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26⽇利未牧師
     我們今天把以下時間交給我們的主任牧師江牧師，我們⽤熱烈掌聲歡迎江媽媽。全球的
家⼈們：住棚節樂上加樂，感謝主。
   今天我們想到住棚節神要來，萬王之王祂要來跟我們同住，祂樂意來跟我們同住。這幾
天早上⼀醒來裏⾯就在唱著，神祂的帳幕在⼈間，祂要織搭祂的帳幕在⼈間，祂要與⼈同
住，神的愛很迫切，祂把祂的兒⼦犧牲了，就是要使⼀群全球完全不配跟祂同住的，是起
初的亞當，他在伊甸園裏⾯所失去的，還是被趕出伊甸園的，所以全球亞當的後代都成為
孤兒。所以你⼀講到孤兒，原來這麽多被扭曲的，這⼀些的傷害、錯誤的思想，然後帶來
多麽悲慘的⽣活和⽣命，⼀⼤堆⼈都哭了，知道嗎？因為都⼼有淒淒，但是耶穌末後的亞
當，他來到地上就是付了⼀切的代價，他要活給全球的百姓們看，阿爸⽗萬王之王他所要
得著的兒⼦是什麽樣的兒⼦，他活給我們看。
  起初的亞當，他對天⽗給他的⾃由不懂，神給他⾃由選擇，但是他選擇聽⼈家對他迷惑
的話，撒旦對他迷惑的話，他對神的話，對天⽗的話，就是說「神豈是真說」，所以他就
覺得沒有那麽嚴重，就是這樣把神的話打折扣了，結果最後被趕出了伊甸園，末後的亞當
來到地上，他就是活出來，活給全球的⼈看，阿爸⽗所要的兒⼦是怎麽樣的⼀個兒⼦，然
後他說活出來，他會把⼀切都更新了，這⼀切孤兒的狀態他都要更新，然後他把我們帶進
神兒⼦⾃由的榮耀，所以神給我們⾃由，到了末後的亞當耶穌顯現，活出來給我們看，然
後藉著聖靈住到我們裏⾯，就帶給我們⼀個真實的⾃由。他的兒⼦都是⾃由的，是⾃由，
是叫真⾃由，真榮耀，他要帶我們進入真榮耀，所以住棚節很重要的。神祂織搭帳幕的在
⼈間，他跟什麽⼈同住？⼀群孤兒嗎？不是！他的兒⼦已經付了代價，他會得著⼀群的兒
⼦，是「真兒⼦」！祂要來住在我們當中，所以今年的住棚節非常重要，不是只在住棚節
的期間，神織搭帳篷在⼈間，因為末世了，主回來的⽇⼦近了，祂要得到⼀群「真兒
⼦」，真真實實的是⼀群「真兒⼦」，他要來住在我們的當中，所以我們不是只是這幾天
的特會，我們要真的長成「真兒⼦」，活出「真兒⼦」的形象和樣式。好讓阿爸⽗那麽安
息，那麽歡喜快樂，住在我們當中。
  我要介紹今天的講員利未牧師，他在臺灣的時候，他就有感動，因為⾺蒂娜牧師邀請他，
他在臺灣神給他⼀個負擔，他要講怎麽樣做⼀個「真兒⼦」。利未牧師，從這七年裏⾯除
了拓出⺟堂，還有拓出七個家教會，所以七年裏⾯等於建立了八個教會（⼀個⺟堂七個家
教會），因為他是個「真兒⼦」，所以他有負擔來傳講，如果你成為「真兒⼦」，你會多
麽的蒙福，所以利未牧師就是傳承了我的產業，非常豐富的產業，很⾃然的都傳承到他的
⾝上。我們⽤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來分享如何做⼀個「真兒⼦」。
  最近有不少⼈跟我說，例如：他就提到說A是他的屬靈⽗親，然後 B也是他的屬靈⽗親，
還有說C也是他的屬靈⽗親。我就⼼裏想說你到底有幾個爸爸，這麽多的爸爸，我之前去
外地的服侍的時候，有服侍當地的負責⼈，他跟⼤家介紹說：我就是他們的屬靈⽗親，整
個團隊的屬靈⽗親，所以我私底下我就問負責⼈說，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他就說當然
是真的，你真的要成為我們的屬靈⽗親啊，我就跟他講說：你所有事情你都會讓我知道，
⽽且我可以參與給你指導嗎？他說：「不可以，你只要來給我們祝福就好了」。你覺得什
麽是屬靈⽗⺟？
  第⼀：屬靈⽗⺟跟兒女是⼀個委⾝的關系，⽽且是⼀個立約的關系。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很多的很奇怪的狀況？有好多的屬靈爸爸媽媽，屬靈的爸爸媽媽好像只是他的橡⽪
擦、他的奴仆，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或者有的⼈覺得：看我的屬靈⽗⺟親多有名，好像
成為跟⼈炫耀的⼀個名字，我不知道你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嗎？我⾃⼰只有⼀個屬靈⽗親，
我上次有介紹就是安通牧師，我只有⼀個屬靈⺟親，就是江牧師，我覺得像是⾺蒂娜牧
師，我就稱她姐姐。你想想看，如果我叫⾺蒂娜牧師媽媽，她⼜叫江牧師為江媽媽，然後
⾺蒂娜牧師⼜叫江媽媽，這會很奇怪。所以我們⾃⼰教會稱呼江媽媽為屬靈奶奶。我的屬
靈兒女也稱呼江媽媽為屬靈奶奶，我覺得這是⼀個對的次序。我想問:在座你⾃⼰本⾝有⼩



孩的請舉⼿，然後你也有屬靈⽗⺟、兒女的請舉⼿，然後你也有屬靈兒女的。你們看幾乎
是全部舉⼿了，所以我們成為「真兒⼦」很重要，因為我們已經都成為⽗⺟了，同樣的我
也想問⼀下，你本⾝有屬靈⽗⺟的，請你舉⼿。我要問你，你覺得你的屬靈⽗⺟想到你是
很開⼼還是很憂愁？為什麽我這樣講呢？我們⼀起來讀這⼀節經⽂：
所羅⾨的箴⾔：智慧之⼦使⽗親歡樂；愚昧之⼦叫⺟親擔憂。 (箴⾔ 10:1 和合本)

