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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念所不見的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吳蒙恩傳道!

"#""年 $月 "%日!

  

謝謝李群牧師！ 

親愛的家人，平安！感謝神的恩典，代表慕主先鋒教會，

向我們美國地區，我們當地的家人們，平安！向線上上的家

人或者在亞洲的家人們，平安！平安！平安！ 

神的恩典好大！每次我們在敬拜的時候，每次我們在神

的殿中聚集的時候，真的可以感受到神的榮耀，真的就像煙

雲這樣充滿著我們。但我們現在線上上聚會，我同樣的禱告：

「神的榮耀、神的恩典、神的話語，越過時間空間；祂的祝

福、祂的豐盛要藉著網路充滿在你我的家中。阿們！ 

已過的這一個月，雖然有些家人在這一陣子期間，有患

病、有確診，我們也回到線上去聚會，我在教會當中，其實

聽到很多很激勵人心的見證：我聽到有些人病得醫治的見證；

因為家人確診他們就去采買食物，幫忙送餐，甚至還願意去

照顧彼此的孩子；有些家人送保養品的、送維他命的、送中

藥、送西藥；有一些家人在網上大量的買血氧機、加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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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的送給弟兄姊妹，提供各樣檢測的用品，就是想要確保

我們每位弟兄姊妹健康，有力量，快快恢復。我真的可以感

受到我們這個家————慕主先鋒這個大家庭，充滿著彼此

切實相愛的心。我為身為這個家的一份子，我一直在神面前

感恩禱告。我在這邊特別感恩：我們教會當中的遊傳道，整

個調度、送餐、安排，真的看到神在這個時候用他；小於師

母，帶領整個禱告團隊，一天好幾場的為教會來禱告；史蒂

芬傳道代表教會內外，去聯絡、去安排，你看他忠心的在教

會侍奉，神真的藉著他的生命，帶領著整個教會一直在往前；

享利師母帶著孩子，每晚忠心的一起禱讀神的話語、一起讀

經、一起唱詩歌、背誦神的話；粵語堂的牧師馬賽娜跟我們

的安娜傳道以及加西醫生，這樣的醫療團隊，他們提供各樣

的防疫，或者是照顧自己的資源，就是使弟兄姊妹們真的身

體能夠健壯。我真的看到在疫情期間，當我們同心合一，彼

此服侍，真的百節各按各職聯絡得合適，就可以讓這個教會

有秩有序的往前。 

這段期間我的家也有人確診，我的太太跟我的二兒子，

要把他們隔離，很少做飯菜的我，也開始要學做菜。這一陣

子看了很多如何做美食的節目，洗衣拖地，他們上過的廁所

浴室、穿過的衣服、躺過的那些的被單被套、走過的地方都

要噴消毒劑，全面的消毒。我很渴望讓我的家人、孩子得到

一個全方位的照顧，所以我就把以前當兵帶部隊的那套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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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身上：定時補充維他命；戴好口罩、24小時空氣清新

機不斷的運作，保持空氣流通，中午 11 點半到一點半一定要

出來曬太陽；做二十分鐘或十幾分鐘的簡單的身操的運動。

同時我還要趕快聯絡一下牧區中的家人，有沒有確診患病的？

有沒有需要送餐的、關懷的？趕快聯絡一下教會行政中心幫

忙。 

我當時就在想：「主啊，健康很重要！」因為這樣我們才

有辦法持續去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不會受到影響，我們就

可以恢復到正常的工作，恢復到正常聚會的日子。我有這樣

的一個期盼，但神卻給我一句話，在《約翰福音》6章 28 節

到 29 節，「眾人問耶穌說：‘我們當行什麼，才算做神的工

呢？’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

你仔細看一下，在中文並沒有寫得清楚，但是在英文上面寫

得很清楚：「很多人就問：‘耶穌啊，什麼樣才叫做神很多的

工？我們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所以他是用

「works」，但耶穌卻回答只有一件事，神的工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信神所差來的，就這麼一件事。 

我就在想：神說話，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在我的生命歷

程當中，不是每天每時都有這樣神的一句話，突然的會進入

到我的裏面，我就要去禱告，我就要去回應，「主耶穌啊，你

為什麼突然對我說這句話？」我就去查考聖經，我就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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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背景，我想主耶穌是在什麼環境之下對人說這些話的？

我一定要明白。原來，在當時耶穌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跡，隔

天好多人也要來找耶穌，一大清早就來找耶穌，耶穌就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為見了神經

跡，乃是因吃餅得飽。」所以耶穌就講一句話，「不要為那必

壞掉的食物勞力，要為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存到的永

生食物是什麼？就是人子自己。所以眾人就說，請告訴我們，

我們要怎樣才算做神的工？我自己也自問自答，我說，「主，

在我裏面什麼叫神的工？我們現在因為這樣的疫情，我們是

不是使神的工停滯了？神的工沒有再去做了？我每天做什

麼？」我就去禱告，幾天後神就回應我，「去信神的兒子。」

這句話多麼的重要！代表了其實主耶穌做很多事，但祂就告

訴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工作——信！「主，我願意信，那我要

信什麼？請你告訴我好嗎？」我就持續禱告，我就說「主，

我一定要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幾天之後神就回應了我，神

就用《哥林多後書》4 章 16--18 節回應我，「所以，我們不

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

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

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藉著我在忙碌照顧家人的這段期間，我聯繫弟兄姊妹們，

他們的身體有沒有健康？我看中大家一定要健康，可是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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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用這句話來提醒我，「你平時有沒有去注意到你裏面的

