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朗西斯•陳講道）
今天能夠回到家⼈們中間真是⾼興！
神作偉⼤奇妙的事已經很長⼀段時間了，但我真的感

覺今天很特別，非常不同，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最近這段
時間的禱告，神開始改變這裏的氛圍。我特別感到：當我
跟神獨處的時候，我感覺從這⼀周開始好像要開始⼀個新
的。在英⽂有⼀句話好像是說：“不是現在，就永遠不會再
發⽣了。”我真的有這樣的感覺！特別是為了教會的，為了
神國度的。事實上我們都是為了這個時刻⽽被造。我們⼀
直在說，新酒新⽪袋要來了，我真的感覺到，現在就是這
個時刻，我能夠成為其中⼀部分，我感到非常興奮。就在
今天敬拜的時候，我不斷地感覺到，美國的教會要改變！
在聖經上不斷的講到，神的教會應該怎樣。我⼀直感

覺到：“主啊，我們教會為什麼跟禰實際所講的話離得那麼
遠︖”也許⼤家都知道，我花很多時間在各處旅⾏，我開始
旅⾏的時候，我到美國許多地⽅，有⼀次我到⼀座城市，
我會覺得我好像是整個城市中唯⼀的中國⼈。有時候，我
甚至會問招待我的⼈：“這裏有沒有中國食物啊︖”他說：
“有啊！”你們有沒有聽過⼀個地⽅叫panda express︖他們真
的覺得那個就是“中國菜”。我來到這之前我真的需要panda 
express。我點了這個東西——幸運簽餅，這是什麼玩意
兒︖在裏⾯有奶油、有芝⼠，⽤餛飩⽪包著，最後他們⽤
油來炸。然後他們管這個叫“中國菜”。我敢跟你保證，在中
國沒有⼈看過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叫panda is twice中國餐
館。如果我咬了⼀⼜，我就說我不喜歡中國食物，你會
說：“這根本不是中國食物啊！”
【林前11:20】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實際上，哥林多前書11章20節說“你們聚會的時候，你

們吃的算不得吃主餐”。在教會當中，他們說這是“主餐”，
他們會拿⼀⽚餅，然後把它擘開︔他們再拿⼀個杯，然後
把它喝下去。但保羅說：“這不是主餐!”他說，因為在你們



當中有許多分⾨別類的事，富有的⼈吃很好的食物，但有
些窮⼈他們幾乎要餓死。然後你們彼此擘餅，你們說：“這
是主餐”。他說，你們在⼀起的時候，你們吃的算不得主
餐。就像pandaexpress並不算中國菜。所以在我們教會當
中，我們能不能明⽩“主餐”是多麼神聖的事。你能瞭解到
“主餐”當中神的同在嗎︖不然的話，你們做的這些事情不算
是“主餐”，就別再稱它為“主餐”了。
我也花許多時間跟年輕⼈在⼀起，其實現在有⼀個很

受歡迎的事情正在發⽣，在⼤學當中有許多⼈說，我試過
要去教會，但是對我來說沒有⽤︔我也試過了基督徒、基
督教，但是對我來說也不管⽤，就讓我感覺很空虛。正是
因為他們認為來到教會是來⼀個建築物，坐在⼀起，唱幾
⾸歌，然後再到⼀個建築物裏⾯，最後回家，這就算是“教
會”。他們每週做同樣的事，他說我已經試過去教會了。我
要說：“這並不是教會！”這並不是聖經上所說的教會。你嘗
過⼀些東西，但並不是真的教會，如果你嘗過真正的教
會，你絕對不會這樣輕易的⾛開。
【徒2:42】都恒⼼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

