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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3耶和华对摩西说： 。。“从七⽉⼗五
⽇开始，你们要⼀连七天向耶和华守住棚
节。。。 40。。在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前欢
庆七天。 。42 你们要搭棚居住七天，所有以
⾊列⼈都要住在棚⾥。43 这样，你们的后代
就会知道，我带领以⾊列⼈离开埃及后，曾
让他们住在棚⾥。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 出25:8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
中間。



神作事的法則



住棚节怎么过？晚上犹太⼈在帐篷⾥看⽉亮



IHOP 住棚節：



• ⼲义住棚節节期庆祝五种会幕： 
• 第⼀个会幕：摩⻄的会幕（出25：8） 
• 第⼆个会幕：⼤衛的会幕（詩27：4） 
• 第三个会幕：耶稣（約1：14） 
• 第四个会幕：教会（徒15：16-17） 
• 第五个会幕：永恒的会幕（啟21：3-4） 
• 五個会幕共同处：在会幕中，神同在——祂的
荣耀——住在⼈中间！从神同在的地⽅，神的
⽣命和祝福被释放到祂的⼦⺠中！



• 教會誕⽣⽇：徒2（五旬節） 
• 徒1:14 這些⼈同著幾個婦⼈和耶穌的⺟親⾺
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合意地恆切禱
告。（with one accord; ONENESS,⼀個⾝
體) 

• 教會是神的家─ 提前3:15 …。這家就是永⽣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和根基。 

• 神在创世记和整个历史都是在要⼀个家和家
⼈home and family。 

• 神在做最⾼的恢复的是家，不是⼤能神迹



• 孤儿的定义不是根据孤兒的行为，而是没有
父母 

• 玛拉基书4：5-6，恢复的是“心”。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心的恢复，带来土地的医治. 

• 瑪4:5 「看哪，耶和華⼤⽽可畏之⽇未到以
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瑪4:6 他必使⽗親的⼼轉向兒⼥，兒⼥的⼼
轉向⽗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帐幕不再是人
手做的了”。我们是神的殿temple，神住在
我们里面。並且我们是活石連結一起。 

• 彼前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
建造成為靈宮，。。。 

• 想到军队就想到将军、士兵、武器。神末日
的军队是父母、儿女、神的同在。（四核心
價值：內在生活，第一支軍隊，家人同行，尊榮

文化） 
"



• 回家翻轉IHOP。 
• 聖靈停留的時刻 Lingering Time 
• 父親聲音的力量 Clip 
• 家已成形在中國；結束中國無父的世代，領
袖彼此立約的家人關係！ 轉化列國. 

• 見證



神作事的法則：換系統─從孤兒的系統進入兒子的系統

1. 神是喜歡在沙漠中開江河，在曠野開道路的一位神。
就是你的環境還沒有來到曠野的地步，沒有來到沙漠
的地步，神還不做事。 

2. 神要我們先相信，祂才做事！ 
3. 主所愛的，祂必管教！ 
4. 在極窮之間還要獻上。 
5. 我們屬地的生命必須要死，才會得屬天的生命。 
6. 要一直的丟棄、丟棄，才有辦法一直得著、得著。 
7. 當祂的兒女們合一時，祂才作工。 



孤兒的系統：奴僕、雇 神兒⼦的系統
分別善惡樹~ ⽣命樹~
看重對錯、定罪~ 看重家⼈的關係~
注重效率、好成績~ 安息放⼿、不敢⽤⼒~
定罪、控告~ 悔改、饒恕~
靠⾃⼰、獨⽴⾃主~ 倚靠神、信任神、恩典~
不信、猜疑、紛爭~ 信⼼的系統
驕傲⾃⼤ ⼼柔和謙卑
分裂獨⽴（爭競嫉妒）~ 相愛合⼀~
⽩⼿起家，⼀切靠⾃⼰ 承受產業（世代產業傳



• 你對神的認識、你對神的信任有多少，這就
是你信心的大小！ 

• 一位神的僕人說：『我們的信心有多少，完
全端看我們對神的良善認識有多少？』 

• 我無法信任這人！因為我不知道這人的存心
如何？ 

• 祂要擴大我們信心的度量。 因為信心是天
堂的貨幣。就是天國一切祝福是經由信心而
得著的！（經文？） 
"



• 若是我們能將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降
服這位父神，並且奠基在一個最穩固的
根基，也就是祂的良善上，這就是我們
能夠送給自己最大的一份禮物！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3:17 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或譯：審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約1:12 凡接待他（耶穌）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children)。 
• 這個邀約是直接出於生命之父，是那位總是
透過犧牲、給予來彰顯慈愛的永生父神。



耶穌來到是上最重要的目的：顯明天父(約17：6) 
• 約14: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
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
呢？ 