人的清潔？你裏面人的消毒？你裏面人的供餐？你裏面的

人的營養補給？」在照顧我家人的時候，隨時要吃維他命、

口罩要帶好、要消毒，神突然就提醒我，祂用《哥林多後書》

提醒我，我們內心卻要一天新似一天。內心，其實是我們裏

面的人，你有沒有注意到你裏面的人其實也很需要被保護？

很需要被清潔？有污穢有毒素。你有沒有定時定量的供餐？

你有沒有去補充你靈人的營養？18 節就說，你有沒有去顧念

所不見的，而且要注意到你裏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 

家人們，在我裏面開始有很深的醒悟！當然我們現在好

多弟兄姊妹們都得了醫治，大部分都得了醫治，但我們還要

持續禱告，讓我們整個教會都經歷到完全的健康、完全的醫

治。好像神用這句話也來提醒我，好像也藉著這句話，今天

來提醒我們整個教會弟兄姐妹：這場病，不要白白受苦！就

是不要你經歷了醫治，恢復了健康，「哦，我們感謝讚美主」

ok，我們往下一站，再往前，你日常的需要，生活的需要，

你也可以藉著這份的信仰得到一些幫助。困難，神可以解決，

疾病，神也可以醫治，但是你知道嗎？神有一個極美應許的

榮耀，是一個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是我們現今我們無法見

著的，神說這是顧念所不見的，是藉著我裏面的人一天新似

一天賜給我們，所以神的工作不是只有在外面的彰顯：你要

得醫治；他被得供應；本來環境很困難，我突破了，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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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來很缺乏的，我得豐盛了；神很在乎的就是：我們在

每一個環境跟在每一個處境的裏面，我們是不是知道我們在

做神的工？什麼是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來的——我對

祂的認識，我對祂的渴慕，我對祂的愛，我對祂話語的熟悉。

親愛的家人，這是裏面的事！我們外面的難處可以過，疾病

可以得到醫治，困難可以得到解決，但我裏面的人呢？我得

醫治了，我得健壯了，但我們的人生，不過就是這了不起 100

年嗎？ 

我現在為好多的困難，一直感謝讚美主、感謝讚美主。

但神提醒我，要為他裏面的人禱告：他裏面的人必須要一天

新似一天。因為我們的外面會過去，我們是一天天的衰敗，

但有個榮耀的祝福、榮耀的應許在等著我，必須要藉著我一

天新似一天。我裏面的人如果沒有藉著信，信神所差來的兒

子，我裏面有沒有一個真實的對祂一個無偽的信一個不疑惑

的信心？親愛的家人，這場疾病，我得了醫治，我感謝讚美

主。如果下一場，下一個挑戰，我沒有得到醫治，下一個難

處我沒有得到恢復，那是不是我的信心就垮了？我是不是還

活在外面？親愛的家人，是裏面的事！ 

保羅特別提醒我們：你不要去顧念所見的，你要顧念所

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2022年，現在是新的一年的開始，很多人在這段時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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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一年立定新的目標，新的夢想，說「主，幫助我，我要

一個跨越，我要一個突破，求禰幫助我生命的擴張，幫助我

發揮我的影響力，我向神求力量，我向神求智慧，我要去完

成我的夢想。我要定目標，藉著這些的目標，神，幫助我去

突破，賜給我好機會，為著我開門，找個好工作，甚至我可

能會進入到婚姻。」這些都很好，但鼓勵家人們，我們也可

以求神，在我們裏面的內在，今年我們求神，一年的開始求

神說，「主，在我的裏面，禰建造跟擴張一個不震動的國度，

讓我今年的禱告，我不再是求我人生的目標達到。主，調整

我，求禰的國和禰的義。新的一年，求神禰時刻提醒我的心

思意念，我要思念天上的事，我要思念上面的事，我的眼目

注意我裏面的人，我的靈人有沒有一天新似一天？《歌羅西

書》三章也說了：「你們若真的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

的事……」我就在想：「主，這次疫情期間，面對我的家人的

確診，面對教會的一些需要……」，我真的在神面前悔改：「我

裏面好少思念上面的事！」我為人疾病禱告，有人需要，我

趕快去跑去送餐，趕快聯絡，送血氧機，有一些熱的加濕器，

趕快去送去跑。當然有些家人也送餐到我們家，好感謝主！

聯絡感恩，這段時間會花時間，「主，你要叫我做什麼，我就

好好讀經，好好禱告，但主我真的就是說，你改變我一件事：

怎麼在每一個環境的裏面，我的眼目真的像保羅所說的，我

們若真的與耶穌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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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 

