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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真理之旅�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Herry牧師
2022年5月14日

我們現在要來宣告：�

奉耶穌的名！我宣告為了祢榮耀，現在是回轉的時
刻，翻轉的時刻。奉耶穌的名我要拿起權柄，我要超越一
切鬼魔的權勢與活動，我要讓魔鬼你在我的意念裏、在我
的肉體上毫無功效！奉耶穌的名我要拿起權柄，在我所有
的心思意念、思考模式，還有一切的堅固營壘上，我單單
要來高舉祢，好在一切的對神的認識上，我要宣告魔鬼你
毫無功效！奉耶穌基督的名，我要拿起權柄，在一切的憂
鬱、悲傷、自殺之上，我要來宣告讓神的話語能夠自由運
行，在我的生命中自由的運行。�

我們給神一個大大的掌聲，讚美祂！大家請坐！�

對我來說，如果要給我單單一個主題來教導，那是比
較困難的。衍城牧師來問我：」今天你的主題是什麼？
「哦！有一個主題嗎？但是我沒有主題。你知道嗎？你在
生活中經歷了什麼爭戰上帝拯救了你的經驗就是主題。你
們中的一些人有很多主題。因此，基本上我沒有主題，但
是我有一個講道次序，我試著來講一下。�

《路加福音》第4章1節：」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旦
河回來，然後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其實《約翰福音》第4
章和3章34節，所講的是類似的主題，但是我個人還是比較
喜歡《約翰福音》第3章這部分，因為在第4章1節講到」他
被祂充滿「，但在3章講到」沒有限量「。《約翰福音》3
章34節說：」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
他是沒有限量的。「重點就在」沒有限量。「」聖靈是沒
有限量的「，所以我很喜歡使徒約翰講的這句話。�

很有趣的地方是約翰他怎麼樣表達在書信或是福音書
裏面，約翰他表達這個真理的方式，讓我感覺很興奮。所
以在聖經裏面說約翰是主所愛的門徒，所以很有可能約翰
是主耶穌內圈的那群門徒，同樣在這個內圈的也有彼得跟
雅各。約翰福音十三章25節講到：」那門徒便就勢靠著耶
穌的胸膛。「有一位門徒他有一個習慣，就是靠著耶穌的
胸膛，所以相信在這裏講的他就是約翰。�

約翰他寫福音書時候，一開頭就是希臘文的」太初
「，我不知道怎麼發音，我不是希臘人，但我對這個希臘
語感興趣的是，在無死的世界裏，無死的過去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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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書的作者他對於這個永無止境的過去有一個很大
的開啟，說：」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
先，就有了祂我。「也就是說，從亙古、從太初、在未有
世界以前，包括還沒有世界、還沒有地球，所有東西都還
沒有之前。�

如果你要瞭解信心跟啟示，在這裏有兩個關鍵字我們
要先瞭解，一個就是創造的，另外一個是被造的。在《創
世紀》第1章27節講到神創造了男女，在第2章第5節講到說
地上沒有人，一直到第7節，在第7節講到說神用地上的塵
土造了人，跟第一章27節講是一樣。所以,這裏有兩個人：
一個是從無有當中被創造出來，另外一個是從塵土所造出
來。�

在《箴言》第8章22節說:」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
太初創造萬物之前，就有了我。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
界之前，我已被立。「所以由兩個人變成一個人，就是說
一個是照祂自己的形象造的，而另外一個人是從塵土所造
的，兩個人合二為一，成為一個人。所以當瞭解這兩個人
成為一個人的時候，神的啟示就可以沒有任何的攔阻的湧
流。�

在《約翰福音》第1章第1節，一開始，他就試著要把
道、把耶穌，把三位神連在一起。在《約翰福音》第八
章，耶穌試著把這些解釋給他門徒聽，在第58節耶穌
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在沒有亞伯拉罕之前就有了
我。「因為你不了解，其實我不是被造的，我一開始就存
在的。一個受造物是會被時間所限制，但是靈不會受到時
間限制。�

另外約翰也寫了其他的東西，當他寫到第20章做總結
的時候，在這裏講到說：」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
多神跡，沒有記在這書上。「許多神跡都沒有記在這書
上，為什麼？但之前講到說要寫下許多事情，以至於你看
了，你就能夠相信，你相信之後你就會得到生命。「所以
在《約翰福音》第8章12節講到，主耶穌告訴眾人說：」我
是世界的光。「他又講到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另外14章又講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在
講他跟大家說他是他是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講這些之前，他告訴大家說他是怎麼樣開始的。在《約
翰福音》10章38節講到說：」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
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裏面，
我也在父裏面。「約翰還說，耶穌是生命，祂是光，同樣
祂彰顯了許多神跡奇事。大家說：」生命！光！是神跡奇
事的彰顯。「阿們！謝謝大家大而有力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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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約翰，他記載許多事情，但是你看到他其實
對永生、永恆的光，是非常有熱情跟興趣的，所以他至少
記載七個神跡，而且他甚至記載下這麼一件事，就是拉撒
路死了，但是他從墳墓裏走出來，已經死了4天的人，而且
已經發臭，已經腐爛。這個光、這個生命祂能夠勝過墳
墓，他說：」拉撒路，出來！「同樣的光也在我們裏面，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說：」拉撒路，出來吧！「我們大家
說，阿們！同樣記載著」耶穌把水變成酒「，我那時候覺
得很奇怪，已經有許多事情要記載，篇幅可能已經不夠
了，為什麼要把水變酒這個事記在這呢？他可以記載其他
事，比如說有人已經死了10天了又復活，也有可能是因為
這是耶穌行的第一個神跡吧！所以說」滿有聖靈「，又
說」沒有限量「，講到」沒有限量「，表示主耶穌他在行
做他的工作的時候，是帶著這樣一個沒有限量的能力。今
天我們有許多人要被充滿、今天許多人要飽足、要被充
滿。我們說：」阿們！「在這裏用」滿有聖靈「來形容耶
穌，就是說」他所要做的各樣的事工是沒有限量的；對於
聖靈充滿，他的度量是沒有限的。「�

我們知道在舊約的時候，那些先知、那些士師，他們
得到的聖靈是有限量的，有一定的度量的。」聖靈充滿
「，在《出埃及記》第28章，是指所有」有智慧的人「。
第3節講到說：」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
慧的靈所充滿的，給亞倫做衣服，使他分別為聖，可以給
我供祭司的職分。「在那個時候，神用祂的靈來充滿一些
人，使他們有智慧能做某一件事。也就是說，當他得到了
智慧的靈，就知道怎麼樣來替亞倫做衣服，以至於他做出
來的衣服穿在亞倫的身上的樣子是神所要。在《出埃及
記》31章1-5節：」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
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靈充滿
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能
想出巧工，用金、銀、銅製造各物，又能刻寶石，可以鑲
嵌，能雕刻木頭，能做各樣的工。「又講到有一個比撒
列，神給他的靈是讓他能夠做聖殿裏各樣的器皿，不僅做
出來而且做得很巧妙，但是他所得到的靈是有限量的，只
是為了做好這些器皿。�

所以在《民數記》第11章講到：」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聚七十個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
姓的長老和官長的，到我這裏來，領他們到會幕前，使他
們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裏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
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他們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
任，免得你獨自擔當。’「神可以把摩西的那一份分給70
個人，使他們都有這一份。所以祂講的時候說：」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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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得到太多榮耀了，你臉上已經發光了，所以我把你
身上這一份分給70個人。「在那個時候，又講到以利亞、
以利沙，同時在《約翰福音》講到說，他好像走進了這個
以利亞、以利沙的靈裏面。�

在《以弗所書》第3章第7節講到：」我作了這福音的
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
的。「願你們大家的恩典湧流，你現在的恩典要持續不斷
地湧流。如果你旁邊的人很宗教的話，你就跳過他跟另外
一個人說：」願你今天的恩典湧流。「我很愛這些相信的
人，有些信徒他們是這麼地神聖，他們知道如何在教會裏
有規矩、有姿勢的坐好，非常地有禮貌，比聖靈還要聖
潔。我很愛這些信徒！有一次我在好萊塢講道的時候，有
一個人舉起手來說：」你不能在講道的時候說方言。「我
可以，因為一個人在說方言的時候，他享受神一切的奧
秘。我甚至不需要知道我說什麼，當我在開始說方言的時
候，有人得醫治，有人得釋放，有人得到突破，你身上的
鎖鏈完全斷開。哈利路亞！有沒有讀到一節聖經說:」不要
禁止說方言。「沒有看過嗎？第19節，這樣神一切所充滿
了的充滿了你，大家對神有渴慕嗎？你希望神在我們當中
大能地運行嗎？請大家說：」Yes「，像一條河一直來湧
流，我真希望我能夠一個小時的時間完全用方言講道，而
且聖靈教導我們每一位，讓我們每一位都能解釋方言來領
受這個資訊。有的時候你用英文講道你需要小心，因為有
人聽道會覺得你在說我。所以如果我用方言來講道的話，
我只要說完《以弗所書》3章18節，然後就用方言表述，大
家覺得這樣是不是很棒？我們以個人的方式來敬拜，這個
時候就會讓仇敵非常地緊張，牠們要開始彼此要看一看，
仇敵希望牠能夠成就惡事，但是神卻要翻轉成為祝福。謝
謝大家大有能力地」阿們！「�

今天神跡奇事要在我們當中發生，奉耶穌的名要打開
一扇門帶我們到下一個階段。奉耶穌的名宣告」在你生命
中，在你跟你家人生命中，一切的鎖鏈都要破除！「請大
家說」Yes「。�

《以弗所書》第3章19-20節，」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
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
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保羅是希望在所有的教會裏，都能夠得到
神所充滿萬有、一切所充滿的，因為神能夠照著運行在我
們心裏面的大能大力來成就一切。保羅在為教會禱告，因
為神能夠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面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
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想的！所以耶穌照祂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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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大能大力，祂行一切跡奇事超越過去所有的士師、先
知等等，所以也是說我們服侍因為神的恩典，還有祂加給
我們一切的大能大力。�

在《哥林多前書》12章11節講到說：」這一切都是這
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這位聖靈運行，隨
己意分給個人！隨己意分給個人！分給個人！所以聖靈祂
隨著己意，祂照著個人所需要的，給你多給你少，是照著
祂的旨意，照祂的意思。�

很多時候在我們人的裏面，我們心裏常可能會有一個
爭戰，是照著我的意思還是照著聖靈的意思？這兩個是彼
此會交戰，祂的意思或是我的意思？《羅馬書》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保羅教導
我們怎麼樣在神的裏面、神的心意裏面來運行，就是將我
們身體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另外，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這樣我們就能夠
更多地跟隨神的旨意。就是說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而
是我們要轉化心意，更新而變化。�

在我們這裏，每一位都希望照著神的旨意來做，對不
對？但是在我們當中可能有一點點人，不太願意把我自己
的身體獻上當做活祭。那我們怎麼能分辨神的旨意？我們
自己有這樣一個好像很看起來很好的渴望，我們都有這樣
渴望，想要做在神的心意上。當講到說要讓我們的身體作
為活祭的時候，其實我裏面有很多事、很多事我想做，但
是如果要我禁食四十晝夜的話，這可能有點困難。所以就
說怎麼樣來查驗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呢？ 重
要就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要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當做活
祭，而且心意要更新而變化。�

同樣但以理也告訴我們，怎麼樣來分辨神的心意，特
別是在屬靈爭戰的一個角度來講。在《但以理書》書第10
章第1節講到：」波斯王居魯士第三年，有事顯給稱為伯提
沙撒的但以理。這事是真的，是指著大爭戰；但以理通達
這事，明白這異象。「他說有事顯給但以理，這個事情是
真的。但以理講到說當時神的預言時間已經到了，而神的
預言也是真的，但是為什麼這個時間已經過了，卻沒有實
現也沒有成就呢？這個預言是真的。但發生了什麼事？時
間已經過了，那個攔阻在哪里、那個延遲在哪里？保羅說
將身體當做活祭，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要更新而變化。所
以事實上但以理花了21天的時間，才開始明白到，要怎麼
樣在這個裏面繼續進行，以至於這個預言能夠成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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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天使來告訴但以理說：」當你禱告的第一天，我們就
已經聽到你的禱告，但是用21天的時間我才能夠來到你
這。「因為在波斯上空魔君把我們擋住了，以至於我沒有
辦法到你面前來。後來接下來天使就告訴但以理，第14節
講到說，但是我來是要與你一起爭戰，所以但以理其實你
不孤單。�

你告訴你旁邊說：」你不孤單，你在這個爭戰中，你
不孤單，因為在靈界裏有些事情正在發生。「我可能不明
白，但是你一點也不孤單。哈利路亞！在我們當中，你告
訴別人說：」你不孤單，在靈界裏正有事情發在。你一點
也不孤單。哈利路亞！我來是與你一起爭戰!我來是與你一
起爭戰!「你知道他為什麼要來嗎？你如果看到那節聖經，
那不是因為波斯的魔君，他說我要來處理面對的不是只有
波斯的魔君，還有西亞的魔君，這些在攔阻神的旨意成就
在你的身上。所以不管你在你工作場所，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家庭，你有很多攔阻的，神與你同在，天使與你同
在，有許多許多魔君。�

《但以理書》10章17-19節：」‘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
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有一位
形狀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
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
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
量。’「所以在第19節，當天使開始跟但以理說話的時
候，他整個人就開始活潑起來了，但以理在那個時候就開
始活潑起來了。�

但以理書10章20-21節：」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
見你嗎？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去後，希臘
的魔君必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
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君的。’
「第20節天使說：」我本來不只是跟你爭戰而已，我還要
告訴你在靈界裏發生的事情。「我們看到21節，所以在21
節講到說：」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所以
也就是說我來沒有錯，我要跟你一起爭戰，你在這個爭戰
的當中，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真確書上的話。所以在
一開始你有了問題，其實不是因為你缺少了爭戰，而是因
為你缺少了真相。」我的耶穌啊，神的國要降臨是因為主
耶穌來，是要把神的國建在地上，而且讓神的子民能夠有
能力，他們知道這一切屬靈的事情。「所以一開始並不是
說沒有屬靈的爭戰，而是因為沒有屬靈的資訊跟知識。所
以在我裏面的耶穌讓我有神的性情，所以其實很多事情的
發生就是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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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28章19節：」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這邊講
到」奉父、子、聖靈的名，「簡單來說這個」名「就是祂
的屬性，所以你奉祂的名，你在祂的屬性裏面受洗，你就
要將我的名傳到天下，叫萬民作我的門徒。你們要到地
極、世界的角落，奉」父、子、聖靈的名「就是」祂的屬
性「給萬民施洗，也就是說要把他們帶來，浸泡在神的屬
性、性格、還有神的名裏面。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把他們
帶來，讓他們浸泡在主的名、主的屬性、主的話語裏面。
讓我們說：」把他們帶來，把他們浸入在神裏面。「�

我們先回顧一下，然後我再來做總結，因為我感受到
今天是神讓我們開始賦予能力的時候了！《創世紀》第2章
5-7節講到田間沒有菜蔬，地上也沒有人。但在之前第一
章，就有講到神照祂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章又開始說地
上沒有人，這是不是彼此矛盾？但不是的，這是一個信心
的根基。�

所以在《創世紀》第二章講到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事實上就像是把他放在一個模具裏，讓他有頭有腳，壓成
人型，這就成了有靈的活人。那麼《創世紀》第一章27節
講到神創造的人，是指」靈人「，是有認識神的知識的。
所以主耶穌說：」一個人若不是從靈生的就不能認識神。
「這就表示神是人的創造者，神是我們唯一獲取資訊的來
源，要是從其他來源獲取資訊只會造成人類社會當中各種
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神從我們的社會當中踢出
去！就像當我們把神趕離校園時，我們的學校就會有麻
煩；如果我們把神趕出我們做決定的過程，我們就會有麻
煩。所以在《創世紀》第三章1節：」神豈是真說……「魔
鬼來讓我們困惑。這個問題不在於魔鬼對亞當說了什麼，
而在於亞當他不相信神是唯一資訊的來源，所以就造成之
後的一大堆問題。所以當人一旦開始用了除神以外的、另
外的一個資訊來源之後，魔鬼就開始跟人建立了另外一個
王國。這個王國是謊言、虛假和其他一切的問題，一直到
現在。因此我們應該只從一個來源來聽信息，不應該有其
他的。這樣的話，即使我們全身赤裸行走，也不會覺得羞
恥。實際上，當時亞當並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他也沒
有懼怕，因為他除了跟神交流，沒有再跟其他任何來源有
過對話，這是為什麼天使要跟但以理說：「你的問題不在
於其他的攔阻，你的問題在於說你的資訊是從哪里來的。
「所以神就問亞當說：」誰告訴你害怕？誰告訴你是赤身
露體的？誰叫你去躲起來？這些都不是我的資訊，你一定
是從其他地方聽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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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人開始自己對自己說話，對
自己說：」我是一個很不好的人，沒有人喜歡我，我一點
也不可愛……「所以從那時,人開始跟自己說話之後，這些
事情都發生了。當神聽到你在對自己說：」我不可愛，我
很討厭，沒有人喜歡我，這是我的錯……「祂會說：」誰
對你說的？誰告訴你這些的？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這些！
「有些人可能還會告訴自己說：」我現在病得好嚴重!我越
來越軟弱，快要死了。「神可能會對你說：」誰告訴你這
些消息的？誰說你會死呢？「神的生命在我裏面，那超自
然的能力恢復我，讓我能與原本的生命源頭重新連接在一
起。�

好， 後一分鐘我請大家起立，我用幾句話來做一個
總結：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裏面，而且讓我有能力，能夠
讓我跟我的源頭連接在一起。我的禱告是」神將興起一批
能夠從神那裏來得到資訊並傳達正確資訊的大軍，以至於
能夠開始在我們當中帶下復興。「神的旨意是讓祂的山立
在其他所有的山之上；神的心意是要萬人得救；神的旨意
是要使天空一切執政掌權的、一切黑暗權勢、一切魔鬼撒
旦的國度都要變得毫無能力；神的旨意是讓神每一位兒女
都來呼求耶穌的名，以至於神在你們身上的心意都能夠完
全的成就；神的旨意是讓我們能夠滿有神的身量，全備的
救恩和能力都在我們裏面，讓我們能夠得勝的往前行。我
對大家再說：」願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今天在這裏，大
家請舉起手來。我們一切的呼召，還有神的恩膏，還有我
們的服侍、侍工，都是超自然的，是按照神的恩典給我們
的，都是從神而來。�

在我們當中可能有很多人你還不知道你裏面有多大的
能力，所以今天禱告求神，主的恩膏、恩典再從你的裏面
爆發出來。因為祂的呼召、因為祂的恩膏，要開始被彰
顯。在神恩典、在祂的恩膏裏面，我們要開始宣告：」不
再有延遲！不再有耽延！「在主耶穌的教會，在這樣一個
恩膏的裏面，我們要宣告：」不再有延遲了！「靠著神的
能力，我們持續地宣告：」不再有任何的耽延！不再有任
何的耽延！「哈利路亞，是的，神的能力今天開始彰顯在
我們當中，不管是你的呼召、你的事工、你身體的健康，
我現在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不再有任何的延遲了！如
果你感覺到你的身上有鎖鏈，感覺到你在囚牢裏面，但今
天在神能力裏面，這一切都要破除，你要從囚牢裏面走出
來。「在你們當中，如果你裏面有壓制，甚至你有自殺的
意念的話，我今天在這裏奉耶穌的名宣告：」這一切的壓
制要完全的破除！「即使你現在線上上觀看這個能力也同
樣的臨到你！是的，阿們！�



9

在這樣的聖靈恩膏的能力裏，我們宣告：」所有的鎖
鏈要斷開！「在聖靈的恩膏裏面，所有一切捆綁的柱子要
斷開！在聖靈的恩膏裏面，奉耶穌基督的名我要宣告：」
在你的家中，在你孩子身上一切的囚牢，這些門都完全的
破除！「讓我們來得自由。如果你相信，在信心裏面大聲
宣告的話，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家從仇敵手中搶回來！把你
心愛的孩子、你的家搶回來！把你的服侍、你的事工搶回
來！�


	進入真理之旅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