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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爭戰得勝秘訣：更深領會⽗神的愛

!⾒證： 夏威夷的孤兒
!秋源弟兄
!去年⼗⼆⽉, 我們家去了夏威夷旅⾏。 我從年輕的時就會衝浪, 可是來到美國之後的三⼗年都沒有
再衝過, 因此我⾮常期待去年的出遊。天⽗是⼀個⾮常有意思的神, 就有這個旅⾏中, 天⽗讓我發
現了我裡⾯有⼀個孤兒的靈。

!我們在夏威夷安排了很多的活動, 讓我最興奮期待的就是衝浪。我就跟⽼婆租了⼀個浪板, 然後跟
她約了⼀兩個⼩時之後在沙灘⾒⾯。當我玩到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回到跟⽼婆約定的地⽅。
我拿着很重的浪板, 可是我卻找不到她。當我愈找的時候, 我的⼼就愈不⾼興，⼼裡着怎麼有可能
我的⽼婆沒有看到我已經上岸, 她不是在看着我衝浪的嗎? 另⼀⽅⾯, 我也在擔⼼, 因為我⾝上除了
浪板以外, 什麼都沒有, 沒有電話, 錢, 酒店⾨卡, 就連拖鞋也沒有, 我⼼裡就愈來愈不爽。我也沒辦
法就還了浪板, 就⾛回酒店去, ⼼裡想着, 到了酒店之後打給孩⼦, 他們應該會給我開⾨。我抱着最
後的⼀絲希望, 回到酒店, 可是發現我的兒⼥也不在酒店。我就⾮常的⽣氣, 我都覺得這個家都不
理我了, 我死了就算了。他最後就在那邊的等。

!雅婷姐妹
!其實我們家都知道爸爸很喜歡衝浪, 所以我們都⼀早找好了租浪板的店。在那⼀天, 爸爸就很興奮

的, 拿都浪板後就往沙灘去。到了沙灘以後, 我就跟爸爸說我就在這個地⽅等他。 我知道爸爸有三
⼗年沒有衝浪了, 所以我打給了孩⼦, 叫他們到沙灘上⼀起等爸爸回來, 可以讓爸爸衝完浪回來享
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我們三個⼈就⼀直做在沙灘上⾯等, 期待着爸爸⼀上來就能看到我們。天就
⼀直⿊, 可是我們並沒有看到爸爸回來。我們看到爸爸那麼久都沒回來, 我們就⼀直的在擔⼼他的
安全，我們就在沙灘上⼀起為他禱告。直到天都全⿊了, 我們覺得沒有希望了, 就打算報警。忽然
有⼀個念頭要先打電話去租浪板的地⽅確認⼀下有沒有⼈還了浪板, 才發現原來爸爸⼗分鐘之前
就把浪板還了。當我們聽到這消息, 我們都很開⼼, 因為爸爸安全把板⼦還了,我們最後就決定⼤家
⼀起的到酒店找爸爸。我們很興奮的⾛到酒店, 看到爸爸就坐在⼤堂, 頭都是濕的，什麼都沒有。
我們上前想去抱他, 可是當他⼀⾒到我們的時候, 他就⾮常⽣氣的, 站起來, 把我們罵了。我們也不
知什麼發⽣什麼事情, 爸爸只是⼀直在說我們這個家都不理他, 這個家有沒有他也沒有關係。原本
打算⼀起去吃晚餐的, 可是爸爸太⽣氣了, 他就跑了,他不想要跟我們吃飯，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
辦, 只好在酒店⼀起的禱告。到了⼤家都餓了, 我們就去買了幾個便當回酒店吃, 吃到⼀半的時候,
爸爸就回來了,看起來還是很⽣氣。我們⼤家都不敢說話, 也什麼都不敢做。 爸爸就⽣氣我問⼤家
要不要睡覺, 然後⼤家就乖乖的去睡了。到了第⼆天本來我們要去⼀個國家公園浮潛, 到旅遊⾞來
接我們的時間, 我們發現爸爸不⾒了。我們就⽤短信找爸爸, 可以他回覆的話都是⾮常的負⾯。爸
爸都不相信我們是⾮常的愛他, 他就覺得他在家只是⼀個賺錢的⼯具。他就決定他要⾃⼰搬出去
住, 在安排以後的⽣活應該要怎樣過。我們不知道爸爸要⽣氣多久, 我們就只能在沙灘上為爸爸禱
告。