我記得我剛讀神學院的時候，那時候是一股滿腔熱血，

我很想要為主做事，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年輕、熱情，非常熱

情的服事：組織福音隊到偏鄉啊、到原住民的單位了、到眷

村裏面去傳福音、開辦查經班、舉辦禱告會、辦佈道會，我

當時也是忙得很快樂，也忙得很充實，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好

像「我真的還不錯」，我可以為神做不少的事，其實也還有一

些不錯的小果效。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同寢室的同

學，他大我一屆，發生了車禍，因為車輛要回轉接小孩子，

後面一輛大卡車當場撞過來，跟他的兒子在車上兩人當場死

亡，我們的心好難過好痛，我們立刻電話聯絡，大家連線禱

告，迫切禱告，後來我自己覺得不行，就連線禱告不夠，我

們開去醫院，我們殺到醫院裏面去，到了醫院除了家屬才可

以進去，我們就趕快聯絡他的太太，一起進入到停屍間了，

我們當時已經在地下室了，我們幾個年輕人啥也不在乎，按

手在他身上禱告，拼命的按手禱告，感謝主！他沒有復活。

我在想，如果他復活的話，我會為在這地上所做的事而感到

滿足。我回首我過往的時光，我現在越來越感恩，我很感恩

神攔阻我出於自我熱心的工作和渴望，我很感恩神在環境裏

面調整我，讓我挫敗、讓我失敗，以至於我開始能夠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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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還有一個內在生活，內在國度是我要去看重的。如果我

手所做的盡都順利，我真的會滿足我手所做的一切，我會忽

略，我會輕看我裏面人的情況，因為光忙外面我就忙不完了。 

這陣子我讀賓路易師母的傳記，在她的這本《靈命深處》

一書中，提到她曾經也病重到幾乎無法服事，很多人為她禱

告，很多人來看她，當時在英國她病重的完全沒有辦法服事，

所以她就在神面前迫切的禱告，主啊！幫助我快快得著醫治，

幫助我快快可以好起來，好讓我可以起來服事禰，繼續做禰

的工作。多日的禱告，結果病情更加嚴重，有一天神就在異

象當中向她顯現，她看到她手中拿著很破爛的布，她嚇一大

跳：「這是什麼？」神說：「這就是你手中所想要做的工作。」

她就警覺警醒起來，從那以後她就完全改變，她更深的進入

到生命的內裏與神相交，連她的道都不一樣。她開始傳講一

個渴慕神、全然的愛神、追求神與十字架的資訊。改變了！

我就想到在 2月開始，我們會有內在生活的一個課程的訓練，

這陣子我就把這幾個資訊反反復複的重聽。我們有個小家很

可愛——年長的小家，我們的小家長喬治爸爸很認真，每次

就帶著我們重複聽、重複聽，所以《內在生活真諦》、《雅歌

總結》、《讚美》、《等候神》這 4個主題的資訊，我們從去年

的年底 11月、12月、1月，反反復複聽了三個月，神反而光

照我的心，最近神就顯出我裏面人的真實情況，什麼情況？

這些資訊裏面的經文我越來越熟悉，可是奇怪我裏面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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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沒有變多，反而變少？資訊的內容我越來越熟悉，裏面

的感動卻越來越少。你知道聽信息的速度可以加快的，本來

是聽原來的速度，你聽過一兩遍了就調 1.25倍速，後來已經

聽了那麼多遍，我就開始調 1.5倍速，最近在重複聽了，時

間又比較緊迫，我開始調到 1.75倍速，甚至兩倍速在聽了。

怎麼分享？怎麼去帶分享？怎麼抓出整篇資訊的大綱？重

點要怎麼帶？我是越來越熟悉，但是神就光照我裏面，這是

一個恩膏的教訓，可是在我的生命當中，在我的靈裏，神的

光照、神的責備、十字架在我裏面的清晰度，我有沒有開始

更多的舍己、倒空？為什麼沒有同樣的加增？所以我在神面

前有很多的安靜、禱告跟悔改。我說：「主啊！禰一定要改變

我這種靈性的麻痹，禰一定要救我脫離這種宗教的老油條。」

資訊無可厚非的當你聽了 5 遍、10 遍的時候，太熟了，上一

句講什麼，下一句我都知道了，可是既然這是神的話語，我

就不會因為只是多聽了幾遍，我裏面就會有一種膩呀，既然

這個資訊是帶出生命的，是神藉著江媽媽所說出來一個內在

生活的建造，我每次聽就應該在我裏面有更多的迴響，有一

個更多的改變和操練，怎麼我現在想到的是大綱、重點、怎

麼帶領呢？主題呢？我怎麼開始想到這些外面的事了？我

就在神面前禱告，我說：「主，求禰叫我永遠不要失去一個起

初愛禰的心，賜給我眼藥擦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見，我不要

再看到我外面的人，我要看到我裏面的人有沒有一天新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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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藉著這些話語，我有沒有比我去年的我，裏面一天新似

一天，我有沒有真實的去信，這一個單獨的工作，這個工作

是我不可少的工作。信神所差來的，就是做神的工。我有沒

有做單一的工？」 

回想我在 2015 年剛來到慕主的時候，就立志要聽完所

有的內在生活資訊，我每聽一篇就要整理重點和大綱，因為

我很想要理解江媽媽她講道的安排跟思路，我當時就想我還

可以編寫課程教材，因為她的資訊大部分我幾乎都聽完了，

可以開始編寫課程。後來才知道原來每次媽媽在講臺上面的

傳講，都是在聖靈的感動之下說話，那就是聖靈藉著她的感

動所安排的一個思路。當時我太太就說，我們的家幾乎 24小

時都是江媽媽的聲音啊，我就跟我太太講，你知道這種叫做

浸泡式的聽道，甚至我當時還採用睡眠聆聽法，睡覺了還把

播放器放在你耳朵旁邊，反正你睡著了就聽，進入到你的深

層的腦袋裏面，就叫做睡眠聆聽法。所以我當時洗澡、刷牙、

走路、運動都一直聽，我只有一件事，我就只想把它聽完，

可是你知道嗎？這都是一個在知識善惡樹裏面的運作，根本

沒有深入到我的靈與魂、我的骨髓，我聽完了，但是說實在

的，我問自己我改變有多少？我真的在神面前悔改。感謝主！

來到慕主這個大家庭，神興起環境製作修剪，有時候真的很

沒面子，犯錯了去認錯、去悔改，重新再來，神一層一層的

修復、建造、轉變。我就開始明白原來內在生活不是去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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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內在生活是神把我們一步一步帶到我明白祂要建造的國