祈禱。
【43】眾⼈都懼怕。使徒又⾏了許多奇事神跡。
【44】信的⼈都在⼀處，凡物公⽤，
【45】並且賣了⽥產、家業，照各⼈所需⽤的分給各

⼈。
【46】他們天天同⼼合意恒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

餅，存著歡喜誠實的⼼⽤飯，
【47】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天天加

給他們。
在使徒⾏傳第⼆章也談到了教會，⼤家都熟悉這節經

⽂，42節講到“都恒⼼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
祈禱。”43節就講到“眾⼈都懼怕，使徒又⾏了許多奇事神
跡。”44和45節講到“信的⼈都在⼀處凡物共⽤，並且賣了⽥



產，家業，照各⼈所需⽤的分給個⼈”。46、47節“他們天天
同⼼合意恒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
⼼⽤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天天加給
他們。”這就是“教會”，是⼀群⼈，他們如此的同⼼合意，
沒有⼈考慮這些東西是他⾃⼰的，你能想像到你在⼀群⼈
當中，沒有⼀個⼈覺得我所有的財產是我⾃⼰的，這是“教
會”。有⼈說我試著去過教會，但是要問問他說：“你有沒有
真的試過使徒⾏傳講的這個‘教會’︖還是你只試過⼀些，好
像是模仿的、⼀群⼈在⼀起的⼀場聚會⽽已︖”因為教會是
⼀群⼈，彼此對彼此有這麼深的委身。這樣⼀個同⼼合意
是真的被神所祝福的，在這裏有神跡奇事發⽣，每⼀個教
會中的⼈都感受到懼怕和敬畏。你有試過教會嗎︖你有沒
有試過在聖經裏說的這樣的“教會”︖你有沒有嘗過合乎聖經
的“教會”︖我聽到許多年輕⼈離開教會，真的聽得已經厭煩
了。因為教會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的確可能有些
⼈，他有這樣⼦的合乎聖經的教會經歷，他還是會離開。
其實有些⼈他喜歡panda做出來的假“中國菜”，⽽不喜歡真
的“中國菜”，我太太就是這樣⼦，她喜歡這個假的，但她不
喜歡真的“中國菜”。同樣的，有些⼈喜歡去聚會，但他們並
不是真的想要真實的教會，他們並不想真的在這樣⼀個群
體當中，彼此這麼深的委身，他要保持他們的距離。
今天我要確切的來問⼤家，你想不想成為⼀個真正的

“教會”裏⾯的⼀份⼦︖因為真實的教會有的時候是很難的，
突然間你要跟弟兄姐妹們很深的委身：你要認為他們比⾃
⼰更重要︔我們開始經歷到彼此裏⾯的罪，但是我們決定
仍然能夠寬容、容忍對⽅，仍然願意把我們⾃⼰的家彼此
的開放︔我們委身在禱告上，雖然有時候感覺禱告單調無
味︔我們委身在這些使徒的教訓上，雖然有時候我們並不
喜歡︔我們委身在真實的主餐上⾯︔我們將⾃⼰委身在⼀
個真實的彼此的相交上。有些⼈覺得，我到⼀場聚會好像
玩⼀個遊戲，我們⼀直都好像很害怕真實的委身⼀個合乎



聖經的教會，但是這是改變的時候，這⼀代年輕⼈他們想
要真實的“教會”，他們不想要假冒的、模仿的，他們要真實
的。他們不想參加這些表⾯的教會，對他們來說，如果不
是現在就永遠不會再有。我很⾼興現在我能夠在這⼀群年
輕⼈當中，我們現在就要開始過⼀個真實、合乎聖經的教
會⽣活。我很⾼興，因為我今天還能夠活著，這是毫無疑
問的。
我們今天能夠在⼀起，也不是⼀件意外巧合的事。我