!秋源弟兄 怎樣從孤兒回到兒⼦
!當他們去浮潛之後, 神讓我看到了⼀個異像。 我看到⾃⼰在衝浪, 衝浪時我要⾯對每⼀個波浪, 這

異象就讓我想到我裡⾯有⼀些的問題。我在15 歲的時候就離開家裡，就進到職業學校。在台灣,
如果你是讀職業學校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不會去讀⼤學。神就讓我看到祂怎樣⼀步⼀步的帶領我,
從這樣的背景, 到灣區做了了25年的⼯程師。這個異象讓我看到在這些年來是什麼⼒量幫助我來
渡過這些⾵浪。神在我還沒認識祂的時候就已經在保守我, 祂在我服兵役的時候保守我能平安的
回來。神也保持了我的婚姻, 其實在我跟雅婷結婚的第⼆年, 我就收到她律師給我的離婚通知，但
是神的保守, 我們今年就結婚25年了， 神給我⼀個那麼會跟着我的妻⼦, 還有兩個孩⼦。 在夏威

夷的最後⼀天, 我們⼀起吃午餐, 在我謝飯的時候, 我就禱告, ⽤這機會為着我這幾天冒犯到我的家
⼈道歉。這個時候, 我的兒⼦就給了我⼀個卡⽚, 這卡⽚是他在來夏威夷之前寫的。 卡⽚上第⼀句
就寫着: 爸爸, 我記念着你每⼀個晚上為全家所洗的每⼀個碗, 你有時候當⼀個建築⼯⼈, 有時候當
⽔電⼯, 你這些所有對家裡的供獻, 引導我如果我以後成為⼀個⽗親, 我也願意⽤這樣的⼀個⽗親
的⾝份去帶領我的家庭。這個卡⽚就給了我很⼤的希望。

!江牧師分享

神渴望有⼀個家，因此祂根據⾃⼰的形象創造⼈，要亞當夏娃繁衍⼦孫，祂要與⼈同住；神給⼈
⾃由意志，要⼈⽤⾃由意志選擇相信神和愛神。神是靈， 也是愛，當神吹了⼀⼝⽣命氣息在⼈的
裡⾯，⼈就有了靈，我們的靈本來是要來吸取享受神的愛，認識他的愛，吸取他的愛。然⽽從撒
旦騙了亞當夏娃以後，他們和後代都是孤兒，孤兒的特徵就是懷疑和不信。仇敵欺騙亞當說：
“神怕你吃了這果⼦，你就會像神⼀樣有聰明智慧；神對你的愛是有保留，有條件的。“ 但神說的
是：“你吃的⽇⼦必定死。” 當亞當懷疑，選擇去吃⾮別善惡樹的果⼦，他的靈就死了，跟神的愛
和⽣命隔絕。然⽽神對我們的愛是我們想不通的，為了愛我們，祂使祂的兒⼦道成⾁⾝來到地上，
然後被壓傷，要徹底解決這個罪使⼈死亡的問題；當⼈開始重⽣，活過來，吃喝神的道，與祂相
交時，⼈就可以重新回到神愛和⽣命的道上。
Chuck Pierce 說⼆⽉是⼀個恢復的⽉，突破的⽉，我們要得回失⼟！這與神放在我⼼裡的負擔⼀
樣，我上星期講的經⽂就是以賽亞 63:4：“因為報仇之⽇在我⼼中，救贖我⺠之年已經來到。” 今
年是神報仇之年， 末世最⼤的戰爭，就是孤兒與兒⼦的爭戰。教會，神的兒⼦都要興起，今年我
們不再受仇敵的壓制，不再謊⾔和欺騙當中。亞當的後代帶來的都是是⾮，善惡，對錯；只要不
合就猜疑，就分開，每⼀個家都在⾯臨這個危機，神的家也常發⽣這樣的事：某區⻑想栽培⼀位
姐妹，想讓這姐妹在聚會中帶分享，聚會前⼀天晚上打電話關⼼這姐妹預備的情形，結果這姐妹
⾮常⽣氣，覺得她不被相信，被瞧不起。當我們站在錯誤的根基上，通常都跟成⻑過程有關，就
常有錯誤的反應。秋源和雅婷來到我們教會之前已經吵了很多年，透過教會中多年的裝備已經越
來越好，夏威夷這次是更深的恢復，要徹底恢復神兒⼦的尊貴和榮耀。神有時候透過⼀個很⼤事
情的失敗，很糗的事情的揭發，讓我們認真去⾯對⽣命的根源；今年是神要帶我們進⼊應許之地
的年，因此神像撥洋蔥⼀樣，⼀層⼀層，要我們⾯對裡⾯所有不堅固，所有沒與神對⿑的地⽅都
要收回。
我們當中有⼀位同⼯, 在九年前, 因為她的室友沒有跟她看⼀部電影⽽去了跟別⼈看, 她就難過了
好久。她⾃⼰就得出了幾個結論:1. 我的愛是次等的，我不值得⼈家愛, 2.我根據別⼈為我做了多
少來決定他愛我多少, 3. 我很不喜歡我⾃⼰。 九年過去了, 她以為⾃⼰已經變得⽐較健康, 但當安
通牧師給她發預⾔的時候說"你很⾃卑，你很輕看你⾃⼰，這是你最⼤的問題；你雖然常常知道神
說你很寶貴，神愛你，但⾃卑感是你⽣命中最⼤的問題，且讓你停⽌，無法前進。要接納你⾃
⼰，接納你的⼈⽣！" 她才發現她好像並沒有完全好起來，就在這個時刻, 神的同在就臨到她。我
們的神是很細膩的, 當你在討厭⾃⼰的時候, 祂的同在就常常臨到你。神的愛是常常的拯救我們,
融化我們孤兒的⽯⼼。孤兒的⽯⼼是吸收不了愛的, 神卻是很有耐⼼的來⼀直愛我們。

