時，他就非常木訥，情

感非常受壓，在小組裡面小家裡面，好象一個木頭人一樣，有沒有他存在，別人也不會感

覺到。他就是這麼安靜的一個人，不大講什麼話。去年，他忽然發現自己的問題，他很想

認真面對自己的問題，就對小組裡面的人說：“請你們為我禱告，因為我父母離婚的時

候，我父親跟我講，我是會做大事的人，可我實在看不出我能做什麼大事，因為我連情感

都沒有辦法打開。” 

他想：“為什麼我不能這麼愛神，其實我對神是有渴慕的，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親

近神，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講到他的經歷，大家為他禱告，好多個人就流淚。他在小

家裡面每一次只要一分享，只要一敞開他的心，就好象有一種特別憐憫的能力、恩膏臨

到，總是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會流淚。神造這個青年人，其實很有熱情，有很豐富的情感，

很有憐憫心，很細膩。可是因為環境，他連情感都沒有辦法打開，非常被動，沒有熱情。 

今年，他的小家長請他帶小組領會，剛好他們在聽《服事》第八卷，講到憑著愛心

說誠實話。他就問大家：“你們覺的什麼是 support（支持）？”他說：“你覺得做一個

領袖，需要有怎麼樣的一些特質才能夠 support 到你。”有些人說，要勇於找對方交通。

當別人講的時候，他就寫下來。 

他又說：“你們就寫一下，對我今天帶聚會，對我們的小家長，你覺得我們兩個人

缺了哪些這方面的特質，把你們寫下來的給我們，我們會向大家敞開。”於是，大家就

寫。然后，他就開始敞開地分享這些紙條，作為一個帶小組的，作為一信領袖，他應該有

哪一方面的特質，應該改進哪些方面。 

於是，小家長請大家來為他們兩個禱告。禱告的時候，有的人就流淚禱告說，我們

在這方面沒有，那方面也沒有。他把整個小組帶得很好，他的小家長就好稀奇，這個憑愛

心說誠實話的題目，他可以帶得這麼有創意，這麼實際，這麼感動人，大家都覺得很得

著，很滋潤。后來，他的小家長、區長要他好好禱告，因為以后他會當小家長。 



有一個先知來為他禱告說：“會有一個很大的信心恩膏在你身上，你是一個深思熟

慮的領袖。”這個弟兄從他開始發現自己的問題，到他願意開始突破，就一直改變。有一

個最大的改變就是他過去都講英文，現在願意講中文，因為他從小在美國長大，講英文會

比較流利，但現在，他願意突然他的性格。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辦法親近神，沒有辦法象

別人那樣熱情地愛神，他就開始去做過去不做的一些事。 

他對小家的一些人說，以后凡你們希望我做什麼，除非我能找到很好的理由拒絕，

否則，我都願意做。當他願意，就開始一直改變。他是一個很忠心的青年人，他在我們教

會，做音響同工已有五年，從來沒有遲到早退，而且都是提早到，就是默默做事。今年，

他被升為小家長，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一點一點一直要成就，要開始顯明，就是他有一個

心，願意突破，這叫作重新定位！  

• 見証二：走出孤獨，找回定位 

有一個弟兄在我們當中服事，他盡心竭力，做得非常好。一個先知對他預言說：

“神呼召你，神的心意是要你做牧師，但是你會覺得做牧師太麻煩了；神還要把天國的一

些資訊（先知性的恩賜）賜給你，得這些跟你不相干。”我覺得神好有智慧，因為神先講

出他裡面的思想：他喜歡把事做好，但是牧師要接觸這麼多人，這個太麻煩。神也給他先

知性的恩賜，可他覺得這個跟他不相干，所以他就停在那個地方，神就沒有辦法把好多天

上的資訊藉著他帶到地上來。 

耶穌快要回來了，所以祂希望祂的每一個孩子，都不要作奴隸，不要一直苦干，因

為祂要我們做祭司，要藉著我們將屬天的開啟帶到地上來，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祂的心