們活在這個歷史上最狂亂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們彼此
的關係是那麼的膚淺，孩⼦們甚至都沒有辦法放下⼿機，
上⼀次有⼀位青少年跟你眼對眼，彼此交⼼的談話是多久
以前的事呢︖你上次看⾒兩位青少年彼此眼對眼，彼此交
⼼的談話是什麼時候︖但我相信這時候是神要開始恢復真
實教會的時候了。他們有這樣⼀個彼此深厚的關係，有些
⼈說你們彼此分享每⼀件事嗎︖你們有沒有彼此坐在⼀
起，彼此眼對眼，彼此分享說：“我們多麼的在乎你”嗎︖神
真實的來醫治你，⽽且你們能彼此說預⾔嗎︖你們都感覺
到⼀種敬畏嗎︖我要將我的餘⽣奉獻，就要來追求這件
事。我相信有許多⼈已經準備好要來迎接我剛剛說的這件
事情。我們已經嘗試這些假冒的東西太久了，現在我們要
真的。
我們今天在這裏是有⼀個原因的，最有名的⼀段經⽂

是耶利⽶書第1章第4-5節講到：
【耶利⽶書1:4】耶利⽶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耶利⽶書1:5】“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

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我非常喜歡這段經⽂，因為這是神的話。因為神說我

未將你造在腹中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你了。甚至你還沒有
出⽣，我已經指派你要去在地上⾏事了。這節聖經給我許
多的信⼼。因為神說他創造我是有原因的，甚至在我未成
形之前，主就知道我會在慕主，他說我在之前就已經指派



你要發聲，在我的意念裏⾯，我覺得好像只有幾個⽉之前
我才決定要來慕主，但神說：“是的，沒錯。但是其實是你
在出⽣之前，我就指派你要到慕主。”我覺得我現在做這樣
的決定，沒有錯。但是神說：“你在做這樣⼀個決定之前，
我已經指派你，甚至在你出⽣之前就發⽣了。”他讓我在
2021年做⼀些事情，他早就已經定下來了，⽽且他創造我
就為了這件事。
上周我在三藩市的中國城 ,因為他們正在拍⼀個紀錄

⽚，⽽且他們要在我出⽣的地⽅拍攝,就在我出⽣的那家醫
院。我除了出⽣之外，並沒有在那家中國醫院花任何時
間。實際上，這是我第⼀次站在這家中國醫院前看著它，
我對拍攝紀錄⽚的⼈解釋說：“這是我出⽣的地⽅，⽽且是
我母親死去的地⽅。我媽媽因為⽣我死在這家醫院，從⽽
使我能夠得到⽣命。”我看了這個醫院，我在想那天是什麼
樣⼦：那天是如此悲哀的⼀天，因為我母親在那天死去︔
但對我來說，那是極榮耀的⼀天，因為神使我在地上出
⽣。
但是，這段聖經說那絕不是⼀個意外，已經預定好，

他已經指派了我，這是祂為什麼創造我。聖經上說在創世
之前，祂已經揀選了我，神的計畫是永恆的，但是我們只
是看到這是⼀個悲劇，這個女⼈死了，這個男孩出⽣了。
但這並不是⼀件意外，我不是⼀個意外，也並不是說，好
像在那個時刻神必須要做個決定，嗯︖神該對我怎麼做︖
祂說：“弗朗西斯陳，我對你的設計，是為了某些事情，在
你未在母腹成形之前，我已經為你定下了你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其中⼀件事就是要讓我來恢復在教會中主的主餐。
⽽另外⼀件事就是，要帶領這世代的⼈來經歷真實的

合乎聖經的教會。有⼈很討厭我，因為他們喜歡這個“panda 
express”，他們很喜歡很便宜的無價值的⼀些教會經驗。但
是有另外⼀群⼈，他們很愛我所持的⽴場，因為他們裏⾯
有⼀個饑渴，他們要更多，他們知道現在就是時候了，他