!上個⽉張瑋媽媽叫這位姐妹在⼤堂上台唱歌, 幫助敬拜團, 可是她說不要，因為她覺得她不夠好，
所以不要參與這樣的服事。在婚姻中，她會被⽼公的不經意的話語刺傷，即使她的先⽣完全沒有
要傷害她的意思。當我們站在⼀個我覺得⾃⼰不夠好的根基上, 任何的話語都可以成為⼀個⼑⼦,
刺在⼼上。例如有⼀次在討論房地產還是稅⽅⾯的事, 她⽼公說 "拜託, 你做⼀些研究以後再下結
論, 不要總是婆婆媽媽, 像菜市場的意⾒" 這位姐妹就覺得很受傷, 她就覺得她⽼公讀書⽐較多,⽽
⾃⼰就是不夠好。 就算⽼公之後跟她道歉, 她的感覺仍然在謊⾔裡。我們要注意在我們的⼈際關
係中, 我們會不會常常在負⾯的領受中。孤兒, 奴僕就是常常活在負⾯的思想裡。神在這段時間就
要來報仇,把他的孩⼦們救出來。祂要全地都看⾒教會,兒⼦要興起, 祂的兒⼦不會再是仇敵的奴隸,
這是⾮常真實的事, 我們要看為重要的。像這位同⼯⼀樣, 過了九年了, 她以為⾃⼰變得健康了, 但
是神還要要⽤安通牧師的預⾔來幫助她有⼀個完全的得勝。我們要完全的把那個我不夠好的⾃卑
感和根基從我們裡⾯拿⾛。

!在前⼀些⽇⼦,她的⼥兒回家時嘟着嘴很不⾼興地說 "今天在學校有⼈不跟我玩"。 這位姐妹就蹲下
來跟他她說： "沒有關係, 媽媽跟你玩, 並且要記得爸爸媽媽永遠是你最好的朋友。" 當她這位姐妹
恨不得將這樣的觀念全部輸⼊在她的孩⼦的裡⾯時, 她才發現阿爸⽗似乎也是這樣跟她說話。 ⼜
有⼀次這位姐妹的⼥兒在教會畫畫,有⼀個⼩姊姊說她畫的不好看, 她就跑到媽媽旁邊告訴媽媽。