度是在我裏面的國度，所以我現在重新再去聽信息的時候，

好特別，在你每一段的生命歷程，你現在需要聽什麼資訊，

那個資訊就會在你現在的需要當中，成為你的幫助。我不知

道你有沒有經歷這個，我最近經常經歷，聽《讚美》的時候，

環境來，就會藉著讚美，聽《等候神》的時候就發現最近心

很焦躁，然後一定要讓自己多等候神。最近好像我裏面的情

感又有一些下沉，我就說：「主，藉著《雅歌總結》再次恢復

我裏面的熱情和情感。」我就覺得在慕主先鋒教會、在這天

父愛的家，我們不是一個加工廠，什麼叫加工廠？就是進貨、

加工、出產跟行銷，有些教會也搞得像加工廠，趕快傳福音

拉人來，訓練訓練當小家長了，然後再去擴張，不是不好，

但是要問的是當我們回到裏面的時候，教會就應該是一個生

命的有機體。我覺得我來到慕主，真的經歷到一件事情，就

是神在慕主做一件事情，祂專注的引導我們與神相遇，好讓

我可以得醫治，我過去的破碎、過去的羞恥、過去的軟弱，

我生命中的盲點，在這裏得醫治得恢復，不斷的去明白你的

核心身份，你要知道你是誰？而且慢慢一步一步成熟長大，

長成成熟的兒子，我們就可以進入神量給我們的呼召和使命，

帶來一個最終的結果跟方向就是：真實的去滿足天父，滿足

阿爸父的心。 

家人們有沒有看過這本書？《雅歌總結》，念兩句話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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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這是我很被觸動到的一句話。在第三個主題《關鎖的

園》中，江牧師說：「過內在生活的人有一個特徵，就是在他

的裏面有神很深的平安。」她說這是福音的目的，其實也就

是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聖經說：又要叫基督的

平安，在你們心裏做工，你們也為此蒙召。所以在我們的生

命裏面遇見事情的時候，你要保持平安，叫基督的平安在心

裏做主，不是緊張害怕，趕快求辦法解決。如果我們要成為

一個禁閉的井、關鎖的園，一發生事情，那麼你要先開口感

謝讚美，讓基督的平安保持在我們裏面，不要讓那件事進入

到我們裏面，捉住我們的心，以至於把我們的平安奪走。 

這其實就是把我們帶進到裏面，去關注到你靈人、裏面

的人的需要，藉這個需要所有一切的環境或是疫情，或是經

濟的動盪，或是政治的混亂，或是現在你所遭遇的每一個挑

戰和難處，哪怕是疾病痛苦，都會把你帶到裏面去，注視你

裏面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在你裏面做主。另外在第七個單元

《靠著良人》這段，我說：「主，當我去專注禰的時候，我要

注視禰什麼？」這邊說到叫做靠著良人，我也知道依靠神，

但什麼叫靠著良人？就是怎麼依靠耶和華。你不要老是記得

醫生說你的病會多嚴重，某某專家說什麼，這個情況是如何？

現在這一陣子，油管也是到處傳，哪個專家說什麼。這邊說

到我們的心中有沒有存記著神怎麼說？我們的眼睛看的是

什麼，思想的是什麼？是不是看著神一直往前去，存記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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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許？就是這兩句話，因為我最近藉著讀賓路易師母的傳

記或者重新再讀一次《雅歌總結》的時候，我裏面就開始覺

得：哇！原來內在生活真的是可以使神的國降臨，因為神在

我們生命中的治理，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掌權，真的回應了我

們主禱文說：「主，願禰的國降臨，願禰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就發現當我們這個人一進入到看我們內裏的

人，看我們內心靈人是不是一天新似一天的時候，你就會越

來越懂得阿爸父的心。我記得江媽媽在我們當中常講一句話，

她說她越服事主越久，她就越來越懂得主耶穌的心。所以她

常常提醒我們，你們真的很需要明白主的心，你們要常常去

禱告，你要去明白主的感受。哎呀！我就感覺我這個服事的

人，每一次一有事，外面的事一多了，常常去忽略，我就開

始改變，所以今年 2022年我就禱告，我的新年勵志就是說：

「主，讓我對你的信心提升，我知道什麼叫做做你的工，我

的話語，我要認真的去提升，我的禱告要提升。 

像前陣子弗朗西斯·陳說：「我們禱告的提升，我對渴慕

主的提升。你幫助我是一個枝子連於葡萄樹，我要常常住在

主裏面。」所以我就一個禱告很深地禱告說：「主你給我一個

恩典，我只要一離開你，我就什麼都不能做，給我這個恩典。

你給我一個恩典，讓我就是做你這個工——就是信神所差來

的。主，你給我一個恩典，讓我的眼目常去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我裏面的靈人，我裏面的人必須要一天新似一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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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榮耀的冠冕、有永遠無比極重的榮耀在等著我。」這一個