們知道現在⼀定要做，否則就再也不會發⽣。這並不意味
著我沒有安全感。
耶利⽶書第6節，神告訴我說，我為了這個原因創造

你。但是耶利⽶在第6節說：“耶和華啊，我不知道該怎麼
說，因為我是年幼的。”我們常常會做這樣的事，對不對︖
我們會找為什麼不能做的理由，我⼼裏⾯在掙扎，⼀直在
為這件事掙扎，因為我也知道神創造我就是為了這個時
刻，但在我⾁體裏⾯，仇敵不斷對我說：“我不知道該怎麼
辦！”有時候我看到丹尼爾•林，“你為什麼不讓他來做所有
的事︖他比我聰明，比我⼯作更努⼒，他說中⽂，你就差
派別⼈吧！”是不是很多⼈都有跟我同樣的感覺︖“這個很棒
很棒，弗朗西斯陳可以去做，因為我做不到。”我們都會這
樣想。我對著鏡⼦看，看到我⾃⼰所有的缺點，記不記得
當時摩西怎麼說︖神在⼀個燃燒的荊棘中對摩西講話，摩
西的反應是“我拙⼜笨⾆”，你記不記得神怎麼回答︖“誰創
造了你的⼜啊︖摩西你說你的⼜沒辦法發揮作⽤，你說我
所創造的你的⼜，沒有辦法來發揮我創造的功⽤嗎︖”當我
們覺得看清⾃⼰的時候，其實我們並沒有看清⾃⼰，因為
我們沒有創造我們⾃⼰。我說：“主，你做錯了。當你創造
我的嘴，當你創造我的⼼思意念，當你創造我的時候，這
就是⼀個錯誤。”所以同樣的耶利⽶也跟神說：“主啊，你犯
了⼀個錯誤，因為我是這麼年幼的。你要我去做這些事。”
但是在第7節，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

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
麼話，你都要說”！我今天晚上真正需要來讀這⼀節聖經，
因為這是從神來的命令，他看著耶利⽶說：“不要說我只是
⼀個年幼的。”即使在現在，我也在跟神悔改⼀些經過我頭
腦裏⾯的思想。神現在正在對我說：“你不要說我不夠聰
明。弗朗西斯•陳不要再這麼說了，為什麼你不斷地這麼說
呢︖你什麼意思︖你的腦⼦不運轉了，你太⽼了。不要再
這麼說了。當我創造你的時候，我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呼



召你就是為了現在這個時刻，你夠聰明，你也夠年輕，你
也夠有智慧，你也夠強壯。因為我為了這件事創造你、我
呼召你。”
第8節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

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當我們準備要為神做某些事的時
候，因為這些事情，⼈就可能會來攻擊我們，有些⼈會批
評你，甚至我們⾃⼰家庭當中的⼈都會來做這件事。但神
說：“不要怕他們，我與你同在，我會拯救你。”神現在與我
同在，我在這件事上不會失敗的，因為神與我同在，神是
我的牧者，當敵⼈來的時候，他會為我在這些敵⼈⾯前擺
設筵席，這就是我對神的信⼼。
所以從第九節開始：
【耶利⽶書1:9】於是耶和華伸⼿按著我的⼜，對我

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耶利⽶書1:10】“看哪，我今⽇⽴你在列邦列國之

上，為要施⾏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栽
植。”
我多麼愛神的話語，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但是我現

在感覺非常的剛強，在半⼩時之前我沒有這種感覺，但神
的話是活的，⽽且是持續發揮功效的，祂的話語裏⾯有能
⼒。當我在傳講的這些話的時候，我⾃⼰也在聽，我說的
是神給我的話，神為了⼀個任務指派我，你們沒有辦法讓
我停⽌，你們不能阻⽌我，因為這是他在我出⽣前定下的
⼯作。我讚美神，因為我現在在神話語上有信⼼，問題是
你們現在有沒有同樣的信⼼呢︖因為⼀個⼈不是教會，我
們是⼀個身體當中的許多的肢體，這就像切斷我的⼿指，
然後把它放在臺上。每週你們來這，你只是盯著我的⼿
指，這就奇怪了，聖經講我們所有⼈在⼀起成為⼀個身
體。我完全是按照神的樣式被造的，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但是我是不完全的，我好像⼀根很完美的⼿指，我應該加
入⼀個身體。祂讓丹尼爾、江媽媽、擁有我所沒有的長