這位姐妹蹲下來跟她說" 很好看, 媽媽說好看就是好看 " 在這個時候, 她⼜想到其實她在阿爸⽗眼
中也是⼀樣, 是祂的寶⾙, 阿爸⽗看她是⾮常好看。神好像也同時在提醒她她有時候會尋求其他⼈
的接納, 肯定或是在服事中求表現給⾃⼰打分數。 但是神要她要知道阿爸⽗說好就是好。 她怎麼
樣無條件地接納她的⼥兒，神也是同樣無條件地接納我們。

!申命記1:25-33

他們⼿裡拿著那地的果⼦下來，到我們那裡，回報說：耶和華─我們的神所賜給我們的是美地。
你們卻不肯上去，竟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在帳棚內發怨⾔說：耶和華因為恨我們，所
以將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要交在亞摩利⼈⼿中，除滅我們。我們上哪裡去呢？我們的弟兄使我
們的⼼消化，說那地的⺠⽐我們⼜⼤⼜⾼，城⾢⼜廣⼤⼜堅固，⾼得頂天，並且我們在那裡看⾒
亞衲族的⼈。我就對你們說：不要驚恐，也不要怕他們。在你們前⾯⾏的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為
你們爭戰，正如他在埃及和曠野，在你們眼前所⾏的⼀樣。你們在曠野所⾏的路上，也曾⾒耶和
華─你們的神撫養你們，如同⼈撫養兒⼦⼀般，直等你們來到這地⽅。你們在這事上卻不信耶和
華─你們的神。他在路上，在你們前⾯⾏，為你們找安營的地⽅；夜間在⽕柱裡，⽇間在雲柱
裡，指⽰你們所當⾏的路。

!現在的孤兒跟以⾊列⼈都很像，神記載在聖經上要成為我們的鑒戒。神賜給以⾊列的是美地，但
以⾊列百姓在為奴之家，世代為奴；神⼀直在等，等⼀個⼈，是神可以信託的，因為他可以經得
起，耐打，耐⾼溫，耐拒絕，神興起這樣⼀位領袖，就是摩⻄，把他們帶他們出為奴之地。但帶
他們出來的這條路，只要⼀有困難他們就懷疑神的愛，就抱怨 “巴不得我們死在埃及，⾄少還有
⽔還有⾁“。神要帶他們永遠脫離孤兒的⽣活，進⼊流奶與蜜的美地，歲⾸到年終神都要眷顧他
們，⾬⽔要澆灌他們，他們不需要努⼒踩⽔，神就會按時供應；這實在是美地，不過神沒有說不
會仇敵，但神會負責保護你，為你爭戰，為的是要讓你知道神給你的權柄，你是不⼀樣的，你是
得勝的，你是有神愛的，你是有神可以倚靠的；⽽神沒有讓仇敵⼀下都被趕散，是因為野獸可能
會來吞吃，神細膩的愛，無微不⾄的愛，神預先看⾒及已經預備。孤兒看到都是眼前的困難和環
境，⼀旦受挫，就不相信神的愛。

!神的百姓要有⼀個眼光，活在神的國度裡。神在耶利⽶書形容的，祂的⼼被祂百姓起初的愛，單
純的願意抓住，神整個⼼，整個眼光都是愛；但孤兒整個⼼，整個眼光都是猜疑，負⾯，不確定，
沒安全感，他是不是要害我，奴隸的⼼。