  在原⽂的意思講到智慧之⼦，講到是⼀個敬畏神，還有順服神的⼈，他能夠把知識正確
地應⽤在⽇常的⽣活當中。你有沒有發現這跟我們的內在⽣活非常的像？我們把所知道的
神的話語，應⽤在我們的⽇常⽣活當中，同樣愚昧之⼦是對道德真理冷淡，還有感覺遲鈍
的⼈，他⾏事不理會道德，招致⾃⼰的滅亡。你覺得你是智慧之⼦，還是你常常是照著⾃
⼰的意思⾏，還是常常照著神的意思⾏呢？我們⼀起閉上眼睛，請你跟著我⼀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常常是照著我的意思⾏，還是照著你的意思⾏？有領受的請舉⼿。我繼
續來問，親愛的主耶穌，我要怎麽開始改變？我們⼀起來看這⼀節經⽂：
耶穌說：「為什麽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的事為念嗎（或作「豈不知我應當在我⽗
的家裏嗎」）？」 (路加福⾳ 2:49 和合本)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啊，倘若可⾏，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福⾳ 26:39 和合本)

  主耶穌成為我們的榜樣。耶穌他來到世上不是要做什麽⼤⼯，他是要完成阿爸⽗的旨意，
他以阿爸⽗的事為念，他要帶領⼀群像他⼀樣的「真兒⼦」，因為⽗要住在「真兒⼦」的
當中，可是他說: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剛剛媽媽有介紹，其實當安通牧師讓
我成立教會、開拓教會，因為安通爸爸他為我禱告的時候，他說要開拓教會，你知道當他
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對我來說是難上加難，非常不可能的，但是因為我認出安通爸爸跟
江媽媽是我的屬靈⽗⺟，我認定他們,所以他們對我所說的每⼀句話，我很認真的把它記下
來，⽽且放在我的禱告當中，我去領受神怎麽回應。我就再來跟我的屬靈⽗⺟確認,成為神
的「真兒⼦」。
   我歸納了幾點來分享，第⼀、真兒⼦是活在感恩中，⽽孤兒常常覺得不夠。我們⼀起來
讀經⽂：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賬
的⼈。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希伯來書 
13:17 和合本)

   你們看到了什麽關鍵的詞。這邊⽤了⼀個是「依從」，還有「順服」，還有使他們將來
交賬的時候是快樂的。我真的很感謝神，讓我有這樣的⼀個降服於神，跟隨神的屬靈⽗⺟
成為我的榜樣，我覺得我很有福，所以我很樂意跟著他們的腳蹤，我也渴望能活出這樣的
⽣命。所以我奉主的名要祝福所有聽這個信息的家⼈們，為你們真實進入到「真兒⼦」蒙
福的⽣命。阿們！
  你有沒有常常來向神感恩，賜給你這麽好的屬靈⽗⺟。你有沒有常常的感恩。第⼆、孤
兒他很怕被掌控。覺得⾃⼰沒有⾃⼰的空間跟時間，或者覺得我只要把你交代的事情做好
就好了，好像是⼀個奴仆⼀樣交代就好了。⽽什麽是「真兒⼦」？我們⼀起來讀ppt：真兒
⼦是與⼼的連接，知道是為了使我長成像耶穌的⾝量，所以沒有任何的事物事情是偶然的
意外的，都是阿爸⽗愛的美麗裏⾯所安排及允許的，所以「真兒⼦」很有安全感。我的教
會⽣命發展教會，很謝謝江媽媽，她就成為我們教會的遮蓋。我們這七年來全⼒的⽀持慕
主，協助慕主。
  上次我提到教會的禱告城墻，你們的半夜時間就是我們亞洲的禱告⽀持時間，我們教會
有30多位忠⼼的弟兄姊妹來全⼒的守候、全⼒的禱告，我們⾃⼰教會這七年來的⼗⼀奉



獻，都是給慕主的。另外，教會也割愛，讓我能夠來到慕主幫忙媽媽，所以我兩次來美
國，我所有的屬靈兒女，還有我們教會的⼈，就幫忙所有的講臺：在我們臺灣的講臺服
侍，還有帶所有的特會。我知道神藉著他們這樣全⼼的來⽀持我這個屬靈爸爸，讓我能夠
來幫助屬靈媽媽，甚⾄於媽媽到臺灣的時候，我們教會的我的兒女們就說：「你去陪媽
媽，教會我們來顧著就好！」我這個爸爸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持跟愛，這是「真兒
⼦」。
  同樣，孤兒會想要走⾃⼰的路，證明⾃⼰很有價值，覺得⾃⼰領受好就好了，甚⾄他們
覺得⾃⼰跟神的關系很好，爸爸媽媽只是蓋印章；⽽第三、「真兒⼦」是跟著家走，跟著
爸爸媽媽走，「真兒⼦」願意跟爸爸媽媽商量溝通，讓爸爸媽媽有否決權。我跟我們全教
會的⼈說：「我們要跟慕主⼀樣，要過內在⽣活；要建立第⼀⽀軍隊。如果內在⽣活還無
法成為我們的根基，也沒有辦法融會貫通，⽽且活出來，願意被約束，成為第⼀⽀軍隊，
我們還沒有辦法家⼈同⾏，因為你⼀定要建立內在⽣活的根基，再進入到第⼀⽀軍隊。」
  我⽤我⼀個屬靈女兒的故事來跟⼤家分享：我⼀個屬靈女兒，我跟她接觸了⼀段時間以
後，我就發現她內在⽣活的基本功不夠紮實，我跟她談，叫她好好的聽內在⽣活。她都跟
我說：好！好完以後就沒了，轉⾝⼜在聽很多很多別的信息，花很多時間看別的書，那段
時間我常常發現，只要她遇到問題，即使很⼩的事情，她都沒有辦法處理。我每次再跟她
講的時候，她⼜說：好！但是都沒有做，就這樣⼦⼀年⼀年過去。
  去年，她開始進入到我們第⼀⽀軍隊的訓練，她開始願意認真的聽內在⽣活，真實去操
練，照著我們跟她講的，⼀步⼀步去做，⼀段時間她改變了：以前的她雖然是我們教會的
⼩家長，但是她沒有辦法處理⼩家成員的任何問題，⽽且處理的⽅法常常很不恰當；可是
現在的她，非常的有智慧，⽽且懂得把她每次要做的事情跟她的區長，甚⾄跟我講，她知
道她要活在遮蓋下。另外，每⼀次我告訴她的事情，她完全的接受，為⼩家成員遇到的問
題，她領受到的完全正確。
   以前她很愛頂嘴，嘴巴沒有說，可是裏⾯很多嘀咕；可是現在的她，真的從⼼裏知道，
每⼀件事情都是於她有益的，所以她開⼼⽽且快樂地去順服。以前她遇到很多事情她都沒
有辦法處理好，她都要問我們，即使很⼩事，她都沒有辦法；現在的她很棒!非常棒!每⼀
件事情，她都懂得問神，不只問神，她每⼀次領受的都是正確的。
  我分享這些，並不是說我們不聽外⾯的信息，⽽是內在⽣活是需要我們花時間去把我們
所聽到的操練，活出來。我在服侍的時候，要分享⼀切信息的時候，我⾃⼰⾄少聽三遍以
上，聽熟，⽽且要花時間去操練，好讓我們有新鮮的⾒證。所以，當我的女兒聽道，她願
意聽我的⾒證的時候，⽣命改變了，⽽且她跟我的關系⼜更親了。
  第四、孤兒不能被否定，會⼀直想證明，不明⽩屬靈⽗⺟否定的原因，⽽且他聽不進去；
可是真兒⼦對於屬靈的爸爸媽媽的否決有信任感。
  我另外⼀個女兒，是我們剛開始成立教會時很重要，很核⼼的同⼯。每年的感恩節，我
都會服侍我們教會的同⼯，在2015年那⼀次感恩節，我按⼿在她⾝上的時候，嚇了⼀跳，
因為就浮現⼀個男⽣的臉，⽽且他的特征是我從來沒有聽她告訴我，所以我就問她：“他是
誰？”她⽀⽀吾吾，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就是她所愛的，我就先稱為男⽅，男⽅並沒有信
主，可是他們已經認識非常久，⽽且住在⼀起。我就⿎勵她說：“你要不要帶他信主？”每
次她都跟我說：不可能！不可能因為她嘗試過，怎麽講都不可能。她也問我，如果她們結
婚，我要不要去給她祝福？那時候我就跟她講，如果他沒有信主，我怎麽幫她證婚？她很
愛男⽅，她舍不得，也沒有⼒量跟他分開，我就⿎勵她信主的⼀個妹妹跟她⼀起在家裏敬
拜禱告，建立家庭祭壇。直到在2016年12⽉，我有⼀次在海外服侍的時候，我就在像這樣
⼦講道的時候，忽然我們同⼯的臉就這樣浮出來，就在我講道的時候就這樣浮出來，⽽且
好幾次。所以，⼀講完了以後，我就趕快打電話給她，她不接我的電話，我就打給她妹
妹，我就說：“你姐姐有沒有什麽事情瞞著我？”她妹妹就⽀⽀吾吾不敢講，我就知道有狀
況！我就跟她說：“請你⼀定要告訴她不要犯罪！不要犯罪！”那幾天，雖然在海外服侍，