意，如果我們願意，神就會開始重新定位。 

這個弟兄從小在家庭有一些傷害，以至於孤兒的靈在裡面，不喜歡跟人有太多的接

觸，不喜歡搞人際關系。但我覺得，他如果當牧師，會是一個很甜的牧師。我跟他們夫妻

談的時候，他太太說：“真的哎，我們當小家長的時候，小家員好幾個都說他是很好的小

家長，把他們照顧得好好，是他們所經歷最好的小家長。”可是就他而言，他就是不想碰

這些。 

我們對自己的認識有我們的喜好、傾向，跟神造我們的心意差太遠了。但祂回來的

日子近了，祂希望我們要回到祂起初創造的，各就各位，不是就你的位，而是就神要你站

的位，神的國度就會豐滿起來，你也會找到神造你生命的意義，你會覺的那麼喜樂。也

許，你覺得你現在做事也很喜樂，但是你還在埃及做苦工。神說：“我要把你帶出來。”

這個月是正月，神要開始帶領你進入第一個月，讓你從世界出來，進入祂的心意裡，那是

一個很美的循環。 

• 重新定位我們的地位 



你要將他們領進去，栽於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你為自己所造的住處；主

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聖所。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出埃及記 15：17，18） 

這段經文是說，我們是祂的產業，是祂所經營、建造的產業，栽在祂產業的山上。

神產業的山上太豐富了，你一栽下去，就有非常豐富的營養和供應，你會長出豐滿的生命

來，那豐滿的能力能供應出去，你會搖身一變，發現原來神造我的心意是這樣。 

當初，我如果沒有順服神的心意，出來全時間服事主，我會覺得在貿易公司上班賺

錢，可以奉獻給許多傳道人，因為我喜歡在貿易公司過多彩多姿的生活。但是，還好我順

服神，出來越多年，我才發現，其實神不需要我賺那些錢，祂可以養很多祂的仆人，可

是，祂要我來成為祂的仆人，為祂再孕育出更多神的仆人，讓祂的國度更豐滿。所以，祂

要把我栽在祂產業的山上，就是祂為自己所造的住所，是神的聖所，祂要把我栽在那裡，

祂也要帶祂整個百姓都要栽在祂產業的山上，祂要在那裡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每一個神的百姓都會成為祂聖所中的偉人，每一個都會做出太多太奇妙的事，這是

祂所要做的，需要我們對祂有回應。如果你聽先知發預言，卻一直沒有對的回應。你一直

覺得不可能，也不願意，那你還是你，還是在你自己的居所，沒有辦法被神栽在祂產業的

山上。 

雖然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但埃及還是在他們的心裡面，他們還是奴仆的性格和思

想，沒有真實認識神，不知道這位羔羊美善的心意，沒有讓這位羔羊來作王，那是何等的

美，何等的善，祂要來經營你，治理你。可是，你要順服踏上去，即使你的思想通不過，

不以為然，覺得自己不是這塊料子，覺得自己不會做這事，但你還是要一直願意跟隨，你

才會發現神一直做奇妙的工。 

可有些人自我太強，他的喜好、想法、傾向都太強。神藉著先知跟他說：“我把你

帶到這個教會，就是要蓋摩天大樓在你身上。”事實上，神把一些人帶到我們教會，是在

他身上有很大的心意，神要把他的生命轉化，神要做很大的工，然后藉著他，去為神得

國，去影響許許多多的人。 

但他不要人家碰他，不要人家改變他，他要做他喜歡做的事，不要人家來說他，很

可能是因為成長過程中有一些傷害，所以人家一靠近，要跟他說話，他就覺得很怕，他那

不健康的心態就造成錯誤的反應，以至於神的摩天大樓才蓋一、兩層樓，就沒辦法往上

蓋，有的人可能連地基都沒有辦法打，因為他的地基太硬，打不下去。 

• 逾越節，重新定位的日子！ 

我們要留意，神在我們身上的心意是大的，但我們需要跟祂合作。這位美善的神對

我們心意何其多，每一個意念都何其寶貴，祂要做在我們身上。逾越節到了，耶穌來為你



死，是為著把你從埃及法老王的壓制底下救出來，讓你重新明白你的身份和地位， 你不

是一個奴仆，不是奴隸，也不是做苦工的。 

今天，我們很多基督徒其實愛神，但他卻一直是做苦工的心態，神說：“我沒有讓

你做苦工，我是把你背在我的身上，帶來歸我的，把你的心歸我，把你的愛歸我，我會帶

你來做，你就輕省了。”  

