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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神預定的極關鍵時刻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林•丹尼尔牧師 

2022 年 2月 12日 

感謝神，讓我今天有榮幸可以來分享神的話。不單單是

我的榮幸，我也相信這是神所命定一個極重要的時刻，我相

信我們今天要談的資訊是一個非常及時的資訊，這個資訊，

不但對我們本地慕主家庭有關，也跟我們所有全球的家人有

極大的關係。我們其實在一個非常緊急的關口，我想你聽過，

之前也有許多的傳道人提過，我們活在一個極關鍵緊要的時

刻，這是一個緊急的神所預定的時刻，如果我們可以清楚明

白我們所在的時刻是如何的關鍵跟緊要，我們就會很及時的

回應神的資訊。 

我們一起來禱告。 

父啊！謝謝祢提醒我們，也警告我們，我們在一個緊要

的關頭，這個緊要關頭有一個極好的機會，也是一個極大的

危險。事實上，在靈裏面一個極關鍵祢所命定的時刻，我們

應該如何來自處？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我們自己，我們跟我

們的家，我們跟我們的教會，以及我們在我們所屬的國家當

中，我們當如何自處？就幫助我們透過今天的話語，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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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聽得明白，而且我們在這資訊裏面可以興起來回應，奉

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對某些人而言，這是一個熟悉的題目。如果你常常在聖

靈裏面與神同行，那麼同行在「神所預定的時刻」就非常熟

悉；但對某些人來講，這可能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或一個全新

的資訊。因此，讓我來解釋一下我說的「神所預定的時刻」。

從聖經中，可以舉出幾處就是「神所預定的時刻」。 

例如,在使徒行傳第十章，神在這裏做一個極大的工作，

聖靈即將充滿一個非猶太的福音家庭，在教會的歷史上，這

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關鍵時刻，這一時刻將該撒利亞發生，

在一個叫哥尼流的家中發生。神也在尋找一個器皿，可以在

這個關鍵的、祂所預定的時刻回應，所以聖靈在那稱為神的

城裏（指約帕）找到了「一根柱子」（指彼得，他被稱為「神

殿中的柱石」），約帕是海邊小鎮，約帕在該撒利亞以南，不

太遠，但仍有一定的距離。大約中午時分，彼得正在屋頂上

禱告，他體驗到聖靈的工作，看到一些不潔淨的動物。神需

要三次的提醒彼得，以至於能夠改變彼得對「潔淨」跟「不

潔淨」的概念，彼得的觀點必須扭轉，以至於他能夠正確的

回應神的話。我們都明白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彼得到了哥尼

流的家中，他甚至還沒有講完道，聖靈就大大的降臨。就從

這一關鍵的時刻開始，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就在非猶太人當中

把福音傳遍了，以至於今天的基督徒遠遠比信主的猶太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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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神需要器皿正確回應這一關鍵時刻，但這個對彼得而

言，這是普通的一天，這是一個例子。 

我還可以跟各位講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當耶穌快上十字

架之前，這是另外一個神所預定的時刻，有一連串的事件發

生。我們每年復活節之前都慶祝，事實上，我們每年過復活

節的時候，不是禮拜天才慶祝，之前的星期五就開始慶祝，

那是因著耶穌要進京，成為猶太王，進入耶路撒冷。事實上，

在更早的五天前，棕櫚星期日，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以及

民眾歡唱「和散那！和散那！」那就是一個神所預定的時刻。

在那個時刻，耶路撒冷迎接了他們期待已久的彌賽亞，但是

那個時刻，有許許多多的、各式各樣的、扭曲的的事情。 

在稍早的例子當中，在彼得進入哥尼流家中，關鍵時刻

好像是很線性的發展。在剛才我提的另外一個例子，在耶穌

上十字架這件事情上，表面上有很多不幸的事情發生，但後

面有一個極大的祝福。我們看到耶穌榮入聖城之後，他的公

開彰顯，讓敵對他的人憤怒。當敵人密謀要害他的時候，耶

穌正在馬可樓上預備他的門徒面對他要離世的事情，耶穌在

馬可樓上為他們洗腳，之後帶他們去客西馬尼園。在那裏，

耶穌必須 3次祈禱。這好像是一個模式，因為彼得在這樣的

關鍵時刻，神也要提醒他 3 次；在客西馬尼園裏面的禱告，

神也要提醒他的門徒 3次；耶穌自己在客西馬尼園需要禱告

三次。耶穌是最虔誠的人，與天父同心合意，但在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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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也必須祈禱 3次。因為他必須禱告的透徹，直到得勝。