我還是每⼀天抓緊時間為我屬靈女兒禱告，我真的知道：“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錯！”好
奇妙！我們教會都是跟著慕主的所有的讀經進度，她⼈在臺灣，那陣⼦剛好讀到哥林多後
書，哥林多後書講了⼀句話叫做「信與不信不能同負⼀軛」。她藉著這段神的話語，藉著
晨禱，她真的跟神完全的降服，她跟神說：死就死吧！當她這樣降服的隔天早上，她就跟
她所愛的男⽣說：“我們的婚宴取消吧！”男⽣就問她：取消？那要延到什麽時候？我女兒
就說：“你願意受洗！不然，我們就取消了”。她說，男⽅這時候就起來，默默的把早餐收
到廚房。她說她的⼼好痛，她知道亞伯拉罕把以撒獻上的感受，可是她跟神說：神吶，死
就死！真的好奇妙！男⽅回來就說：為了愛你的緣故，我願意受洗。很棒對不對？不只是
這樣，我每次想到她的⾒證我就很感動：第⼀個，她很願意坦誠的讓我知道她的軟弱，她
無法得勝的地⽅，好讓我這個屬靈⽗爸爸可以幫助她；第⼆個，當她定意順服的時候，即
使是這麽的痛，可是她仍然願意回應神的話，神的話就是「信與不信不能同負⼀軛」，還
有屬靈爸爸的跟她說的話。我這個女兒跟我說，當初我⼈在海外，她們已經約好，已經私
下跟餐廳都訂好婚宴了，不讓我知道，她們打算這樣結婚。⽽且我女兒跟我說，結完婚後
她就要離開我們教會了，還好，神真的很棒！你知道，如果她離開我們教會，甚⾄於就跟
我斷絕關系。當她那個時候決定，不顧屬靈權柄對她的勸勉跟警戒，想要走⾃⼰路的時
候，其實真的很危險！她不明⽩我這個屬靈爸爸告訴她不要的原因是神的話語！因為我知
道她在神的⼿中！我在私禱中⼀直為她禱告，⿎勵她⼼裏要有⼒量，要剛強起來，願意⾯
對她⽣命當中的軟弱。當她願意⾯對的時候，神做的好美呀！她原本預定的婚禮變成在教
會結婚，我們在婚禮之前安排了⼀場洗禮。
  這裏還有⼀個插曲：她所愛的男⽣其實對基督教有認識，他跟我這個女兒說：“我要受洗
可以呀！可我要去外婆的澎湖灣受洗。”因為他知道，⼀般受洗都在教會，不會去外⾯的。
厲害吧？他就想：你給我難招，我也給你⼀個難題。沒想到，她跟我講，我是沒有介意
的，⾺上，我⼈在海外，我就說：好！什麽時候我們就去吧。神好奇妙！在澎湖12⽉的時
候，是風雨非常⼤的時候。我們要去三天，原本預計第⼆天受洗，我們在⾶機上禱告的時
候，就突然覺得今天就受洗，我們⼀下⾶機，就沖到澎湖灣最漂亮的地⽅，那⼀天，不只
浪沒有，風也沒有，我在岸邊，我們要走到幾乎到後⾯那個地⽅，才可以幫他施洗，天氣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隔天同⼀個時間，我們⼀到昨天受洗的地⽅，浪在這個地⽅，我們
連下去都不能。我們的神棒不棒？跟旁邊說：這就是我們的神！當我們願意完全順服的時
候，神真的就做⼯了，所以跟你旁邊說：成為真女兒真重要！
   第五、孤兒不想靠近爸爸媽媽，相反就是⼀直粘著；可是真兒⼦知道⾃⼰的⾝份，非常
有安全感，不爭競嫉妒。
  好多年前，有⼀陣⼦，我旁邊有⼀個很愛我的⼈，常常跟我說：「你要快點去美國！江
媽媽的屬靈兒⼦都在她的旁邊，你不在美國，你的地位難保哇！」有時候⼀些服侍，他就
跟我說：你⼀定要趕快上臺！你要跟江媽媽講你要上臺，你要上臺！那時候，在臺灣的教
師營好幾屆了，⼤概五屆吧，我沒有⼀次上臺，他每屆都要跟我講：你要上臺，你要跟你
媽媽講，你是她兒⼦，你要上臺。到最後⼀次，⼤概是前年，他說：現在她⾝邊屬靈兒⼦
都不在這個教師營了，終於是你可以上臺的機會了。他跟我這樣講，完全沒有影響我的
⼼。我的⼼裏知道，媽媽是很愛我的，不會因為我在哪裏就動搖了。跟旁邊說：媽媽是最
愛你的！就是你的⼼裏要確實知道這點，所以我不爭競嫉妒不受影響。當我在第⼀屆教師
營的時候，我問神說：神，我為什麽要去教師營？我就領受到，我是⼀個help，我是⼀個
幫助者，幫助者是不需要上臺的，所以每⼀次需要上臺，我⼀點都沒有感受，⼀點都沒有
酸酸的。你會很容易酸酸的嗎？這是⼀個「真兒⼦」，真明⽩⾃⼰的⾝份，真明⽩⾃⼰做
什麽，這是很重要的。我記得最後⼀次的時候，媽媽就跟我講：利未，你那些領受你⾃⼰
上臺講。我就跟媽媽說：媽媽，我不⽤，我是幫助者，你講就好，我告訴你，你講就好。
我很感謝主，我覺得我的屬靈⽗親跟屬靈⺟親，他們也是完全降服於神的⽣命，所以我把
我⾃⼰完全的降服，跟隨他們，尊榮他們，活在他們的遮蓋下，我知道我不需要⾃⼰出