多月教會改為線上的聚會，我們聚集、我們開會都線上上，

我當時就禱告，我說：「神你到底要教導我們什麼？你的心意

到底是什麼？你教導我學什麼功課？」 

神就提醒我這一陣子我們教會，在周日我們中午的成人主日

學——我們出埃及記即將結束了，我們要進入到 40章了，整

個會幕都建造完成了，神的同在跟神的榮光充滿在帳幕。最

近我禱告，我說：「主，既然你說慕主是一個天開了的地方，

既然這邊是有神的同在，你說這裏既然是神的應許，為什麼

會遭到這個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告訴我。」 

神就用出埃及記第 40章 34-38 節回復我，神就說：「孩子，

你要明白什麼叫做啟程前往？什麼叫做就地紮營的時機，你

要看得清楚，神的會幕會移動，神的教會是行動。」上一周

戴冕恩爸爸對我們說：「我們是現今的約櫃，我們是彰顯神的

行動。」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

滿了帳幕。」哇！真榮耀！真榮耀！可是你看 36--37 節，

「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啟程前往；雲彩若不

收上去，他們就不啟程，只等到雲彩收上去。日間，耶華的

雲彩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

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所走的每一步路，他們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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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就是什麼？收了起行。停了，就怎樣？那就敬拜啊！

好好地認識神、敬拜神。 

民數記 9 章 22-23節他形容得更細膩，他們已經踏上去

了，他們已經踏上去了。你看民數記 9 章 22、23節說什麼？

「雲彩停留在帳幕上，無論是兩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

列就住營不起行，但雲彩只要一收上去他們就起行。他們遵

耶和華的吩咐安營，也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他們守耶阿華

所吩咐的，都是憑耶和華吩咐摩西的。」我禱告就說：「主啊，

我本來就知道要跟著雲柱火柱，教會是要往前要起行。」但

神就提醒我：你要明白什麼時候叫起行，什麼時候叫紮營？

你怎麼知道今天是紮兩天紮一個月紮一年？我個人是很喜

歡當背包客，背著大行李出去爬個五六天再回來，住在山裏、

住在帳篷裏，我很享受這一塊。你要知道每一天的行程我知

道有時間，今天走到哪里就該紮營，我這一陣子才跟邁克李

群牧師我們去爬了大峽谷，在走的路上我們都不知道今天到

底在哪里紮營，所以走路走好久。這走的路上真的我心裏都

在禱告，我們兩個人心裏都在禱告：「加添我們力量這到哪里

不知道」走到已經傍晚了，天都快黑了，終於停下來，第一

件事情趕快用帳篷紮營，真的是有夠累，雙腿都在顫抖了好

累，只想坐下來休息，沒辦法那就趕快用起來，待會要吃飯

要睡覺。你不趕快紮營不行，但是你知道我們有幾個同伴，

他心想反正睡一晚就走，他連帳篷都不紮，直接仰著星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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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那你是知道路程，但以色列人是不知道，他們我們唯

一能夠看的就是看雲彩。 

當我在專注的時候說：「主，你這段到底要教我的是什麼？」

神就提醒我：如果你的體質沒有預備好，你一旦要走上生命

的道路，你要開始跟上雲彩要往前走，你只要說起行，起行

沒那麼簡單，你不是說打包行李收一收我們就可以踏上路，

不是，這是一條生命的道路，這是一條榮耀的道路，但這也

是一條亞瑪力人會來攻擊你的道路。撒旦惡者會殺我們、會

吞噬我們的道路，你的體質如果沒有預備好，你以為我們就

跟著大家一起起行了，我們就一路到達迦南了嗎？親愛的家

人們，路上有亞瑪力人，他是前面攔阻後面追殺，軟弱的、

脫隊的就吞噬他們。神的工作，神唯一的工作——就是建造

我們裏面的人信祂、連於祂。在當我們停下來紮營的時候，

緊緊地跟隨祂、認識祂，我們才有辦法一步一步走進到迦南

美地。 

所以你仔細看看，每年教會受洗的人很多，來到我們教會參

與小家的也有很多。在我們當中過去有一些很多被神所使用

的領袖，走著走著在這條行列當中，有些人事物繁多、肉體

軟弱、世界吸引、被人得罪冒犯，他就在這個行列中就落隊

了。 

我們本來都是一起加入第一支軍隊，加入耶和華軍隊，我們

是一起同當兵的！家人們，我們是同批的一起當兵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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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目標，我們要一起起行、我們一起紮營，我們要一起走