  可是，我們一直很習慣的做苦工，這是奴仆的性格，神說：“時候到了，我要重新

定位，我要做快手筆的工作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逾越節是神要打開天的節日, 每一個節

期，都是神要做大事的時候, 是神天開的時候, 是神特地來與人相遇的時候。 

在第一個逾越節，以色列人順服著摩西出來，昂然無懼地帶著埃及的財務出來。 

“我是誰啊! 竟然他聽我的, 叫他把金銀給我,他真的就給我.”。可是，當他們看見埃及的

追兵來了,就開始埋怨說：“摩西啊! 埃及沒有墳墓嗎? 我們要死在這裡嗎? 叫你不要打擾

我們, 就讓我們在那個地方”。  

神就跟摩西講說：“告訴他們，只管站住，要看耶和華神今天要向他們施行何等的

大事，不要懼怕，只管站住。” 讓他們看到海就分開了，他們過紅海到對面。埃及的追

兵被湮沒了，他們就歡喜快樂！“耶和華啊! 何神像你啊！ 至聖至榮！ 可頌可畏！ 獨行

其事！你太奇妙了！” 

 隔不到三天，沒有水喝，他們又開始埋怨，“你要讓我們渴死啊！” 摩西跟神禱

告，神說：“你就擊打磐石，水就流出來了”，又過了幾天，他們又埋怨沒有肉吃，神就

跟他們說：“我今日會給你們肉吃，給你們嗎哪”，就叫他們遵守禮拜，安息日的前一天

取兩份 安息日不要再出去撿，他們就是不聽話，有些人就出去撿，真的是沒有。他們覺

得沒有撿可以再回來，可是神都看在眼裡，看他們到底肯不肯聽神的話，神多次都沒有責

備他們，直到美地之前，他們還更大埋怨，最后，他們就進不去美地了。 

 這些事要作為我們的鑒戒。神要重新來定位我們，我們需要認識祂是美善的神，要

明白我的身份，神把我從奴隸轉變為一個尊貴的，特別屬祂，歸祂，成為聖潔、尊貴的祭

司，不是做苦工的，我可以藉著禱告，神就做其妙的工作。神要我們不要埋怨，我們有一

個很好的方法，從今年開始，我們不管遇見什麼事，先感謝贊美這位被殺的羔羊，祂重新

定位了我，祂什麼好處都不會不留給我。 

• 見証三：效法父母，進入命定 

   有一位區長秋元的女兒，在大學前就效法她父母，每天親近神，無論坐車或走路，

她就一直在學習親近神，去建立跟耶穌親密的關系 ，等她去上大學后， 她就跟神說：

“神啊！ 像我這麼一個平凡的人，又害羞，什麼都不會，我能夠做什麼？”神說：“ 一



個平凡的人，只要她願意，就可以做出非常不平凡的事。因為我要的只是你們忠心到底，

不在乎你平凡，不在乎你是否杰出 ”。 

這個小女孩聽了就很高興 ：“神啊！忠心到底，我可以，我願意忠心到底。” 后來

她就有負擔跟另外的四、五個人一組，開始為校園的復興禱告。有一天聚會，有 500 個

學生參加，聚會中聖靈很大澆灌下來，這 500 個學生被聖靈充滿，他們當中只有 15 個知

道聖靈的工作，485 個學生都不知道聖靈的工作，。當他們被聖靈充滿，就一個個起來跟