之後他起身，他的汗變成了血，那個時候天使來加給祂力量。

但是當他起身的時候，他的敵人已經來到園中抓他。就在神

所預定的時刻，一個很負面的事件發生了：牧羊人被抓走，

他的羊群被趕散了。沒有人跟耶穌在一起，甚至使徒彼得都

否認耶穌，但至少使徒約翰在十字架下出現了。這是一個重

要的時刻，這似乎是一場危機，不僅僅是一場耶穌付代價的

危機，也是所有門徒的危機，尤其是彼得。所以有些時候神

所預定的時刻，表面上是一個危機。所以聖經表明，神所預

定的時刻，有些時候好像是一個正向的發展，是一個機會；

有些時候卻表面上是一個很大的危機。理解神所預定的時刻，

我們首先需要從神的角度來理解祂在做什麼。如果在神所預

定的時刻，彼得沒有辦法認識到接外邦人的重要性他們就沒

有辦法正確的回應。耶穌和門徒的危機中，如果門徒記不起

耶穌對他們說了什麼，他們就沒有辦法正確的回應。即使約

翰福音13章到17章，耶穌花了很長的時間跟他們共進晚餐，

洗他們的腳，向他們解釋將要發生什麼，預備他們，希望他

們可以有一個神的眼光。當那個時候來的時候，他們還是一

樣四散，但神知道他們會重新聚集，耶穌會在復活後與他們

同行 40 天，與他們相交，然後他們的眼光就慢慢的重新校

準。在使徒行傳第二章聖靈來了，所以教會就從耶穌撒冷開

始爆炸性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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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總結一下我所說的「神所預定的時刻」。第一

點，「神所預定的時刻」可以表現為非常正面的機會或是非

常負面的危機。對我們而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領受神的

眼光。一旦我們有接受的神的視角，瞭解神在做什麼，以及

如何與神同工，我們才有辦法正確的回應。當我們回應的時

候，我們必須明白，是有立竿見影結果、然後是長期的結果

甚至是永遠的結果。 

為什麼我們需要理解短期的直接結果和長期的內在結

果？因為當我們得到神的眼光時，當我們對耶穌說「是」時，

短期結果可能是看起來更糟。當我們得到神的眼光,然後我

們與聖靈同工，我們走出去。情況變得更糟了。更壞的是，

不是馬上就好，看起來，現在沒有得到神的應許，短期內，

神似乎從未兌現應許。就像耶穌被賣，被釘十字架，死了，

所有人的盼望都沒了；但耶穌又從死裏復活了，這還不是全

部，他還說要在榮耀中再來。所以即使有可能短期的結果是

非常負面的，但那長期的結果卻是極大的榮耀。 

我們現在進入《耶利米書》第 6 章 16 節，我相信這段

經文對於我們如何在神所預定的時刻前行有極關鍵的啟示。

《耶利米書》第 6章 16節：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站在路

上察看，訪問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

裏必得安息。他們卻說:‘我們不行在其間。'」這裏的意思

就是說，當我們在所謂的預定的關鍵時刻，就像是我們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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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上面一樣，我們所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要「問古道」，那過去所行的道是什麼?那就是一個「善道」。

如果你找到了這個「善道」，你就要行在其間。當你找到了

這個「古道」，你行在「善道」當中的時候，你的心裏必得

安息。但是就像在《耶利米書》第 6 章 16 節所提到的，以

色列百姓說:「我們不行在其間。」就在這個神所預定的關

鍵時刻，當我們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上的時候，前行是不容

易的，因為我們首先需要有一個眼光，有了眼光之後，我們

需要一個力量，我們還要有信心。 

《希伯來書》11章第 6節也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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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在神所預定的關鍵時刻站在那個