處，這就是為什麼我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我來成為⼀個
身體。
在這個時刻，在這個季節，看到這裏有這麼多的年輕

⼈，真的是很棒！我相信神在這樣⼀個世代當中要做新
事，他們不滿⾜⼀些假冒的，事實上，如果他們得不到真
正的，他們都會離開教堂。他們會去上⼤學，並被教導沒
有神，⼀切都是意外發⽣的，除非他們有真實的教會經
歷，與他們在⼤學裏所聽到的⼀切謬論是相反的，如果不
是這樣的話，他們沒有辦法相信神,除非他們能夠記得，他
們在裏⾯感覺到敬畏神那樣⼀個偉⼤的事情，感覺在那個
圈⼦裏有如此⼤的愛，感受到主餐如此⼤的⼒量，他們⼀
天又⼀天，⼀周又⼀周，在敬畏神中⽣活。然後，他們看
到他們教授的⽣活,也許他腦⼦裏知道很多,但他不知道⽣命
如何發⽣。
我不知道這周接下來會是什麼樣⼦，但我深信這周有

些事情要發⽣，有些東西要被⽣出來。
我們有⼀段時間在東保羅，因為在那邊我們有幾⼗個

年輕⼈在⼀個社區聚集，然後他們在那裏呆了三個⽉，但
我相信神正在呼召他們中的⼀些⼈搬到這裏來。前兩周我
們⼀起祈禱，我們⼀起尋找神，因為⼀起祈禱會改變⼀
切。我們曾經在世界上不同的地⽅，但現在我們能夠聚在
⼀起。他們也曾經來到弗裏蒙特，與我們⼀起為慕主先鋒
教會⼀起禱告。我們⼀起禱告，看看神會要⽣出什麼事
來︔星期四，我們和丹尼爾⼀起祈禱︔禮拜五，我們和三
藩市的教會⼀起禱告︔⽽在週⼆，我們和帕洛·阿爾·波羅的
教會⼀起禱告。我們要看看神在這些地⽅，這些教會要⽣
出什麼來。我相信在這時候神已經開始給我們答案了，因
為這是神祝福合⼀的季節。所以今天晚上，我問⼤家⼀個
問題，你希不希望在這件事上有份︖你是不是預備好，要
開始進到⼀個新⽪袋裏呢︖就是聖經上所說的那樣的新⽪
袋。因為神祂要⼀個真實的團契，我願意為此來放棄我⾃



⼰的私我，甚至我的財務，我的舒適，都是為了神國度的
緣故。⽽且我已經預備好，要成為使徒⾏傳第⼆章所講的
教會的⼀份⼦，我再也不想成為⽼底嘉教會的⼀員了，不
管是熱的還是冷的，要麼全有，要麼什麼都沒有。我不能
再做這些不冷不熱的事情，我已經太⽼了，我不想再繼續
做這些假的東西了，現在就是這個時刻，我感到非常的興
奮。我知道我能夠做到這⼀點，是因為耶利⽶說的，我們
都是為了這個時刻⽽被造的。其實在舊約時代，當⼀群以
⾊列要去打仗的時候，就像基甸說的，你們當中有害怕的
⼈，你就回家吧！事實上，神並不需要這些⼈留在軍隊裏
⾯，因為這些⼈如果到⼀場爭戰中，如果他裏⾯充滿許多
困惑與懷疑的話，那會讓其他⼈⼀起懷疑，所以你想回家
你就回家吧！回去做你習慣做的事情。但這些預備好要打
仗的，咱們⾛吧，我們能夠爭戰，⽽且我們會得勝。他們
要求⼠兵要有這樣的⼼思意念，他們會彼此的⿎勵、彼此
的激勵、他們會彼此提醒神的應許。神會借著我們的嘴，
神會開始建造這個教會，沒有⼀個⼈會來反對這件事。至
於我和我家，我們要繼續做這件事。所以我也請⼤家來為
這件事禱告，就是這個時刻了，你要來做這樣的選擇。江
媽媽跟我們有這個夢想已經許久了。她剛來找我的時候也
覺得，這個季節是⼀個不同的時候，教會應該去做不同的
事了。我說我也相信這件事，但是我還沒有答案，相信我
們在⼀起同⼼合意，可以尋求到答案。其他基督教領袖也
開始出現，他們說我們不在乎我們的名字或是我們的事
⼯，我們只是想⼀起⼯作，因為我們相信教會的未來⼀定
會有所不同。
就像他為了這個季節創造我⼀樣，我開始瞭解到，神