頭。
  孤兒很多時候，會因為⼀些事情就遠離⽗⺟，甚⾄離家出走，或者斷絕關系，你有沒有
聽過這樣？但是，「真兒⼦」知道約的重要，⽽且會⼀直跟屬靈⽗⺟對⿑。我覺得屬靈⽗
⺟跟屬靈兒女的關系，不應該只是名義上的稱呼，缺少實質：這陣⼦我們好甜蜜，我們就
覺得有爸爸媽媽真好；下陣⼦就說：“這個爸爸媽媽我不要了！不要了！會管我，我不要
了！”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我們來讀⼀段經⽂：
住在⾄⾼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詩篇 91:1 和合本)

   
    屬靈⽗⺟是神給你的很好的保護傘。我曾經在我們教會，為我們同⼯禱告的時候，就看
到⼀幅圖像：我們教會有很多的⼈，他們把頭放在翅膀底下，但是屁股翹得好⾼，屁股上
⾯都是⼀堆的箭。為什麽？因為他們頭腦知道，他們認為⾃⼰活在遮蓋之下，但是他的⾝
體並沒有完全的降服，發⽣事情的時候，只要爸爸媽媽跟他的意⾒做法不⼀樣的時候，他
裏⾯就有很多的苦毒。
   我⽤我⼀個屬靈兒⼦的⾒證來跟你們分享：有⼀陣⼦，我就覺得我屬靈兒⼦跟我的關系
互動很怪，我每次問他：我們有沒有什麽事情？他都跟我說：沒有沒有！沒事！可是我就
是覺得怪怪的。有⼀次，我從海外服侍回來，我屬靈女兒跟我說，我這個屬靈兒⼦跟她做
⾒證，說他那陣⼦落枕，他在等候神。他看到⼀幅圖畫，什麽圖畫呢？就是看到魔⿁拿著
⼑叉插著他的兩個肩膀，左右邊各⼀個，很痛，所以落枕⼀直都沒有好，他無論怎麽樣的
贊美，怎麽樣的禱告都沒有⽤。他說在我去海外服侍的時候，有⼀天他就在騎⾞的時候，
他就忽然贊美、贊美、贊美。就忽然講⼀句話，主耶穌，我要饒恕我的屬靈⽗親。這樣⼀
個肩膀的叉⼦就掉了，就好了，立刻就好了。

   
    所以我女兒跟我講這件事，我就問她說另外⼀邊呢，她說還沒好，我就想這樣那怎麽辦？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我這個兒⼦，怎麽樣還是不接我電話，那兩天我打都沒有⽤。兩天後我
⼜要出國，⼜要去海外服侍，所以我就在機場我就在想怎麽辦？這次出去要好幾天，總不
能這好幾天他另外⼀個肩膀還是沒好，我就在機場打給他，還是不接我電話，我就只好找
我這個女兒，叫她幫我打電話給他，這樣⼦接了，所以他打給我，我就問他說你怎麽不接
我電話？他說：沒有哇，我沒有不接你電話，就⼼想說真的是。然後我就問他：你到底怎
麽了？他就說：沒事！我說你⼀定有事，請你告訴我到底發⽣什麽事？我才知道誤會可⼤
呢，原來好⼀陣⼦之前他曾經邀⼀個朋友來我們教會，他覺得我沒有跟他朋友打招呼，所



以對我很⽣氣。可是他不知道，在聚會結束後，我明明就跟他朋友打招呼，所以我就跟他
講說，你要不要去問另外⼀個我的女兒，她跟我⼀起跟你的朋友打招呼，他才知道他誤會
我。那天晚上我在國外，他在晚上等候神的時候，神就讓他看到他的⼿⼀直在掐著我的脖
⼦，因為他誤會了我，他⼀直在掐著我的脖⼦。所以我就說：難怪我那陣⼦我⼀直都很不
舒服，他就開始跟神悔改。你知道嗎？他⼀跟神悔改這個肩膀⼜好了。
    親愛的家⼈你知道嗎？當你對你的屬靈⽗⺟不滿的時候、有苦毒的時候，不但你讓仇敵
可以攻擊你，仇敵也可能藉著你的事情來攻擊你的屬靈⽗⺟。當我這個屬靈兒⼦他沒有活
在遮蓋之下，他的猜疑、不滿就進入到苦毒裏⾯，他就讓仇敵可以來攻擊他，所以他因著
這樣的苦毒，他就不在遮蓋之下了。你知道屬靈⽗⺟並非完全⼈，我常常跟他們講我有很
多的缺點。有很多地⽅可能我做的不好，可是成為⼀個「真兒⼦」，有⼀個很重要的就
是，你要把你⼼裏的疑惑、問題、想法，你要跟你的⽗⺟溝通，讓他們知道你的狀況。
  我們講了這麽多點，你覺得哪⼀點是你的狀況呢？哪⼀點是你的情況？我們⼀起閉上眼
睛你來問主。請你跟我⼀起禱告：親愛的主耶穌，這麽多點，哪⼀點是我現在的狀況？你
有領受到的請舉⼿。我們繼續來問：親愛的主耶穌，我要怎麽調整跟改變？如果神已經跟
你講了，你開⼝跟神來禱告，你要怎麽調整跟改變，你開⼝跟神來禱告。
我們來看這⼀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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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並沒這麽的像⼀個「真兒⼦」⼀樣。很多時候我真的是學習過來的，你知道在
這七年的牧會裏⾯，我裏⾯常常是很痛苦的。上次我有分享，我以前是可以很快就睡著
了，我是不知道有9.21⼤地震的，可是我卻因著牧會，我好幾個晚上我沒有辦法睡覺，我
躺在那裏想兒女的事情，或者他們對我說的話的沖擊⼒，甚⾄有⼀些⼈他是指著我的⿐⼦
罵的，我遇到過當著教會的⾯前罵我。我們有⼀個媽媽她誤會了我，那時我⼈在海外，她
誤會了我，她在電話中罵我罵多久你知道嗎？罵了⼀個⼩時，⽽且她在我們教會罵，我們
同⼯只是從外⾯經過，都想她在罵誰罵這麽兇，她在罵我，罵了⼀個⼩時。那時候我旁邊
有⼀個牧者和我⼀起，所以在晚上我⼜不能很⼤聲跟她講話，可是我也不敢講。被她罵了
⼀個⼩時後，掛完電話你知道我躺在床上我睡不著，被罵的震蕩在我的裏⾯，我在裏⾯就
蒙著被⼀直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怕吵到旁邊的牧者，在旅館就這樣⼀直喊，到