十字路口的時候，你需要憑著信心尋求那個古道，而且相信

他一定要把它賞賜給你。那個古道就是善道，如果你行在其

中的時候，你會找到安息。所以這個古道到底是什麼呢？我

們不是應該往前尋求神，跟神一起做新事嗎？所以在《以賽

亞書》53 章有提到，彌賽亞要受苦、受死，然後成為拯救者，

但這件事情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在《馬太福音》26 章提到

十字架這件事，過去從未發生，這是新事。在哥尼流的家中，

聖靈大澆灌是創新的、全新的，以前也從未發生過。在那之

前，聖靈從來沒有住在一個沒有被行割禮的人身上，這是全

新的事物。我們到底是談新事還是過去的舊事？所以，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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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的時刻就是要進入神所預定的一些新的事情，是新的，

是突破，是從來沒有過的。然而，進入這個新事的關鍵是古

道。聽起來很矛盾，不是嗎？到底是新還是舊？我們把它講

明白，說的徹徹底底明白，不會再混淆。新的道路是持基於

過去的基礎。它是基於古道，我相信神在此刻是要把我們呼

召到神很久以前就建立的那個基礎當中。這樣的道理、那個

基礎是如何的有很久遠的歷史？就像約翰福音第一章所提

的，神就是道。在這個古老的基礎上面有很多新的表達，而

這些表達可能非常有創意、可能非常有創新，許多的新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看起來會多新，但我知道

一件事，其中的關鍵是植基於過去的基礎，是非常古老的基

礎。所以我們要懂得尋求那個古道。那也是我們找到安息的

秘訣。 

我再談下一個點，一個預言式的週期性迴圈。在《利未

記》第 25 章，特別是在 10 節到 12 節談到了禧年：第五十

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

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五十

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這年不可耕種，地中自長的，不可收

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因為這是禧年，

你們要當作聖年，吃地中自出的土產。我們現在明白在神所

預定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尋求古道。我們現在來問，在以

色列人的生活當中，神已經設計了一個先知性的週期性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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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天當中，有白天有夜晚；在一周當中，你工作六天休息

一天；你經過七個七天之後，50天有一個所謂的聖靈澆灌的

迴圈；每七年也有一個迴圈；每 49 年再加 1 年，50 年有一

個禧年的迴圈。所以我們看到有天、有 7 天、有 7 個 7 天、

7 年、7 個 7 年、禧年。所以整個以色列人的生活，不管是

農業的耕年，或者是他們一般的年曆，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先

知性迴圈當中來進行。雖然我們外邦信徒不遵守猶太曆法節

期來過，但是神也設計了一定的迴圈來讓我們來過。因為瞭

解這個先知性的週期性迴圈，幫助我們理解神、回應神所預

定的關鍵時刻非常的重要，它提供了一個關鍵性的語言，讓

我們可以理解神所定的關鍵時刻。 

我想給你們舉幾個例子。例如，我們知道江牧師在 1992

年在南加州創立這個教會，最終搬到北加州。所以，30年基

本上就是 6個 5年的迴圈，我們現在進入第 7個 5 年。七很

重要，神讓我們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也許進入這個第七，

神有一個心意，讓我們休息。如果我們的世界發生了某種危

機，使我們放慢了腳步，使我們能夠從安息之地重新聚焦成

長。也許這不是一個意外。如果我們進入這個關鍵的迴圈第

七個點的時候，也許它真的是神提醒我們，我們要從安息當

中來侍奉神，我不是在這裏下結論但這給了我很多值得關注

的東西，因為慕主是我所愛的屬靈家庭，所以它提醒我，我

是不是該留意，神是不是要在這個事情做一些新事。所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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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特別的，我們可以說它是進入第七個 5年的迴圈，我

們也可以說是我們要完成第五個 7 年的迴圈。究竟要發生什

麼事情我不知道，但我很好奇。但是我確定一件事情。我們

是在神所預定的關鍵時刻，因為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

需要尋求古道，這個古道不是最近的古道，可能要尋求非常

非常舊的古道。所以我記得最近，幾乎是一個月前，我在這

邊跟大家分享資訊，我其實有 6年不太來到慕主當中，但在

過去的 6 個月當中，我好像來了四、五次，因為我事實上是

憑著信往前探索神所啟示我的一件事情，在灣區會要有一個

復興。所以我第一次來了三四天，在那之後神就做了一些事，

那麼接下來我就一次接一次來到各位當中，從去年 10 月份

開始。事實上，就在去年 10月份我來的時候，陳•弗朗西斯

牧師就呼召、聚集了一個禱告會，在四個地方，這裏是其中

一個；在灣區裏有 4 個不同的地方，慕主是其中 1 個地點。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有非常好的禱告聚集。最後我就回