• 耶穌來為我們的罪死承受刑罰、賜給我們永
生、除滅魔鬼的作為、。。。這些都只能算
是副標題！ 

• 耶穌來到這孤兒的星球，就要顯明天父是我
們最深的需要！這美好的啟示卻因著我們深
處在一個破碎的家庭文化而備受考驗！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
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人。 
"
當持續尋求神的時候，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 湯姆·萊特(N.T.Wright)：你會與自己所敬拜的對象
越來越相像。當你帶著敬畏、讚嘆、驚奇凝視某
樣事物或某個人，你敬拜的對象耶穌具有的某些
特質就會開始慢慢地出現在你身上！ 

• 可3:14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
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出33:18-19 …摩西說:「求祢顯出祢的榮耀給我看。」耶
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goodness)，在你面前經
過，宣告我的名（看出性格和身份）。。。。」 
• 摩西與神每次會面，神的榮耀彰顯在焚而不毀的荊棘
裡，在山上與摩西對話，透過會幕中造訪，或在全地
充滿了祂的榮耀，此刻占滿摩西心思意念的唯有那一
件事——神的榮耀。 每一次的會面，都對摩西產生莫
大影響，併進而也影響了以色列百姓。但這次在神榮
耀中的會面，是摩西唯一一次在會面後臉上滿有神的
榮光。這也是唯一一次百姓因為害怕看見摩西的面
容，甚至要求他要 在臉上蒙一塊帕子，以免他們看到
他臉上的榮光. 



• 摩西求神向他顯明祂的榮耀，神答應並向他顯明了自
己的良善。是神的良善改變了摩西的面容呀!就在神向
摩西啟示一個關於自己良善的全新面向後，他的面容
就改變了。 

• 是否如今新約教會中所欠缺的嗎?如果人們看見教會的
面容因著與 神、祂的榮耀和良善相遇而有所改變，而
非一直以來只看到教會是分裂的、憤怒的、重物質享
受的，。。，那將會發生什麼事呢?世人來就我們所發
現的光輝，也想與這位良善的神相遇。因為這正是這
世界人心在切切呼求尋找的！所以，我們如何認識這
位神，實在是關鍵！ 



• 我們的生活中，總是不停地被忙碌轟炸。 我們
得做更「重要」的事，更快、更有效率。 

• 自從更多思想、更多沈浸在天父的良善、天父
的愛，我變得很渴望等候神親近神、讀神的話、
遇到又大又難的大事我心有安息、有力量、有
盼望、信心長大了（略略體會什麼是神兒子的
信心）、焦慮在漸漸消退中、不自主地想唱：
耶和華的心、眼光、神的道路、思想他的愛，
良善的天父。。。喜歡讚美神，特別是：耶和
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代下5：13-
14）。



約21: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
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
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去生養、去傳承） 
• 耶穌的復活，打敗死亡，都不能使彼得克服對自己曾
否認主，這失敗的沮喪，像個活死人，他的日子不比
蕕大好過，所以回去打魚，從操舊業，忘掉這一切！
耶穌回來找彼得，神對我們的鍾情，真會叫我們看走
眼！哦！主阿你是如此真情如此相信，如此溫柔 如此
願意饒恕，重新建立！ 

• 神對我們這群軟弱的人的接納、信任、且再次授權，
會叫我們反應不過來，他真的是叫我們末後有指望的
神，我們的失敗，都不能使天父的良善慈愛有任何折
扣。



• 神良善最終極的表達方式，就是向你和我啟示
他是我們的天父！ 

• 我在牧養會議建議：無論什麼活動計畫，不要
貪快，因為養孩子是有機的、是費心、費時、
費神的，生命的傳承，關係的建立，是慢慢來
比較快！愛是最短的路程！ 

• God Inhales our worship, exhales His Glory。
充滿在那殿中的榮耀，為的是要顯明神的良善，
不單是困難的解決。只有在遇見父神的良善，
我們的容面改變，有生養的大能啟動在我們裡
面，我們的服事就才能來生命的傳承！人最高
的呼召是作父親，照著祂的形象按著祂樣式造
的。



0.1的堅持：每天只要進步⼀點點
•  



每天進步一點點 
I.生命聖靈的律、生命之道：  

聖靈對我輕輕說：       

每天進步一點點， 
只要進步一點點，   

整天沈浸主恩典。。。       



II.在每個當下，作對的反應 
（對神） 

多一點安靜，少一點忙碌 
多一點信任，少一點猜疑 
多一點讚美，少一點擔憂 
（對人） 

多一點相愛，少一點計算 
多一點給予，少一點保留 
多一點放手，少一點掌控 



寫出你自己需要進步的：   



"
  
"
思想：認識神的良善是對仇敵的謊言致命的一擊，攻破在
我們心思意念的一切的堅固營壘。哪裡沒有盼望，那裡就
有仇敵的謊言！ 
情感：認識神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