進迦南美地的。但你會發現亞瑪力至今還是在我們的前、後。

前面攔阻我們，後面在追殺我們，所以難怪神起誓說：「要世

世代代與亞瑪力爭戰」因為肉體世界是最厲害奪取我們榮耀

命定的敵人，藉著忙碌、世界的成就、世界的貪愛、環境、

疫情好可怕，我現在好忙，我希望專注在這，我希望專注在

那。每天中午我們教會都有等候神的聚會，我常在等候神的

時候神就提醒我：「孩子，你知不知道你現在所做的每一個工，

都需要讓你的體質能夠去預備夠得上。」 

上次弗朗西斯·陳牧師說，如果 2022年真的是最後一年，我

就問我自己：「如果 2022年真的是我最後一年，敵基督一定

會興起、假先知也一定會興起，迷惑、逼迫、離道叛教的事

情開始發生的時候，我有沒有預備好？」因為這些都會發生，

我預備什麼？我的靈人預備好了沒有？這些必然會發生的

時候，我怎麼可能不預備呢？ 

如果困難都要來了，我不預備的話我就太傻了，我不能只有

我預備，我的孩子也要跟著預備。所以從今年開始，其實我

們過去我們家都有家庭祭壇，但今年不一樣，我們改變，神

就讓我覺得如果今年是最我最後一年我要改變，除了在我們

全家讀經之外，我要帶我們家背經，背聖經。你如果有一天

被逼迫了，聖經不是在你手上，手機上面又沒網路。如果我

們真的像之前阿富汗，人家去查你的手機，如果裏面有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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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逼迫你、殺害你，放在哪里最安全？放在頭腦裏。所

以我就帶我的孩子背主禱文、背聖經，把聖經中裏面是禱告

的我們就要背起來，我就帶他們唱詩歌，唱老詩歌、唱《頌

贊詩選》的老詩歌。已過的這周我們才學會《耶穌恩友》：「耶

穌是我最親愛的朋友，很擔當我罪與憂愁，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未把事情帶到主座前求……」我也帶我們的孩子去唱慕

主的詩歌，這都是至聖所的詩歌。因為我想要建立我的家，

是一個能夠讓神來建造我們靈人、裏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

建造剛強的氛圍在我的家中。我希望當 2022 年假設真的是

最後一年，我有沒有把這樣的一個內在生活國度的寶貴，內

在生活的這樣一個重要性，也讓我的孩子知道，因為我不要

養出一個「掃羅」，我不要讓我的孩子是一個生命還沒有被改

變的「馬可」，我不要我的孩子只是一個熟悉基督教的一個旁

觀者。掃羅他是法利賽人，我們大部分都以為法利賽人就是

一個假冒偽善的人。No，No，掃羅他在很年幼的時候他就很

愛主，他就進入到迦瑪列的門下去訓練，他是真法利賽人，

真的愛神，熱切的自律操練自己的生活。可是你會發現掃羅

他的每一個熱心都是在逼迫基督的教會，直到他真實的遇見

神。所以不是做外面的就夠了，我們常常覺得信主了，你要

讀經、要禱告，你要參加聚會、你要奉獻這都還是外面的。

你要真的讓他去遇見神，你要把他帶進到內在生活的裏面，

不是在家聽信息，你要帶領他去真的遇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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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謝主，我在慕主藉著江牧師，藉著敏文牧師、馬提娜

（黃韻如）牧師，我們這幫愛主的同伴，把我就帶進到與主

的相遇，這才是進入內在生活，不是只是去聽信息。 

親愛的家人，我渴望讓我們的家成為在這末後的時代，假設

真的是最後一年，這個家是一個真實地注重到裏面的人一天

新似一天，真的去做神的工，但你知道嗎？只有一個家庭、

兩個家庭，五、六個家庭是遠遠不夠的。在教會興起的時候，

教會這個時代在興起的時候，保羅很棒，但保羅旁邊需要有

路加還有西拉，保羅需要有亞基拉跟百基拉一起同行。 

耶穌在呼召門徒的時候耶穌傳福音，走遍各城各鄉傳福音。

他呼召門徒，他有時候呼召的是兩個兄弟，有時候好朋友互

相在拉，一群 20多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彼此同行、彼此鼓

勵跟隨耶穌，至終神藉著他們建立了榮耀的教會，他們都是

年輕人。 

在混亂的時代，以色列亡國的時候，我們熟悉但以理，

但以理是為神所高舉、所使用的，但以理還有他三個朋友，

他們這麼年輕，他們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下，他們是當時在

巴比倫，他們進入到巴比倫的時候，他們是亡國奴，結果他

們就說：「我們不要讓王的食物玷污自己」我太訝異了。你知

道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是最愛吃肉的時候，他們是肉食動

物，年輕人食量又大，結果他們說：不吃肉，吃素食，因為

不要讓王的食物玷污自己。我說這幾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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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哪里來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國家都滅亡了，帶到一個異

國的裏面，王給他們一官半職，把他的食物給他們，他們卻

說：「不容王的食物玷污我們自己。」他們背後一定是有很敬

虔的父母在養育他們，一定是有很敬虔的父母在提醒他們，

他們裏面的人，一定要注意到你裏面的靈人不是外面的，要

注意到你裏面的靈人。你知道以色列幾個君王最墮落的時候，

神興起約西亞王改變整個時代。 

但你知道約西亞王不是一個人，他的好兄弟耶利米先知，他

的好兄弟西番雅先知。神使用以西結，但以西結也有他的好

朋友哈巴穀先知，他們都是一群敬虔的年輕人。在以色列人

歸回建造耶路撒冷的時候，尼希米建造城牆，但尼希米他也

要找到一個愛讀經的以斯拉。先知撒迦利亞雖然當時很老了，

但是他興起大祭司約書亞。約書亞很年輕，很軟弱，他被惡

者控告，但是先知撒迦利亞去幫助年輕的約書亞。多比雅、

耶大雅你可以看到是在這個時代神使用年輕人的時候都不

是一個人。所以我真的祝福我們怎麼去成全我們的下一代，

成全教會的青年人。青年人在慕主先鋒教會他們可以找到一

群敬虔的好朋友，彼此勉勵，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傾心禱告

主，真的竭力追求公義、信心、仁愛和和平。 

我們真的要這麼禱告著，江牧師常常提醒我們，尤其是

提醒我們牧者，不要讓我們的孩子看我們敬拜、看我們跳舞、

看我們在神面前禱告而坐在旁邊無動於衷，甚至是任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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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在一邊劃手機。不能這樣！不能這樣！其實在江媽還

