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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跟⾃⼰說⼀下：「我們都活過來了！我們都活
過來了！」阿們！我真的非常感恩！�
我還記得很清楚，在早期，1996年的時候，有⼀個五

旬節特會，江牧師邀請了我們好多的年輕⼈，然後我們就
預備參加五旬節特會，在中午的時候，我們這⼀群年輕⼈
就開始吃飯聊天，我們吃飯聊天的時候，就開始談⼀些對
教會的意⾒，談完之後，我坐在下午的聚會當中，江牧師
很悠然的站到講臺上就開始講道。她⼀講的時候，我裡⾯
就很奇怪：「江牧師剛剛是在跟我們同⼀桌嗎︖她怎麼統
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我裡⾯有點冒冷汗，好像我最近
讀經讀到說：「我們在帳篷⾨⼜所說的每⼀句話，耶和華
神都聽到了。」阿們！因為神的靈充滿遍地，⽽且神樂意
澆灌我們。我非常感恩，我親眼⽬睹到那次五旬節神賜下
⼀個極⼤的翻轉，什麼翻轉呢︖就是我們被聖靈與⽕施
洗。阿們！我們跟⾃⼰講：「我要被聖靈跟⽕施洗」那次
特會到最後有⼈通知我說：「旅館提供免費的衛⽣紙都⽤
完了，因為悔改太多了，連廁所的衛⽣紙都被拿掉了。」
因為那時候神的道紮我們的⼼，我們整個⼈就蘇醒過來。�
那⼀次，是我⽣命的⼀個極⼤的突破，我是在95年信

主的，在教會已經⼀年。「我感覺到在1996年那次五旬
節，是我⽣命⼀個極⼤的突破」什麼意思呢︖因為我被神
的靈充滿，⽽且我得潔淨。當我潔淨之後，我開始渴慕
神，我開始喜歡參加晨禱會，我開始參加等候神聚會。那
時候還是「弟兄之家」，我們幾個弟兄就約好，早上有讀
經半⼩時、等候神半⼩時、唱詞……我們就這樣⼦開始操
練之後，我本來沒有辦法完成的⼯作，我開始能完成了!那
時候⽼闆跟我講說，給我留下察看，「留下察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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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基本上以你現在的表現程度是倒數第⼆名，如果你再
不改善的話，可能以後很快的就要列入不合格，列入不合
格之後再不合格，就開始請你⾛這樣⼦。他說的「留下察
看」已經是事先給我警告,就是因為我在五旬節那次我有⼀
個突破之後，開始渴慕神，開始親近神，也許有些⼈不曉
得什麼叫「晶⽚」，我以前拿著⼀本對學習晶⽚來講是最
⾼機密的書，可是我每次⼀看它就睡著，⼀看它就睡著。
因為沒有智慧，沒有悟性，感謝神！經過6個⽉的親近神、
等候神，加上五旬節的充滿之後，⽼闆說我過關了！榮耀
歸給神！哈利路亞！�
所以我們來看⼀下今天的經⽂，我們多麼需要被聖靈

充滿，阿們！我們⼀起來朗讀神的話。《出埃及記》19章
10-11節：「耶和華又對摩西說:� ‘你往百姓那裡去,叫他
們今天明天⾃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預備好
了，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百姓眼前降臨在西奈山
上。’」《使徒⾏轉》1章4-5節：「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
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所應許
的，就是你們聽⾒我說過的，約翰是⽤⽔施洗，但不多幾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我非常感恩，那時候江牧師就提醒我們說：「在每⼀