到堪薩斯州，回到國際禱告殿那地方去做我平常的事情。 

我看到報紙，有一個重大事情發生在三藩市，去年，氣

象上一個非常大的兩股氣流，造成在三藩市歷史上，在一天

當中下了最多的雨。所以我開始做一些研究。哇噢，我發現

這是個大事，這個事真的很大，因為加州進入 126 年以來最

大的乾旱。事實上，那個時候加州的州長也正要發佈一個最

嚴格的節水措施，就在幾天之內雨下來了。我記得我們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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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為下雨禱告，因為我們沒有想到要為雨來禱告。也許大

家乾旱很久了，大家都已經不再抱期望，至少我也沒有這樣

想過。突然下大雨，甚至造成氾濫。那個水壩在一天之內漲

了 23 尺。所以，我跟神慶祝幾天之後，十二月我又來了。

我那天來的時候在下雨，隔天還下，所以唯一個假設：從 10

月份開始下雨，之後就持續的下，所以當 12 月我來的時候，

先下雨，我沒有特別留意。但是載我上機場的弟兄，在我還

沒有上機之前，他告訴我說：「自從上次你離開之後，就沒

再下了。這一次，這幾天又下雨。」我說：「這真有趣，我

從來沒想過這個事。」所以看起來，上一次我們做的 4天的

禱告，所以神就通過雨水對我們微笑。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

要在七個地方來辦這樣的一個禱告會，弗蘭西斯牧師說：「我

們就這樣做，在七個地方辦禱告會。」所以我就說：「這事

情真的是你自己的主意？嘴巴說說？還是真的打從心裏這

樣認真說？」 

到了十二月，我離開三藩市之後，我開始跟聖靈交通說：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祢到底在做什麼樣的事情？」就在那

時，聖靈向我強調去研究一位年邁的牧師生平，就是迪克·

伊斯曼，所以我在網路上搜尋「迪克·伊斯曼、北加州」，

在所有我看到的文章當中，特別讓我注意到的就是迪克·伊

斯曼牧師,在他 20 來歲的時候，也就是 1971 年，在一次的

禱告當中,神造訪他，所以開始了一個「火」的工作，神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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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火」，從北加州開始，燒到了全世界。就從那一個關

鍵的時刻，神給他了一個異象，那異象說：他如果能夠把年

輕人聚集在一個家中，一起來禱告，火熱的禱告，年輕人在

禱告當中，真的是把自己獻身給神的時候，祂會改變整個世

界。事實上，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他到了 300 萬個家

中，就是一個有火的家！就是把消防車變成一個傳福音的工

具。事實上「fire  Houses」這個概念，就是訓練那些平常

是專門消防的人員，滅火的人，那也可以說這些房子，它本

身因著神而火熱。1971年，復興的火就從北加州開始，燒遍

了全世界。在 1972 年，北加州開始了第 1 個 24小時的這樣

的一個「fire  Houses」的運動。他雖然不知道該如何做，

但是他仍然順服，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神聖的經歷。我做完

研究之後，我就覺得，我應該要跟他聯繫，因為他是我的朋

友，所以我發郵件給他。四、五天之後，我收到他的回復，

他跟我說：「丹尼爾，非常非常的有趣，我收到你電子郵件

的那一天，就是 50年前耶穌造訪我的那一天。」我說：「我

的天哪，這真是 50 年，一個禧年的迴圈！」我怎麼可能會

明白，對我而言，我寫給他電子郵件只是隨機的一天：我有

個感動，我就寫個電子郵件給他。然後我就到杜拜去了，我

在杜拜就看到一大堆在慶祝「50」、「50」，好多的標誌慶祝

「50」，我就問人說：「‘50’是什麼意思？」「因為這是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建國 50 周年！」，再一次的「50」，實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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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趣了！在第二天，杜拜下雨了！當我第一天到達的時候，