為了這個季節也預備了其他的領袖，⽽且他把我們聚在⼀
起，帶著謙卑彼此合⼀，讓我對於未來充滿了興奮，所以
今天晚上看看你們的⽣活。
有些⼈相信神創造耶利⽶是有⼀個⽬的的︔有些⼈看



到我的⽣活，說我知道神創造弗朗西斯是有原因的︔你們
⼀起跟隨江媽媽，她是⼀個特殊的女⼈，神以⼀種獨特的
⽅式創造了她︔上周，你們還聽到丹尼爾講道，你們中的
許多⼈都愛他，你們會發現其實他是蠻特別的⼀位。但
是，你對於你⾃⼰是怎麼樣的認識：如何的相信︖你真的
相信神創造你是正確的︖還是你覺得他創造你是⼀個錯
誤︖或者今天神的話臨到你︖這些，幫助你瞭解到，我們
需要你，我們當中若是沒有你就不得完全。神創造你就是
完美的為了這個時刻。在我們⾯前還有許多⼯作，但今天
晚上我⼀點也不害怕，因為神的話告訴我，我是為此⽽被
創造。⽗啊，求你來⾼舉我們的弟兄姐妹們！⽗啊，希望
你讓他們因你的話語⽽戰兢，使以他們能有⼤的信⼼。因
為你在他們出⽣之前就認識他們，⽽且你創造他們就是為
了這個時刻，也讓我們彼此能夠⼀起同⼯。饒恕我們說⾃
⼰太⽼了，不太年輕了︔也饒恕我們，說我們⾃⼰不夠聰
明。我們是你的孩⼦，我們是你所創造的，我們裏⾯同樣
充滿耶穌基督復活的靈。所以，主，現在我要來斥責仇敵
的⼀切謊⾔，⼀切仇敵對我們說的謊⾔，或者甚至有可
能，這些謊⾔是借著我們家⼈對我們說的。是的，主，我
們受造奇妙可畏，我們現在就來到我們的任務的崗位上報
到了。主啊，帶領我們，帶領我們能夠恢復到聖經裏所講
的教誨。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江媽媽主領：）
你相信神造你不是徒然的，你相信神創造就是為了這

個時候，⽽且祂創造你的時候。當你在母腹還未成型的時
候，祂已經把你的這⼀⽣，神命定要你做什麼的美麗的計
畫，都寫在⼀本冊⼦上了，這是詩篇139篇裏⾯說的。所
以，你願意跟神說：“神啊，我不要再覺得我是⼀個⼩不
點。主，禰造我，就在這個時候，我⼀定要進入禰的呼召
跟命定！”神說了，祂要得著10億個青年⼈。哇!真的神的⼼
好⼤！可是祂說的話，祂真的就要做，誰願意對神有回