神大大悔改：有的說自己從父母受傷而變為忤逆父母，有的說自己看色情網， 有人說自

己過了不道德的生活.......。 

   這一個姊妹只是很平凡的青年人，她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恩賜，而且內向害羞，她

只是願意操練親近神，而親近神就是一直在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神就一直帶領她，

藉著她們的禱告，神就降下這個校園的復興。她現在每一次跟同學一起禱告，就禱告到很

晚，她每次都是禱告完了才做功課，她成為一個非常熱情愛神，對神絕對的忠心的代禱

者。 

  耶穌快要回來了，祂要使祂的每一個百姓明白自己受造的目的，明白祂造你，在你

身上的心意是什麼？日子不多了，你要往這方面去活。神這些日子開始做很快的工作，你

要去回應神，過去無論神藉著先知或者藉著一些人為你的禱告，或者是你自己的禱告，或

者是神對你講的一些話，你要去回應禱告。 

並不是說，神跟你講你會成為列國的先知、列國的布道家，你就趕快問：“要不要

讓我來講道啊!讓我來操練，我要成為列國的布道家”。不是這樣的，而是你要開始留意

你的性格，要去跟羔羊對齊，要吃祂的肉，喝祂的血，跟祂建立親密的關系，你的性格要

一直願意被祂磨塑。 

 神能夠用的器皿，可以被神用多久、 多長、多大 ，都是在乎這個人的性格，只要我

們的性格一直活在受傷害、不健康的裡邊，神就沒有辦法用。一個受傷害的人舉不了很重

的東西，他沒有力氣，會被壓傷的；一個受傷害的性格沒有辦法的去乳養很多人，他會覺

得太煩，會受不了，會導致自己滿身更大的傷害，又傷害更多的人。 

• 神的節期是神所定！ 

   這些日子正是我們跟神對齊的日子，是神審判埃及的時候，祂要敗壞埃及一切的

神。去年逾越節的時候，戴冕恩牧師跟他的家人在夏威夷度假，一天，神很早把他叫醒，

告訴他，2014 年的逾越節開始，神會震動一切可被震動的。研究天象的發現，今年的逾

越節剛好有月全食，從今年的逾越節到明年的住棚節， 有四次的月食，兩次的日食，而

這個都剛好都發生在以色列的節期，若再發生也要到五百年以后。 



在過去的歷史中，當月食、日食發生在以色列的節期的時候，常常有大事發生。從

今年的逾越節 4 月 15 日起，神要震動一切可被震動的。神說，祂要敗壞埃及，埃及就是

預表世界，祂要敗壞一切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就是指世界在我們裡面勝過神的地位。那

個世界是不是金錢？名利？地位？它在你的裡面一招手，你就跪拜下去。什麼在你的裡

面，地位大過神？這幾天趁著在逾越節之前，我們自己先把這些向神悔改，把這些交給

神。“神啊，你來審判在我裡面一切世界的偶像，讓這些都完全的離開我，不讓這些在我

的身上！” 