沒講這句話之前，我總覺得我已經把孩子帶來了，我讓我的

孩子參加禱告會。你知道我們的禱告會是在禮拜天的早上，

6:30要把孩子挖起來，7點就要到教會，這是要付代價。前

一晚我們還有聚會，有時候我們家會招待一些我們的領袖同

工，我的牧區領袖同工一起聚集，有時候會搞到很晚。禮拜

天早上還要很早把孩子挖起來，他們有時候真的擺個臭臉給

我看，我就想已經把孩子挖來到教會坐在那裏了，我想若沒

有 100分，我也有六七十分了吧。但江牧師說她裏面不滿足，

她也提醒我，「蒙恩，你裏面也應該不滿足，不能讓你的孩子

坐在那邊，看著我們敬拜跳舞禱告而無動於衷。你要鼓勵他

們愛主，你要讓他們追求聖靈，開口讚美，要讓他們開口讚

美，要帶著他們起來為主跳舞。會後追求的時候帶到前面，

讓他們被牧者們按手，追求聖靈的恩膏。否則等他們長大的

時候，青少年的時候，他們沒有真實地遇見主，他們就離開

信仰，被這世界的惡者所吞吃了。」 

這就像過去的以色列一樣，如果沒有尼希米，如果沒有

以斯拉，如果沒有約西亞王，如果沒有當時神所興起的但以

理和三個朋友，他們的背後有一個敬虔的父母，他們真實的

去帶孩子們去進入到注意到他們裏面的人，注意到他們裏面

的國度的建造，注意他們裏面,裏面有個靈人必須要在神的

面前一天新似一天，否則遭遇到難處、教會被逼迫，末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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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惡者所有的一切攻擊的時候，誰起來帶領教會？誰起來

在為神的話語站立？ 

撒旦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兩步：第一步，它就是要斷掉教

會的下一代，他要讓下一代不進到教會，斷掉；第二步，他

用世界來同化我們的下一代，打電動、網路、看媒體影片、

聽流行音樂，現在著重的 VR，虛擬實境。 

整個世界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影響我們孩子。末世一定

會臨到的，親愛的家人末世一定會臨到的，我們每一位做父

母的，你一定要注意全心地去建造你裏面不震動的國，你要

去建造你孩子裏面的內在國度，這才不被震動，這才是長存，

這才會在末期的時候，我們的下一代能夠起來帶領教會。我

們會過去，但神的心意可以在我們的下一代被成全。 

如果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不引導他們進入到內在生活這

個國度的建造，說實在的，外面的一切很滿足人，外面的滿

足也很滿足人的，像我年輕的時候辦福音佈道會、辦禱告會、

辦查經班，我們辦活動，我們辦營會也是很滿足人的，但是

當風暴一來，逼迫一來，禁止令一來，不再能夠聚集、聚會

的時候，我們的兒女站立得住嗎？教會站立得住嗎？年輕人

能夠勇敢起來，像但以理跟他三個朋友說：「不容這王食來玷

污我們」了。有像這樣的年輕的尼希米，願意放下巴比倫這

麼優渥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嗎？有像以斯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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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經的孩子，回到耶路撒冷，幫助尼希米讓整個當時的以

色列人看重神的話語嗎？ 

幾年前，可能是 2018或 2019年，當時克安通牧師領受

從神而來的負擔，對慕主預言，整個慕主先鋒教會我們都被

呼召成為屬靈父母。我深信面對 2022 年以後越來越大的動

盪危險風暴，成為屬靈父母是一條得勝之路。如果我們沒有

這樣預備自己和我們的孩子，我們沒有去預備我們裏面的人

一天要新似一天，我們沒有常常帶我們的孩子去思念上面的

事，去顧念那些所不見的，真實地去相信，去認識神所差來

的耶穌基督，做神所看重的工。我只是說我把我孩子帶到主

日學，我孩子有參加一些的聚會，覺得這樣就滿足了。我可

以說，當大復興到來的時候，對你我絕對是一個極大的試煉，

很有可能我們的生命體質還沒有上來，我們裏面靈人，我們

裏面的人沒有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還是跟我們的身體一樣老

舊，我們會倒斃在復興中。 

同樣的當逼迫風暴、地震、饑荒、戰爭，前一陣子灣區

我們還有海嘯警報啊，你看東家灣這地方地裏的火山的爆發，

臺灣前一陣子宜蘭的龜山島也在冒煙，就覺得這個天災人禍

好像會發生。親愛的家人，不是好像會發生，而是一定會發

生。當這些事情到來時，對你我的信仰也有可能是一個極大

的試探，我們會不會離棄信仰？我們會不會恐懼害怕？我們



 