!申命記這裡說到，神賜的是美地，但你們不肯上去，違背神的命令，甚⾄在帳棚中發怨⾔說，耶

和華因為恨我們，所以將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 孤兒當中的⼀個猜疑，若沒有深深悔改，感恩，
這個根不除掉，下⼀次還會再猜疑，到最後⼀關，就要進⼊美地，進⼊安息了，還會覺得神恨我
們。當他們到美地之前，敵⼈已經嚇破膽了，神要他們做的只是繞城，歡呼，就經歷神兒⼦的得
勝，要他們經歷的是安息，但在孤兒的⼼裡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我在為今天信息仰望時，神說，告訴他們，我愛他們，我是在極深的愛意中看他們每⼀個⼈。末
世爭戰得勝的秘訣就是深深知道神對你的愛；你對神的愛有極深的信任時，仇敵拿你沒有辦法。
真知道祂，真認識祂，仇敵就無法⽤謊⾔再來擄掠你成為他的奴僕。以⾊列⼈要進⼊美地之前，
⼗個探⼦都報惡信；在末世，看環境很容易看到⾼⼤的牆，無論是你的家庭，公司，或服事，不
知如何越過這⾼⼤的⼀關。孤兒對權柄完全沒有愛的信任，凡事第⼀個反應就是分，脫離，逃⾛，
我們⼀定要注意對事情的第⼀個反應是什麼。從秋源的⾒證可以看到，負⾯的思想可以⼀直⻑，
很恐怖，但還好有⼀個家，不只⾁⾝基督化的家，還有屬靈的家。家，就是堅固的⼈要擔待不堅
固的⼈的軟弱；當有⼀⽅因為過去的家庭背景或經歷正在被仇敵攻的時候，神是要做更⼤的顯露
和醫治，這時候需要其他的家⼈更多的來包容他，⽽不是⼀般⾒識，像雅婷⼀樣，⼀直伏下來：
“我們⼀定會愛你，照顧你的”，這樣就可以挽回他；當家⼈這樣做時，他的⼼也會漸漸柔軟，聽
⾒神對他的開啟，每個家都需要這樣有神的介⼊。

!看到Chuck Pierce 的話，我就明⽩為什麼我這幾個星期的負擔⾮常重，⾮常迫切。有些⼈可能覺
得，怎麼⼜在講孤兒，但神不滿意於你只是⽐較健康⽽已，祂要你完全地恢復。
現在⿊暗的權勢⽐以前是⼤很多的，以前 “⽐較健康“ 好像還可以存活的，現在沒有辦法，你要在
神裡⾯⾮常的健康。有悲慘的經歷，正可以幫助許多有類似經歷的⼈，神要醫治你，使你成為屬
靈的⽗⺟，成為許多⼈的祝福，把許多孤兒帶回來，轉化成為神的兒⼦。為什麼迦勒和約書亞可
以報不⼀樣的信息？他們所說的不是眼睛看到的，因為神的兒⼦有不⼀樣的眼光，裡⾯有對神愛
的絕對信任，神怎麼說，事情就怎麼成就。保羅也是⼀樣，海上⾵浪極⼤，但他知道神怎麼說就

怎麼成就。現在的環境常常使⼈裡⾯害怕發抖，但不管外⾯媒體或⼈的聲⾳有多⼤，環境看起來
是多麽負⾯，沒盼望，無助，不要全盤接受，要讀經，問神，聽神怎麼說。在地上是聲⾳⼤就得
勝，但神的兒⼦明⽩，當我們⾛在神的話語和⼼意中，沒有聲⾳也必然得勝。爭戰越不容易，仗
要打的越漂亮；爭戰越不容易，好好讚美，其他所有都是神⾃⼰為我們打的。神說，冰雹都是他
的倉庫，是為了我們來打敗敵⼈的，當前後左右都沒有路時，神還會從上⾯降下幫助。

!箴⾔16: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治服⼰⼼的，強如取城。
!神會幫我們打所有其他敵⼈，但有⼀個敵⼈要⾃⼰打。治服⼰⼼的，強如取城，孤兒常常⼀點點
⼩事沒聽清楚就發怒，憤怒的靈再來加溫，⼈就爆炸，要殺別⼈或殺⾃⼰。常常⽣氣的時候都⾮
常有理由，但被瞧不起，其實是⾃⼰裡⾯的領受。孤兒，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戰爭和痛苦，上下左
右的關係緊張。⽽神報仇的⽇⼦⼰經到了！