淩晨三點我才能夠入睡。震蕩的⼒量，你知道我們真的是交⼼的帶法，我很感動我從海外
回到教會，禮拜天早上，我們這個媽媽⼀看到我，她先過來抱著我，她說：利末老師對不
起，我誤會你了。我⾃⼰很感動，我跟我們教會講，兒女跟⽗⺟之間是要真誠的，請跟我
說⼀次：真誠的、真⼼的。我們常常好像很表⾯，我們常常覺得其實我氣得要命，但是看
到你⼜說：嗨，沒事，我都很好。我覺得這不是教會，這不是屬神的，我們真的有狀況、
有任何的問題，我們真的要溝通，使⽗親的⼼轉向兒女，兒女的⼼要轉向⽗親。
我們來看另外⼀點經⽂：

【啟21:3】我聽⾒有⼤聲⾳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間。他要與⼈同住，他們
要作他的⼦⺠；神要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我們要做神的⼦⺠，神要親⾃與我們同在，這次Henry牧師講到，我們⼀定要開始改變，
當復興來臨的時候，你有沒有預備好迎接復興？有沒有？看著你旁邊說：你有沒有預備好
迎接復興。復興已經來了，你預備好了嗎？我覺得5782年復興來到的時候，神要與我們同
住，所以我們成為「真兒⼦」很重要，⽽你有沒有開始願意改變你的思想、你的習慣？
  有⼀陣⼦慕主常常禱告⼀句話，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主啊，把我的頭殼獻給主。」
你知道那陣⼦我們在禱告的時候，教會好多的沖撞，牧會這七年來我⾃⼰很感動⼀件事
情，跟我的屬靈兒女們沖撞，即使到現在還是會有，可是發⽣過的事情不會再發⽣了。會
沖撞都是什麽？沒發⽣過的事，所以我⾃⼰覺得很好，我們這七年來整個教會⼀直在往前
進，同⼼⼀直在往前走，⼀直在往前走。
  我這次要來美國，我們教會有五重職事，所以我們有⼀個部⾨就⼜進入到⼀個公司，直
接帶他們公司快要成為⼀個家教會，所以我就覺得不⽤我了，都帶得蠻好的。然後每次這
樣講，我就想⼀下⾺蒂娜姐姐說：教會不⽤你了，你可以來美國了。我就覺得很感動，真
兒女，你是真兒女嗎？你知道你要承接產業嗎？知道嗎？你們的聲⾳好像無所謂，你知道
在我的教會是聲⾳⼤到這個地⽅都聽得到，你就要承接產業的是嗎？是！特別5782年是⼀
個⼝(פה)年，我們說：神要把它的產業，我們慕主這麽⼤的產業，神要給我們！⼀個很重
要的地⽅，到底我們跟我們的屬靈⽗⺟的關系如何？我剛剛所講的我的屬靈女兒，如果她
不知道我對她的關愛，你想想看如果她悖逆私⾃結婚，對我會不會⽣氣？會！因為她會覺
得我⼀點都不想祝福她，可是她完全誤會我了，完全誤會我，甚⾄她離開以後她會氣我，
然後可能跟我斷絕關系。可是她不知道私下的我，有多少個晚上⼀直在為她禱告，我有多
少次來到神的⾯前問主：主啊，她遇到這個狀況我該怎麽辦，我該怎麽辦？
  所以我⼀直告訴她說：你要禱告，你要禱告。要相信神會掌權，把你的主權交給神，神
真的賜她多美。現在她所愛的男⽣後來信主了，⽽且從信主後就非常的認真。他是⼀個已
經退休的，過去是⼀個公司的老板，他多認真，有⼀陣⼦他每天讀經跟研經八⼩時，所以
你看他這樣⼦才信主幾年，他現在是我們教會聖經班老師，棒不棒？她得著了，因此她願
意像亞伯拉罕獻以撒，願意獻上她所愛的，神祝福了她，⼤⼤的祝福了她。
  當我屬靈兒⼦明明已經落枕了⼀個星期，⽽且他也看到仇敵在攻擊他，可是他對我的猜
疑誤會、不滿，他完全沒有來找我。你想想看如果他來找我，問我：你怎麽沒有跟我的朋
友打招呼啊？然後我就⼀定回答：有啊！有打招呼了。就完全沒事，就非得要悶在⼼裏，
然後誤會這麽久，還要掐我的脖⼦。因為發現我們兒女常常不明⽩，我們不⽌不願意溝
通，還裏⾯產⽣了很多的苦毒，所以我真的覺得，如果你對屬靈⽗⺟有不滿，⼀定要去主
動溝通，否則你的屬靈⽗⺟也可能被攻擊。
  同樣的你對於神的話，對於阿爸⽗在你⽣命當中的⼼意，你對於你⽬前的環境你喜歡嗎？
對於⽬前的⽣活，你喜歡嗎？你知道這些都是阿爸⽗美好的指引嗎？在這牧會七年中，上
次媽媽有講過，從我們開拓的第⼀年，媽媽沒有⽀持我們任何⼀分，但是我相信媽媽⼀定
很多地為我們禱告，可是你知道因著這樣⼦，我真的凡事求問神，凡事、每⼀件事情，我
覺得因為這樣⼦，這真的是我們內在⽣活的產業，神為我們的中⼼。凡事連接於神，你知