應，神在等祂的兒女們醒過來，知道“我不是年幼的，比這
世界都更⼤的神住在我的裏⾯”神在這個季節，有祂特殊的
⽬的，神給我們⼀個異像，祂從這⽇起，他要興起⼀⽀弟
兄軍隊。弟兄啊！你的受造不是為了那⼀份薪⽔，你不是
為了那⼀份⼯作，你是為著神的⼼，你只要來跟隨祂的
⼼，祂會養活你，養活你的家，養活你的孩⼦，⽽且祂會
養活的非常好。我服侍主快42年了，神把我養的非常的豐
富，沒有任何薪⽔，我只是願意為祂餓肚⼦，但神沒有讓
我餓過⼀餐，⽽且我只是⼀個意念，祂都⾺上好豐富的成
就，你相信嗎︖無論是食物，無論是衣服穿著、鞋⼦，無
論是住處，神還跟我講：“你無論去到哪個地⽅，我都會為
你預備住處。”哇！我常常說：“神啊!我要怎麼樣報答禰對
我所賜的厚恩呢︖”厚恩呢！是的，真的不是⼀點點恩典，
是厚恩！所有神帶你來到弗裏蒙特的⼈，神都要讓你得到
這樣的厚恩。所有神讓你聽到今天的資訊的⼈，神藉著弗
朗西斯所講的，真的要帶你進入祂的⼼，進入祂的厚重的
恩典。
所以弟兄啊，神不要讓你勞苦愁煩的，為那⼀份薪⽔

⼀直背著重擔。我看到好多我們教會的弟兄，他⼀⼼只為
著愛神，跟隨神、服侍神，在⼀個競爭非常厲害的⼤公
司，神可以⼀直讓他保住位置，還⼀直捧紅他，完全不是
因為他的聰明、才智、學歷，⽽是因著神的恩寵。你看弗
朗西斯.陳也是，把房⼦賣了，奉獻給貧窮的⼈，我就看⾒
神在各⽅⾯都給他好豐富的恩典，你有沒有看出我們的神
是厚賜恩典的神。但我們不是因著祂的恩典⽽要來侍奉
祂，⽽是因著祂的愛，為我捨身流⾎的愛，所以神要釋放
弟兄得⾃由，進入祂的恩寵。我要先呼召弟兄，很多姊妹
可能等著，要搶著跑出來。我們先給弟兄權利，好嗎︖已
經有弟兄出來了！弟兄們，你準備像耶利⽶⼀樣說：“神
啊！我不再是年幼的，我的屬靈⽣命不再是年幼的！我真
的要把⾃⼰獻給禰，禰要我說什麼，我就說什麼，你要差



遣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我要為禰⽽活！”願意的弟
兄請出來!
我們現在後⾯的位置給姊妹，姊妹們 ,你願意跟神

說:“神啊！我不是為我的兒女⽽活，我不是為這個家⽽活，
我是為禰的⼼裏的國度⽽活。”我真的跟你講，當你願意這
樣的時候，神把你的孩⼦照顧的比你照顧的都好。
姊妹們，你願意真的全⼼為神⽽活，“神，禰要差我到

哪⾥去，我就到哪⾥。”⽽且我們每⼀個⼈都要為下⼀代⽽
活，來培育帶領我們的下⼀代，神要呼召的⼗億⼈，⼤多
數是青年⼈，你願意跟神說：“神，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我們願意來為下⼀代的青年、少年、兒童禱告。⽽且我們
願意⽤我們的全⼼來乳養他們、關照他們，照顧他們，使
他們可以為神，歸向神⽽活。”太太們，如果你的先⽣已經
在前⾯，你就出來站在他後⾯，太太可以站在先⽣的後
⾯，⼿按著先⽣的背，⼆⼈合⽽為⼀，願意⼀起為神⽽
活，當趁著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當趁著耶和華相
近的時候求告祂，親近他︔當趁著還可以獻上的機會，趕
快把⾃⼰獻上給神。我們⼀起來禱告，把你的⼼舉向神：
“神啊 ,我在這裏。神啊 ,充滿我！充滿我！得著我！擁有
我！”
耶穌就要回來了！
（丹尼爾•林主領）
天⽗，我現在為這個教會的每⼀位弟兄們來禱告，你