當神在震動這個世界的時候，你不會害怕，你明白神其實是要：釋放這個世界的

王，他轄治祂的百姓，祂要他鬆手，祂要叫這世界王，世界的神的爪牙鬆手，讓祂的百姓

出來服事祂。有什麼東西轄制我們、抓住我們，使我們沒有辦法全心來愛神、來敬拜祂、

來侍奉祂的，我們在今年的逾越節之前最好快一點先求神把這個埃及的神從我裡面拿掉，

以至於我裡面只有不能震動的國度。當神在震動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什麼影

響。 

 當世界震動之時 

 2008 年，當全世界的經濟被很大的震動的時候，有的企業家因為早就把公司交給

神。他說：“神啊，公司是你的，我的生活只要夠用就好。”所以整個世界的經濟體系被

震動的時候，他一點都不著急，他的員工驚訝地說：“老板怎麼照樣笑瞇瞇的？”為什

麼？因為他的心沒有被震動掉。 

另外一個企業家也是。他因為先來參加我們香港的一些培訓，他就開始操練等候

神，每一天都親近神、等候神，把主權交給神，讓神真實掌權做王在他身上，也把他的公

司都交給神。所以 2008 年那個震動，好多的企業家都得憂郁症，有的就跳樓自殺。但他

裡面平靜安穩。神的平安、神的同在在他的身上，所以隔沒多久，神使他的生意又更好、

更蒙祝福！ 

  耶穌要回來之前，被震動的時候，如果你說：“這世界的王在我裡面毫無所

有！”，你就不會被震動。我這一次在預備這個信息的時候，就感覺到，那個羔羊站在我

們每一家的門口，我們全家都在這個門裡面，就是在那吃祂、喝祂的愛，享受祂的愛情，

而神在那保護著我們，遮蔽著我們。這些日子正是我們好好跟神對齊的日子，好好跟神對

齊的日子。 

還有，當我想到那 500 個學生，我就好稀奇，居然有 485 位都不知道聖靈的工作，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年來，我們要在各地、各方開始植堂，因為有這麼多神的兒女不知道聖

靈的工作，他們在末后的日子怎麼樣站立？只有聖靈在末后極大的震蕩的時候，可以解決

我們一切的問題，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在整個世界被震動的時候，聖靈會更大充滿祂的教會，神跡奇事會更大臨到教會，

去彰顯出來，去供應各地的百姓的需要。我們為什麼需要在各個牧區，在每一個地方植

堂，就是讓神設立祂榮耀的居所在那個地方，去彰顯神一切的豐滿，去把天國的豐富、權

柄、能力去帶到這個地上來，去供應那附近的百姓的需要，去把他們帶入羔羊的隱秘處，

帶入羔羊的保護裡面。 

前些日子有一個基督徒告訴我：“我來到這個教會，才發現這裡的神怎麼跟我以前

在電視上看見的基督教的神不一樣？”我明白他的意思，因為他以前看見的就是，詩班在

台上唱一首《奇異恩典》、《三一頌》，然后平安地下去坐在位置上，可他來到這裡就被

聖靈充滿，他裡面好多的邪靈被趕出去，然后，他也開始可以去醫治別人。神藉著他去為

別人禱告，別人也被聖靈充滿，身上的邪靈也被趕出去。他發現，這位神好大，太奇妙

了，祂充滿了愛，是那麼真實，祂實在太大了，比整個宇宙還要大！他在靈裡面去體會

到，去經歷到。 

神多麼需要更多兒女去傳講、去建立這樣的教會，讓人明白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神，當整個環境越黑暗，越被震動的時候，人們就發現這位神又真又活，太奇妙，太好

了，祂真的充滿了愛，充滿了大能，這是神要我們每一個人知道我們的地位、身份，你不

再是小毛頭一個，是可以起來，為神發光，是可以起來去傳講的。 

• 結語：在主回來之前，神會一直震動這個世界，但是他的百姓是昂然無懼的，是

那樣歡欣、喜樂的，跟隨著雲柱、火柱而前行。神要把我們領到聖山，領到祂的居所，讓

我們一步一步充滿信心，歡喜快樂地來跟隨祂。 你要想一想，當神在震動埃及，震動這

個世界的時候，你這裡面的神是會被震動掉，就是這個埃及的神，你今天可以先跟神禱

告。無論是罪、那些酵，或者是你的金錢、名利、地位、聲望、兒女，什麼在你裡面最抓

你的心的，這一些東西主你要把它交給主。 

你可以先跟神禱告：“主我要把它交給你，我要摔碎這個偶像，我要摔碎偶像，只

有你是我的神，我的王，我要你來做王在我身上。” 

• 問題討論： 

1. 曾經有人為你發預言嗎？與你自己的喜歡有差距嗎？你要怎樣回應？ 

2. 藉著信息，你有發現你自己的問題嗎？你開始為此禱告或付諸於行動嗎？ 

3. 這篇信息一直提到我們在世界上做苦工。目前，你覺得自己在哪些方面一直

在做苦工呢？聽了信息，你打算如何做？ 

4. 什麼是你世界的王？它在你心中大於神的地位，是金錢？名利？地位？請為

此禱告，並向神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