道當這樣的時候，我們教會現在的兒女都非常棒，這⼀次疫情的關系，在臺灣我看到牧者
群裏⾯很多⼈都說：我們需要去找外⾯的⼈奉獻，要趕快寫奉獻，要傳出去，讓弟兄姊妹
知道。他們就告訴我說，我們要不要這樣做，我說：我不需要，我說我們連建堂1000多
萬，我們都沒有跟⼈家要錢了，這個時候還跟⼈家要錢丟不丟臉，我說我們應該相信神會
掌權！我們真的就這樣開始，這樣好奇妙，我們負責管錢的同⼯跟我們講，雖然疫情當中
好像我們的收入並沒有很多，當然也沒有什麽⽀出，⽽且我⼈⼜不在臺灣，可是疫情結束
後，好多⼈都把所有前⾯因為疫情沒來教會的全部補上，美不美？很美！他們真知道，我
們沒有講過⼀次，可是他們知道他們⾯對的是神，真的成為⼀個「真兒⼦」，他真的住在
神的家中，他知道神的⼼意。  
   我覺得最後我就是⼀個感動，我覺得神很愛我們的⼤家庭，但是你裏⾯跟你的⼩家長，
過去你跟你的區長或者⼩家長有⼀些事件，其實在你裏⾯卡住了，有沒有⼀些狀況？在你
的裏⾯。以你應該問問你的⼩家長最近⾝體有沒有不舒服？最近好睡覺嗎？當我們願意真
的在合⼀裏⾯，真的願意在⼀個和好裏⾯，我們真的就⼀直往前進。我常常覺得我們領受
慕主好多好多的祝福，好多好多的祝福，雖然我們常常講我們不是慕主的分堂，我們只是
有友伴教會。但是像上次Rosa來我們的教會，她都覺得我們教會就像慕主⼀樣，阿們！彼
此相愛，真實在神的愛中。你就開始⼀直領受，⼀直領受祝福了。我們⼀起閉上眼睛我們
來問神:親愛的主耶穌，我對我的屬靈⽗⺟有沒有愛的信任？我知道他對我所做的都是對我
好的。主耶穌，我對我的屬靈⽗⺟有沒有講過什麽話讓他很傷⼼？或者是我的⼩家長、我
的區長，主耶穌我們有什麽誤會或者不成熟的⾏為，讓他很擔憂？覺得神有光照你的請舉
⼿。你繼續閉上眼睛，你也可以問主，主耶穌我有沒有曾經有誤會他們的點？在我裏的裏
⾯有沒有誤會？所以問主：主在我的裏⾯，我有沒有對他們有感恩的⼼？我們⼀起安靜幾
分鐘。
    謝謝利末牧師的分享，剛剛講到他的屬靈女兒，就是想要⾃⼰就去結婚了，然後結婚以
後就離開教會。你看你有沒有想到這樣的⼀條路，走出的結果是她裏⾯跟她的屬靈⽗親的
關系就斷絕了，然後裏⾯還會充滿了苦毒。她是教會最早開始的核⼼同⼯，可是覺得她的
婚姻屬靈⽗親卻不願意祝福她，但是其實利末牧師是整個為她的幸福在著想，因為你不活
在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當中會多麽悲慘。可是你活在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當中，神是要你
得祝福、得幸福的。所以他剛剛講到那⼀位結婚以後，因為她多次要他的男⽅，就是男朋
友能夠信主，他那個男朋友就是不肯信，所以她太愛這個男朋友。可是你知道嗎？當她決
⼼死就死，把婚宴都取消了，願意順服神的話：「信與不信不能同負⼀軛。」結果你知道
她的男朋友後來就這樣受洗了，成為基督徒。
  剛剛講到說他⼀天讀經八⼩時，還不⽌這樣，他成為⼀個好忠⼼的代禱者，他忠⼼代禱
到這樣⼀個什麽地步。他們那時候去泡溫泉，但是他們整個教會三⼗幾個⼈，我們睡覺的
期間，他們那些三⼗幾個⼈就是站城墻為我們禱告，為我們這邊守望禱告，然後這位弟兄
他的守望時間是臺灣的4:30~5:00，你知道他怎麽樣，他就在泡湯裏⾯，⼀看4:30要到了，
他趕快起來去換個衣服，然後就去躲在泡湯的溫泉空地的⾓落，就在那很忠⼼的⼀直為我
們禱告，就這樣成為⼀個好忠⼼的代禱者。不但讀經禱告，他就成為⼀個領袖，⼀個教會
其他⼈的榜樣。如果她那時候就不顧屬靈⽗親所說的，她就這樣去結婚，你看她走出來的
⼈⽣下半場的婚姻，會是什麽樣的⼀個婚姻？⽽且神本來要祝福他，也祝福她的另⼀半，
另⼀半真的可以成為她屬靈的頭，就沒了，都沒這回事，她以後會是怎麽樣？⽽且不⽌這
樣，⽽且裏⾯的苦毒，覺得我的婚姻是不蒙屬靈⽗親祝福的，然後離開教會，跟屬靈⽗親
隔絕，你想想看結局多⼤的不⼀樣是不是？所以神在地上設立次序，無論你在家中⽗⺟是
你的屬靈權柄，無論你在神的家，神也設立屬靈的權柄，是真的是要遮蓋你、保護你、指
引你，指引你走在蒙福的道路，走在蒙神祝福的道路。所以我真的每次去看到這⼀位弟
兄，我都好感動，這麽忠⼼的代禱者，⽽且他們有⼀次是去澎湖，但是他4:30要站城墻，
如果搭那⼀班⾶機就沒有辦法4:30站城墻，所以他就變成什麽？提早離開。他就寧可提早