次聚會，你們要敬畏神，然後要開始把時間空出來。」甚
至在冬令會的時候，江牧師⿎勵我們要有⼀個⽉的時間禁
食，⼀天禁食⼀餐，好讓我們有更多時間來禱告，預備⾃
⼰的⼼，因為我們要朝⾒王的⾯。阿們！我以前讀過⼀本
先知書，那本先知的屬靈書籍講到有⼀天耶穌說要跟他⾒
⾯，結果他說，那天耶穌沒有出現。我讀到那邊就覺得嚇
⼀跳，後來耶穌跟他講說：「因為你沒有好好的預備。」
我聽完以後，我就嚇⼀跳！原來要朝⾒我的神，我要怎麼
樣︖要帶⼀個敬畏的⼼！阿們!所以我們跟⾃⼰講說：「要
帶⼀個敬畏的⼼！要帶⼀個敬畏的⼼！」所以那時候我們
就開始有時間禁食，⼀天禁食⼀餐。說句實在話，我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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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的就是特會前的禱告會。因為我們⼀天禁食⼀餐之
後，好幾次在會前的禱告會，好多⼈悔改在神⾯前，悔改
的靈澆灌下來，我們感覺到被潔淨的感覺真好。因為神的
靈洗在我們的身上，所以要預備，你越預備的時候，你越
看⾒神的⼯作在我們身上。我們本身就是上帝的榮耀作
品！阿們！我們本身就是神的傑作。神要把我們改變、改
變，改變到有⼀天要跟祂⼀樣，你相信嗎︖�
真的我可以跟你誠實講，我真的跟神差很多。有⼀次

我去買菜，我好⾼興的去了另⼀個地⽅買，因為那個地⽅
的⼩姐對我很好，我每次點⾖腐⽪的時候，她就給我三樣
⾖腐⽪，我很⾼興。有⼀天我去點的時候，那位⼩姐不在
了，是另外⼀個⼩姐來點，我說：「⼩姐，三樣⾖腐
⽪。」然後⼩姐就說：「⽼闆說不⾏啊，只能給兩⽚
哪。」我說：「那上次有⼈給三樣。」她說：「那個三樣
的，她被炒魷⿂了。」我說：「主啊！赦免我的貪⼼
啊。」我就是這樣⼦，臉⽪很厚，就是要，要抓，那麼貪
⼼，結果你看上次給我三⽚那個服務⽣被炒魷⿂了。我第
⼆次又犯了，因為我經常買菜知道物價上漲，看到⼩排骨
本來是兩塊多，變成三塊多，⼀下變四塊多，現在六塊多
了，長得好快。我就很聰明的去點⾃助餐，因為⾃助餐還
沒有漲。我點⾃助餐，點的好⾼興，然後後來又被服務⽣
抓到了，又是換⼀個新服務⽣，我真的很冤枉。服務⽣
說：「先⽣，你要放很多⾯，不能放那麼多⾁。」我說：
「我以前都這樣⼦。」「沒有啦，現在沒有這樣⼦的。」
我才明⽩說：「神哪，你又在對付我，在對付我的貪
⼼。」我才明⽩說：「我真是個罪⼈呀！我真是個罪⼈
呀！我何等需要上帝的光照。」所以當我⾛出菜場的時
候，說：「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再來潔淨我，免去我
⼀切的貪⼼，免去我⼀切的貪⼼。」所以事實上，聖靈來
是叫⼈開始知罪的。我們基督徒在世上應該是做鹽做光。
阿們！我們在世上應該是成為⼀個慷慨的⼈，成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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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是神⼿中的傑作！我拍拍我⾃⼰說：「施⼯
當中諸多不便，敬請原諒！」這是以前我們在臺灣的⼯程
蓋房⼦地⽅寫的。這個「施⼯當中」是說「我是神⼿中的
傑作，但是神還在做，我充滿了盼望！」阿們！�
這邊講到說我們需要領受聖靈，等候⽗所應許的，因