就看到天上有些烏雲。我說：「這裏是沙漠，不像是熱帶氣

候，怎麼會有這麼多雲？正常嗎？」隔天，那些烏雲就產生

了很多雨。再隔天，再繼續下，連續下了五天。我說：「這

個是正常嗎？這看起來不像沙漠啊！」然後我就讀了報紙，

5 天之內，當地的降雨量是兩年的降雨量！過去兩年半中根

本沒有下雨！所以對我來講就更奇妙了！我知道我在一個

神所預定的時刻中，而且我知道，你們也在這個神所預定的

時刻中！這就是為什麼當弗朗西斯牧師提出來說：「我們要

在灣區，在七個地方做七次的禱告，以至於我們可以到神的

面前來尋求那個古道。」我相信因著這 50 天的禱告，所有

天上、地下的可以重新合一跟調整對齊，以至於我們可以回

應、能夠看見神真正的目的。從 2 月 20 號開始直到 4 月 10

號，50天，我們會在克羅拉多有一個聚集，所有我們可以聽

到、明白的許許多多的屬靈的領袖都會在那裏聚集，要用 50

天為灣區來禱告。我再解釋一下，這個禱告是在本地——七

個不同的灣區的地點來為灣區禱告，很多從克羅拉多、華盛

頓、堪薩斯州的領袖都參與為灣區的復興的禱告。2 月 20號

到 4 月 10 號，大家警醒的，無論在你自己的家中、或者在

你的辦公室、或者是在你的教會，升起一個不滅的禱告的祭

壇，不滅的火！ 

父，我們知道，這是你所預定的時刻。你邀請我們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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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你所預備好的一個禧年的週期性迴圈，各處都要興起因

著為你的火而燃燒的房子。 

神在 50年前興起了迪克·伊斯曼牧師開始了這個運動，

祂今天往前繼續要帶這個事情。我在沙漠當中禱告，因為我

知道我即將要回到灣區。我在禱告當中說：「1972 年，我知

道那是第一個 24/7的禱告，但是祢為什麼用弗蘭西斯牧師？

從弗蘭西斯的口中發出了祈禱的呼籲？」所以我就開始好奇，

我要問弗朗西斯牧師。你知道弗朗西斯牧師是在三藩市出生

的，當他是孩子的時候，事實上有一段時間，他是在香港被

撫養長大，然後再被送回美國。所以我就寫信給弗朗西斯牧

師，我說：「弗朗西斯牧師，哪一年你被從香港又再送回美

國？」他說：「我想，應該是 1972 年。」我說：「哇！50 年

前，你在 50 年前被送回美國，這就是為什麼從你的口中出

來這個禱告呼召，這是一個祈禱的禧年。」就在 50 年前，

當神造訪迪克·伊斯曼牧師，以至於他開始 24/7 禱告火的

運動的時候，就在那個時候，弗朗西斯牧師從香港被送回美

國。也許很多的華人不知道弗朗西斯牧師對美國教會的影響，

事實上神大大的使用他。神送弗朗西斯牧師回到美國的時候，

就是迪克·伊斯曼牧師順服神開始 24/7 禱告的時候。這不

過是其中一個小故事，我相信聖靈在過去的 50 年當中，一

定做了很多這樣的故事，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可能就是屬於

你的故事、你的旅程、你的家庭的旅程。神為你、你的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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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的將來旅程是什麼？在這個神所預備的神聖時刻，神究

竟為你預備了什麼？如果你認為你遇到一個前所未見的危

機，也許那不是重要的，也許那個危機不是重點，重點是這

是神所預備你一個關鍵的神聖時刻！當我們看到危機的時

候，我們的心態不要被定睛於解決造成危機的問題，我們要

想究竟神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有哪些事情要我們回應？它是

一個神所預定的時刻，讓我們站在那個十字路口，尋求那個

古道，那古道是善道，我們應當行在其中，我們就可以找到

安息。 

我現在請大家跟我一起禱告，以至於我們可以回應神的

話，記得 2月 20 到 4月 10 號，跟我們一起禱告。如果想要

知道更多的資訊，請參照這個網址：bridgethebay.org。就

在我們禱告的時候，你也要在你所處的地方，不管你在哪里，

開始你自己的禱告，找兩三個人一起禱告。讓我們一起禱

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真是感謝祢，祢給我們永生，祢

給我們一個架構，給我們一個永遠的救贖的架構，有些時候

是 5 天，有些時候是 50 年，有些時候是 400 年。主，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祢把我們帶得真的好！我們真是

因祢的領導力覺得驚奇。在這個祢所預定的時刻，給我們信

心，以至於我們能夠跟祢尋求古道，所以我們能行在其中，

我們個人跟我們家庭跟我們的教會，不管我們在哪里，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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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我們說話，加增我們的力量，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