⼀班⾶機去改機票，提早⼀班⾶機，然後為了趕快趕回⾼雄，然後在他家開始站城墻為我
們禱告。這麽忠⼼，他的⽣命是很踏實的。讀神的話，活在神的話語裏⾯，然後忠⼼的在
神的國度成為⼀個代禱者，這是神要賜給這⼀位，他的同⼯屬靈女兒的好的另⼀半，可是
要她先放下⼀個犧牲，她先放下置於死地，放下⾃⼰所愛的。
   所以你看她的感覺是獻以撒，但是你就是獻上以撒，你才會進入亞伯拉罕的蒙福，亞伯
拉罕那麽蒙福的⽣命，是因為她這樣的降服於神，對她所說的每⼀個命令，就是這樣。包
括獻上以撒都這樣獻上，所以亞伯拉罕的福真的沒話講，他到了埃及去，他⼀時的軟弱就
說，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可是他太太也確實是他的妹妹，但是埃及法老王要把她帶進宮
裏去，神⾃⼰為他出⼿，神沒有責備他，還去把他的太太再奪回來給他，然後包括好多的
財務⽜⽺⼀起都送給他。有沒有發現⼀個信神、降服於神，在他⼀時的軟弱神還是憐恤，
然後他沒⼒量的時候神幫他，他落在⼈家仇敵的權勢底下的時候神為他出⼿，誰敢碰他，
誰敢碰他！所以這個成為神的「真兒⼦」，所以神今天也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效法，他說只
有那些因著信、效法亞伯拉罕的信，走在信靠他、信服他腳蹤的⼈，你要與亞伯拉罕同蒙
恩典、同蒙慈恩。所以其實有關對於屬靈的⽗⺟或者你⾁⾝的⽗⺟，其實最重要是在於你
相不相信，他是神所設立要來保護你，引導你進入神的祝福，神的豐盛的⼀個神的愛的安
排。所以神為我們每⼀個⼈都預備了⽗⺟，你說：可是我⽗⺟帶給我都是傷害，但是我們
當中有很多⼈，因著在主裏⾯更多的醒過來，才體會到⽗⺟很多地⽅對我的愛，只是我⼩
孩⼦的⼼無法體會。
   就好像那個姊妹，她要的是跟這個男的結婚，對不對？但是屬靈⽗親好像對她是⼀個攔
阻，是個拒絕，是個否定，但是其實是要得著，要幫助她得著真實的、永恒的幸福，就是
這樣。所以常常在乎你信嗎？所以亞伯拉罕當他獻上以撒以後，神怎麽說？「因著你獻上
你最寶貴的以撒，你沒有保留，你沒有保留不給我，祂說：「論福我必賜⼤福給你」，」
對不對？⼤福。還有論⼦孫，我必讓你的⼦孫，多麽多的⼦孫，⽽且萬國要因著你的⼦
孫，因著你的後裔得福。哇，亞伯拉罕好有福啊，只是他真實信任神對他的愛，所以我們
跟屬靈⽗⺟的關系，最重要的是你對你屬靈⽗⺟有沒有⼀個愛的信任？還有你對神⾃⼰你
有沒有愛的信任？我就發現說其實重點是好多的基督徒對神給他的安排，對他的指引沒有
⼀個愛的信任，真的沒有⼀個愛的信任，常常神給他安排的，他每⼀樣常常看著別⼈，好
像別⼈的更好，這叫孤兒。孤兒的眼睛就飄飄飄，然後永遠都覺得別⼈的比他好⼀點。就
是剛剛利未牧師講的不夠，屬靈的兒女是感恩，感謝，我知道你給我都是最好的，我⾃⼰
從信主以後，我讀到這個話，萬事都為愛神的⼈效⼒。是為了讓我磨成神的形象，還有要
我們得著榮耀。
【羅8:28-30】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叫愛　神的⼈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的模樣，使他兒⼦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預先所定下的⼈⼜召他們來，所召來的⼈⼜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叫他們得榮耀。

這節經⽂從我信主以後很深背誦在我的裏⾯，所以刻在我的⼼板上，以⾄於我遇到許許多
多不容易的事，我都相信：「爸爸，這都是你美麗的安排，是於我有益的，是我需要
的！」藉著這個給我得著測不透的豐富的祝福，這是真實的，否則我會錯過好多神的美
意。利未他這⼀次來這邊，其實他是付很⼤代價，我們只是看他來，只不過是⾺蒂娜牧師
跟他講⼀下，說利未你來，看媽媽好忙，你來幫忙這樣⼦。他真的就聽進去，然後就安
排。事實上他那邊也有好多的需要，你知道他不只是八間教會⼀間⺟堂，七間家教會。他
每⼀年還有⼩先鋒幼童營、⼩先鋒兒童營、⼩先鋒青少年營，還有成⼈的新婦特會。他每
⼀年要辦，單單在臺灣，這個是⾄少八場的特會。然後他還有海外要帶特會，他說他有時
候忙起來，兩個⽉期間他要帶⼆⼗幾場的特會。我說你真是精⼒旺盛，在神國裏是⼀代比
⼀代更厲害，不是⼀代不如⼀代，這是神美意的安排。還有他的賜福，他所命定的福，只
要⼈活在命定的福，就是你服在神給你設立的，無論是你⾁⾝的⽗⺟，還是屬靈的⽗⺟這



⼀些⽅⾯，所以他要來這邊，其實他有多少的犧牲你知道嗎？不但要撇下這些臺灣的教
會，然後來到這裏，完畢了回去他還要被關15天，我們知道嗎？回臺灣你要先被關在旅館
裏15天，對於⼀個⼈是很不容易的，⼜要再關15天，所以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就是讀到耶
穌在地上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的事為念嗎？」所以他就覺得他要以他屬靈⺟親的事
為念，勝過他⾃⼰所乳養的教會，他要把屬靈⺟親的需要擺在他所乳養的教會之先，就是
這樣，這個叫真實的以⽗的事為念犧牲，就是這樣⼦。
  結果你知道嗎？他來這麽短的期間，他才來兩個禮拜的時候，神在他的教會所做的真的
是⼀個好⼤的突破。就是說你的犧牲，神會留意在你所在乎的——你所乳養的屬靈的家，
神帶領他的同⼯們⼀個個,真的扛起他們服侍的責任，然後神帶他們進入⼀個更深的悔改，
然後進入⼀個更深與神親密的關系。然後整個教會屬靈的體質⼜是⼀個更⼤的提升，所以
他不只是有這樣的八間教會，他們其實整個在外⾯的信徒還更多，就是說他們⼀直在祝福
國度，這麽多的這些特會。
  所以上個禮拜Henry牧師講到復興已經來了，⽽復興跟你的品格是很有關系的，還有復興
榮耀要降下來，可是榮耀跟你的犧牲很有關系，也就是說：你⽣活要開始不⼀樣，你不要
什麽都以⾃我中⼼來決定⼀切。
   如果你以⾃我中⼼，你再追求，你還是⼀個貧窮的⼰，因為這個國度是藉著神兒⼦的犧
牲，是藉著天⽗的犧牲，我不顧惜我的獨⽣愛⼦將他壓傷，為了要得到許多的兒⼦，為了
要得到許多後裔，這個國度是建造在這個根基上。犧牲就是給出去、舍⼰，所以阿爸⽗先
舍了他的獨⽣愛⼦，他會得到：整個全球很多⼈不顧性命的願意愛爸爸，愛天⽗，所以那
麽多宣教⼠都願意為主舍已，願意為主殉道。然後兒⼦耶穌也是這樣，他是歡歡喜喜的去
上⼗字架，我要將⼀切都更新，我要使孤兒的、可憐貧窮、只顧⾃⼰，這個孤兒這麽狹窄
貧窮，還有錯誤的羨慕、錯誤的眼光，祂要使這些都被更新。祂要帶領孤兒進入神兒⼦的
⾃由的榮耀，這就是他做的，耶穌真的做成，他做成了！所以為什麽復興就這樣恢復，你
到伊甸園裏⾯，起初神照你榮耀的形象，然後神的榮耀在你⾝上，你繼續的活在這個⽣命
樹、吃喝神的⽣命，這是復興。最真實的就是末後的亞當活給我們看，然後他成為初熟的
果⼦獻給天⽗，得到許多的後裔像他⼀樣，這就是神做的。
  你有沒有發現，神的國就是⼀個家，這個家是根基在羔⽺舍⼰的根基上，然後他帶領許
多的兒⼦都跟這個羔⽺⼀樣。不是我，我要走我的路，我想要怎樣就怎樣，不是！⽽是我
舍⼰，我放下我的意⾒，我看爸爸怎麽說，所以他說：
「我⽗啊，倘若可⾏，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福⾳ 26:39 和合本)