 25 

會不會真的是搖擺不定？最後在敬拜敵基督了？我們沒有

一個人能夠逃避，這必然要發生的事。 

但親愛的家人們，我不是要讓你害怕，有一條出路，那就是

當我回應我裏面的國度，我回應我裏面的人，我真的信神所

差來的，我去做唯一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 

我裏面的靈人要一天新似一天，顧念那所不見的。我不單是

我自己，我還要照顧我的家庭，不是只有一兩個家庭，而是

整個慕主所有的父母親我們都來做這些事，讓我們的孩子在

教會裏面找到清心愛主的人，一起禱告，一起追求公義、和

平、仁愛、信實，一起在神的面前過一個聖潔的生活，我們

的青年牧區，我們的兒童主日學，我們的英文團契真的是在

神的面前全然的愛主。因為 2022年假設逼迫到來的時候，這

就是你們站在位上為主站立的時刻。 

最後我要用一段的經文來勉勵我們每一位家人。末世的

到來不是讓我們害怕的，末世的到來，我們有一個榮耀，有

一個命定，我們可以踏上去。 

但以理書 12 章 9-13 節他說：「但以理啊，你只管去，

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

潔白，且被熬煉，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惟

獨智慧人能明白。從除掉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毀壞可憎

之物的時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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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人便為有福。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

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13節是關鍵，如果可以

的話，你可以跟我一起來讀，他說：「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

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親愛的家人，末世一定會來到，痛苦一定會來到，但是

許多人這些有智慧的人他會做什麼？使自己清淨潔白且被

熬煉。所以你會說末世的時候，奇怪為什麼教會會遭遇到這

些難處？那個人那麼愛主，那個人那麼愛神，那個人那麼追

求神，他怎麼會遭遇到這些事情？神在熬煉。因為神要讓聖

潔的更加聖潔，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你會

覺得惡人怎麼越來越昌盛，敵對的、混亂的、敗壞的、錯誤

的怎麼越來越昌盛，他們不明白。智慧人會明白，這是神的

安排，神要安排，讓污穢的越加污穢，聖潔的越加聖潔，至

終神要完全的去除污穢，因為他的榮耀他的聖潔，直到那新

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的時候，神真的說成了成了，而且還要等，

等什麼時候？你要等多久？等1290天。等完了還要再等1335

日。主啊太久了，太可怕了。但是親愛的家人們，一個有智

慧的人，我們能夠等，我們等得下去，因為等候的人潔淨的

人才會有安歇，而到了末期我們才能夠起來享受我們的福分。

這就是當我們去做神的工，在乎我們裏面的靈人一天新似一

天，不單是我自己，我的家、我的兒女為這個末期在做預備，

我們真實的與主一個相遇，不要讓我的孩子成為一個熟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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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旁觀者，帶我的孩子進入到內在生活的紮根裏，帶我

的孩子進入到與神的建造裏，把神的話語豐富的存記在心裏，

把一些至聖所的詩歌，愛主的詩歌放在他的裏面，這些年輕

人他們彼此相愛，彼此扶持，這些年輕人在他們成長的過程

當中，他們裏面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彼此追求公義、信德、

仁愛、和平的時候，到了末期一來到的時候，神就把這些器

皿一個一個興起，向這時代做榮耀的見證，這就是我們最大

的盼望。我們那時候就真的必得安歇，必起來享受我們的福

分。阿們！ 

願神大大賜福給我們，不是只是因為病得醫治，感謝讚

美主，我回到原來的生活了，回來聚會了，不，我們有個更

大的榮耀在等著我們，但關鍵是要看到你裏面的人，關鍵是

回到你的裏面去建造一個不可震動的內在的國度。我們一起

來禱告。 

主啊！你實實在在的告訴我們，你阿們阿們地告訴我們，

要為那永存的食物而勞力，主教導我們怎麼信你，專一的信

你，真實的信你，我們要做這個最重要的工，把我們帶到一

個靈人、裏面的人是一天新似一天的生活裏，因為我們知道

有榮耀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在等著我們，所以轉移我的

眼目常常去思念，去顧念那些所不見的，常常去思念天上的，

去思念上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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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常常讓我們這個枝子要連於葡萄樹！主啊！我

真的向你求，為著我個人求，為著我的家庭而求。主啊！讓

我們常常連與你進入到更深與你的關係裏面，把我們的眼目

從外面轉移到裏面。 

主啊！讓我們看見到雲彩上升的時候，我們趕快往前；

當雲彩停住的時候，我們懂得現在正是紮營的時候，趕快把

我們的體質建立起來，趕快讓我們裏面的體質要剛強起來。

主啊！讓我們能夠起來爭戰與亞瑪力人爭戰，勝過亞瑪力人，

讓肉體、世界的心不能夠再霸佔我們跟霸佔我們的孩子。願

我們的孩子，主啊，不是一個好像是熟悉教義的掃羅而已，

也不是一個很願意跟隨，但是生命卻不成熟的馬可而已。主

啊！ 

讓我們的孩子成熟長大，讓我們的孩子清心愛主，讓我

們的孩子在整個教會可以找到同伴，一起在這末後的時代為

你站立。祝福我們，祝福慕主先鋒教會，祝福在世界各地的

家人們，他們所在的教會在末後的時代，我們裏面有個不震

動的國度，謝謝祢垂聽我們的懇求，奉告耶穌基督榮耀的聖

名，阿們！ 

阿們！我們就一起來唱這首詩歌來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