會使他們剛強壯膽，成為⼀個男⼈，⽽且成為⼤有勇氣的
領袖。在他們的家中，不要再讓太太成為屬靈的領袖。要
拿著神給你們在家中帶領的地位，在你的家中成為屬靈的
帶領者，為你們的兒女設下榜樣。主，給他們這樣的勇
氣，在他們裏⾯，放下爭戰者的勇⼒。因為禰不是⼀位軟
弱的神，禰是全能的神。我們不需要⼀群軟弱的兒⼦，我
們是照著我們⽗的形象造的。主啊，保留他們為了這個教
會的⽬的，我們男⼈是不懼怕的。主啊，我們禱告他們正



在被轉化。過去是姊妹們在帶領，但是我現在要禱告，弟
兄們！你們要興起！主，把禰的靈放在這些弟兄的身上，
慕主先鋒教會再也不⼀樣了。這位復活的君王，我們奉禰
的名來禱告，阿們！
神創造時，家庭裏⾯領導的地位是給我們弟兄的，他

們被賦予責任，他們有特權，他們有這樣重擔跟負擔，他
們需要全家每⼀位成員的扶持，他們需要全家成員禱告的
扶持，使他們可以勇敢的進入神所給予的，在他們家庭裏
祭司的位份，我特別要為弟兄們來禱告，我們在去年，有
⼀個為弟兄守望的運動，這樣的為弟兄守望的運動在全
國、全世界呼召數百萬的弟兄們釋放他們進入他們的命
定。我覺得在這樣的⼀年，有⼀個“中⽂版本”的弟兄守望。
弟兄們，你們要起來，彼此⽴約，互相的扶持。若是你同
意這樣，你願意起來進入這樣⼀個弟兄守望的聯盟，你可
以舉起你的⼿來，我們⼀起禱告。線上上正在聆聽的弟兄
們，你也進入這樣的應許！
我們稍稍等候神⼀會兒。
亞當們，在伊甸園裏，夏娃沒有出⽣之前，亞當是獨

⾃⼀⼈，亞當是和神在⼀起，和其他的受造之物在⼀起，
但是沒有像亞當⼀樣的。亞當是非常獨特的，因為他是按
照神的形象所創造的，神那麼親密的將氣息吹進亞當裏
⾯，今天再讓神親密的將氣息吹進你們裏⾯！奉主的名，
釋放永活真神的氣息進入弟兄裏⾯，讓他們深深經歷神⼤
能的澆灌，他們在禰的愛裏充滿了信⼼，興起！興起！因
此，他們可以勇敢的去愛，勇敢成為神應許的守望者，⽽
且他們可以成為這個約的守望者。⽗啊！我們謝謝你！
我們也為姊妹們感謝禰，她們是非常敏銳的聽⾒禰的

聲⾳。她們總是明⽩，⽽且曾在弟兄們之前，她們更聽⾒
禰的聲⾳，給姊妹們耐⼼可以禱告，直到⾒到他們的弟兄
進入應許的命定，主啊，給我們收割靈魂的⼯⼈！主啊，
呼召我們，呼召我們的家庭，呼召教會進入這樣的⽲場，



呼召三藩市還有灣區的教會進入!⽗啊，我們謝謝你，謝謝
你邀請我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利未領會：）
我們夫妻⼀起為這個家祝福，我看到當我們的位置對

的時候，我們的次序對的時候，整個家會不⼀樣，所以夫
妻⼀起為這個家祝福。甚至把你們的孩⼦帶著，為你們的
孩⼦祝福。我感覺到，這個季節神在慕主身上開始做不⼀
樣的⼯作，我們整個家庭會對了，我們家庭的次序會對
了，所以好不好夫妻⼀起牽起⼿來，為你們的家祝福。如
果你們有孩⼦在當中，也把孩⼦帶著,⼀起為孩⼦、為這個
家祝福︔如果你是單身的，你們就聚在⼀起，只要三四個
單身聚在⼀起，為你們彼此的家祝福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