   所以⽗不把這個杯拿掉，所以他就歡歡喜喜的上⼗字架，就是這樣。他裏⾯的不容易，
⾁⾝都有這些不容易，我們⾁⾝的有限，我們⾁⾝的軟弱⼤家都⼀樣，但是因著信任天⽗
的愛，信靠他這條路，⼗字架的道路是引向榮耀的，我們這樣才會跟天⽗的⼼完全的合在
⼀起，這就是神的國。你看地上的國，你已經看⾒了美國，你看⾒了⼀切的敗壞是因著⼈
的驕傲、⾃私⾃利都是貪財、權、貪利、貪地位這樣，可是神的國卻⼤有能⼒在⼈的裏⾯
⼀直在成形，就是有⼀群⼈是這樣跟隨神，願意放、願意愛、願意去服，這⼀群的相愛。
就像利未，還有個屬靈的⺟親，他完全的這樣活，結果他每⼀次這樣，他就發現他下⾯整
個教會的屬靈的兒女就對他，更沒話講的跟隨他。所以我去到他們教會，沒有⼀滴的嫌
隙，沒有⼀滴的隔閡，就像是我的家⼀樣的，完全這樣連在⼀起，⼀個愛的連結，愛的關
系，這就是神的國度。多棒、好美，好棒，然後蒙神好⼤的恩福，這就是神的家。
  如果我們都只註意我，我們不顧商量的，我就是孤兒，你知道嗎？但耶穌不是！耶穌在
地上，他⼀直以⽗的事為念啊，包括⼀⼤堆⼈圍著他要他治病，他就覺得他這時候好像⽗
有⼀個吸引，他需要上⼭去，去跟⽗在⼀起，他就撇下這⼀些，他不會說:⽗我只有三年多
的時間，我可以醫病的趕快醫，這麽多⼈的需要他，他都不是他，他就是這樣做。



  他這樣做了，你有沒有發現腓利也是這樣，腓利在使徒⾏傳正在⼤復興，這麽多⼈得醫
治，這麽多⼈信主，但是聖靈感動他說：「去！撇下這些去曠野」他就順服的去。他不是
說：聖靈，我不能離開，這些⼈需要我，⽽且這裏越做越⼤，越做越昌盛，他不是！他整
個就在乎跟隨聖靈，所以聖靈要他撇下，他撇下就去了。結果⼀步的順服就把福⾳傳到非
洲了，⽽且是立即的順服，他再慢⼀點順服就錯過了，埃提阿伯太監就在那個時候⾺⾞⾏
到那個地⽅，剛好可以去跟他傳，這樣知道每⼀步屬靈兒女的跟隨神、順服神是多麽重
要，讓神的國度好⼤好快的能夠擴展開來。
    所以我們現在迎接住棚節，很重要的每⼀個⼈起來做神的兒⼦，以⾄於阿爸⽗在我們當
中是好安息，還得著他的安息之所。這裏⼤家每個⼈都是信任阿爸⽗的愛，感恩阿爸⽗的
愛，覺得你為我們所預備的都是最好的，都是最好！但是屬靈⽗⺟你也不要隨便講，現在
有些⼈叫習慣了，太隨便了，就是說你⼀定要認出，你認出這⼀位，我真的尊敬他，要尊
榮他，我渴望效法他，跟隨他來愛神就這樣，你這樣你才會認定，我不會好像跟我的看
法、意⾒、喜歡的不⼀樣，我就⼜跟你分了，⼜跟你隔了，就不會這樣，⽽且對屬靈⽗⺟
是真實的敞開⼼。
就像他剛剛講的這位弟兄，被落枕的弟兄，他如果就是這樣敞開，什麽都不放在⼼裏，⽽
且不⽤懼怕，坦然無懼的去跟你的屬靈⽗⺟溝通，問你的困惑，你這樣⼀個敞開的交流，
其實你可以避免掉好多的猜疑、好多的痛苦，你痛苦，你屬靈⽗⺟也都在跟著痛苦，所有
愛你的都跟著痛苦。我覺得感謝主，藉著今天的信息，你們如果在反復聽，我有沒有其中
的⼀些現象，你去⾯對、去悔改，以及踏上去，覺得整個神的國度，神的兒女的體質都會
改變，神會更榮耀的住在我們當中。
  我們⼀起來唱這⾸詩歌，所以你不要隨便叫，什麽爸爸什麽媽媽，除非你有認出，你有
認定，你有認出你有認定，⽽且你真的願意活在這樣遮蓋下，我跟你是沒有任何的嫌隙，
我是對你有完全的信任，你所說的我都願意接受，知道是對我最好的。你有這個信任你才
這樣的認定，其實⾃然產業就會流到你⾝上，不是在乎屬於⽗⺟有沒有來關⼼我，有沒有
來跟我談話，有沒有來什麽，不可能的。如果你認出的屬靈⽗⺟，他是有很多的服侍，很
多的屬靈兒女，那是不可能。是在乎你的認出、認定你⾃⼰的跟隨，⾃然在靈界裏算數，
產業就會流到你的⾝上。最後，我們⼀起起立，⼀起敬拜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