!在每⼀個環境都會有⼈給我們貼標籤，但是阿爸⽗已經給我們貼了⼀個標籤了, 就是神喜悅你。

我們要常常想到這個標籤，去宣告神對我的愛是沒有條件的。從我們的⽣⻑環境, 我們常常接受
到的愛都是有條件的, 也想想有我是不被愛的想法，所以我們想常常宣告我是神所喜悅的。當上
星期劉帆姐妹做完⾒證的時候, 有很多⼈去擁抱她, 神就對她說這就是為了她所預備的溫暖家庭,
家⼈的愛。當她感覺到這份愛的時候，她就哭出來了, 然後她的情感就被打開了。第兩天神就告
訴她當⼀個⼈要打破舊的模式去建⽴新的習慣，⾄少要花40天。過去她的思想模式就是她的出⽣
是⼀個錯誤, 她很討厭，別⼈不喜歡。現在神要她花40天把新的模式變成習慣，要常常想她是被
愛的, 是被接納的。
⼆⽉是個關鍵⽉, 你如何撒種就會決定你今年會進⼊⼀個怎樣的循環,祝福的循環還是以前舊思想
帶來的悲哀的循環。這是⼀個突破的⽇⼦，神要救我們進⼊美地，我們是真兒⼦⼥兒，不要再活
在孤兒的孤單。在這個家裡, 我們每⼀個⼈都是全⼼的去接納每⼀個⼈。我們都重⽣, 成為末後亞
當的後代，神的靈在我們裡⾯要使我們成為神的真兒⼦。我們要有思想的改變, 我們每天在讀神
的話時, 要把神對我們說的話記下來，然後宣告出來。宣告神的所是要成為我們的習慣，不然等
到我們發⽣事情的時侯就會被冒犯到。像晨光命定⼀樣, 我們要天天敬拜， 宣告神的所是，神的
所是就會打破和摧毀孤兒⼀切的錯誤思想，認定 ，堅固營壘和謊⾔。我們要去撒種, 在屬靈裡, 我
們種什麼就會收什麼。如果你希望有⼀個溫暖相愛屬靈的家，你就不要等別⼈來靠近我，來愛我。
你要去撒種, 你要先去講正⾯的話，去擁抱別⼈。⼆⽉是⼀個恢復的⽉, 是我們得回地⼟的⽉份，
我們要重獲健康的⽉，重拾控制能⼒和權柄。 我們要藉着敬拜禱告, 更多的⾏動去拿回主權。
詩篇94：我⼼裡多憂多疑 你安慰我就使我歡樂

!我要制服⼰⼼，負⾯的⼼思，這四⼗天，不要讓⾃⼰裡⾯有⼀分鐘負⾯。無論聽到，看到什麼，

神要徹底改變我們的體質。如果你的⼼常常多憂多疑，今年是他拯救你的⽇⼦；我們的⼼要常常
回到神⾯前，不要常常看⾯前的⼈事，不要猜疑。家⼈就是永不切斷關係，當我們對彼此有⼀個
永遠的認定，就能挽回正在被仇敵攻的⼈。每⼀個⼈都這樣做，這個家才能形成，這才是神最在
乎的，這是耶穌為我們死的⺫的，成為⼀個永⽣神的家。⼆⽉是積極去幫助遭患難的，在糟糕處
境的⼈的⽉份，你願意時你就先脫離你⾃⼰，神就會加添愛與恩典，這就成為充滿喜樂的家。求
神保守我的⼼思意念，充滿愛的思想；救贖我⺠之年來到，就是脫離孤兒仇恨的思想，進⼊愛，
謙卑，⽣命樹的思想。這是神在2017年神要在教會做的，祂的家不再是分裂分散的，祂的家是相
愛合⼀的家，權柄，能⼒，五穀豐登，神蹟奇事都會在這個家⼤量的產⽣！

!

討論題⺫：!
1. 你會不會很容易懷疑或不信？在你家庭，⼯作，或教會環境中遇⾒困難的事情時，你第⼀
個反應是什麼？你有沒有錯誤的內在誓⾔？你有沒有成功克服負⾯思想的經歷？ !
2. 要養成⼀個正確的思想習慣要40天，在對付孤兒的反應中，你有沒有什麼突破是可以繼續
去做的？ 你每天如何認識神對你的⼼意或宣告神對你的愛？或是有沒有什麼是你希望接
下來40天可以去做，使你能更深領會神的愛？!
3. 主⽇分享中提到: 家⼈就是永不切斷關係，當我們對彼此有⼀個永遠的認定，就能挽回正
在被仇敵攻的⼈。每⼀個⼈都這樣做，這個家才能形成，這才是神最在乎的，這是耶穌為

我們死的⺫的，成為⼀個永⽣神的家。你有沒有什麼覺得不容易，想要放棄，或已經放棄
的關係? 你願意⽤神的眼光重新去修復或建造這段關係嗎？請分享你要如何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