為當聖靈要澆灌下來的時候，我們開始成為⼀個新造的
⼈。為了聖靈的澆灌，耶穌付了很⼤的代價。耶穌說：
「我去，要帶下聖靈來。」耶穌祂舍掉⾃⼰的性命，帶下
復活的⽣命進到我們⽣命裡⾯，這個是極⼤的禮物。所以
耶穌三番四次跟⾨徒講道，講道講了40天，說：「你們不
要離開！你們不要離開！⼀個都不要離開！」好不好︖我
們跟旁邊的⼈講⼀下：「明天⼤家通通到齊，好嗎︖」來
跟旁邊講⼀下，「明天⼤家通通到齊，好嗎︖」為什麼
呢︖因為耶穌40天當中跟⾨徒講說：「你們不要離開，要
等候！」要等候因為阿爸⽗要給你⼀個極好的禮物，你要
嗎︖如果當時我知道那個禮物給我之後，我可以讀懂電腦
的書的話，我⼀定要！阿們！因為天⽗爸爸給我各樣的恩
寵、各樣的恩典，在這個難處中夠我⽤，甚至雖然⽼闆不
看好我，但是神看好我！阿們！因為上帝是幫助我們的
神！阿們。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預備、要⾃潔。⾃潔就
是說，你帶⼀個敬畏的⼼來到神⾯前。如果你在這個特會
之前，聖靈感動你做什麼事情，你最好先做︔阿爸⽗光照
你什麼，先去做。當你先去做的時候，好像攔阻拿去的時
候，聖靈就是⼤⼤的澆灌在我們身上。我們更⼤的得著，
更豐富的得著。所以⿎勵我們的家⼈，我們要得到聖靈⼀
切豐滿的祝福。�
我們看下⼀⾴，我們⼀起來讀神的話，《約翰福⾳》

14章16-17節：「我要求⽗，⽗就另外賜給你們⼀位保惠
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不能
接受的。因為不⾒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
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和《約翰福⾳》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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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節：「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切的
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說的，乃是把他所聽⾒的都說出
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我們把最後的13節再念
⼀遍：「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切的
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說的，乃是把他所聽⾒的都說出
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位聖靈是帶領我們進入真理的聖

靈。耶穌說他⾃⼰就是道路、真理、⽣命，當我們被聖靈
充滿之後，我們讀《聖經》時，我們是讀到、看到這位復
活的主。阿們嗎︖因為《聖經》是活的，《聖經》的字也
是活的，神可以⽤各樣的⽅式向我們溝通。就是這邊講到
說，祂還可以把將來的事告訴我們，所以我們今天⼀旦被
聖靈充滿之後，聖靈會持續的指點我們，不分年紀⼤⼩，
至⼤到至⼩都可以被聖靈指導，你開⼼嗎︖不管你信耶穌
多久，在你信耶穌第⼀天就可以被指引。你開⼼嗎︖�
我非常感恩！我信耶穌的第⼀天，那個時候我被聖靈

充滿了，在那個被聖靈充滿的時候，我第⼀次感覺到真的
是像⽕⼀樣燒在我裡⾯。我可以跟你做⾒證，那個時候我
全身好像被電到⼀樣，麻的不得了。每⼀個⼈被聖靈充滿
的感覺不⼀樣，但是在那個刹那之間，我看到我年輕的時
候，我做很多對不起⼈、對不起神、對不起家，好多事都
對不起。在那⼀刹那之間，我在神⾯前被聖靈潔淨。那個
基督徒打開《聖經》說：「我奉耶穌的名，⽤祂的寶⾎洗
淨你」的時候，我就看到我⼀⽣的罪汙就在那⼀刹那之
間，好像演電影⼀樣演在我的眼前。我真的不知道我得罪
神，我真的不認為我是罪⼈，但是我感恩的地⽅是當我坐
進教會，坐在那個地⽅的時候，我突然明⽩我是個罪⼈。
我以前犯罪都會⽤⼀些理由來安慰⾃⼰的良⼼，就想說，
「⼈在江湖身不由⼰，對不起啦。」⽤這種理由來撫平⾃
⼰良⼼上的虧⽋，但是當你遇⾒聖靈的時候是很可怕的事
情，我就哭啊，⽽且旁邊好多⼈，我就在那哭啊，⽽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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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又害怕，因為那個⽕好強，燒在我身上，我就哭啊，哭
啊……然後突然間我發現我得到赦免，我突然發現我身上
的罪汙被洗淨，我突然發現我被祂潔淨。然後那個時候我
離開教會的時候，我看到外⾯的山，就覺得今天的山怎麼
那麼美麗！外⾯看到⼀切的樹⽊也變得那麼漂亮！後來我
才發現，我跟這位創造的主連上去了，榮耀歸給神！阿
們！我突然看⾒不⼀樣了！我看⾒我的⼼中的⽯頭不⾒
了，我⼼中罪的⽯頭不⾒了！那個罪汙壓著我，因為耶穌
基督祂寶⾎洗淨我，聖靈的⽕洗淨我，我就得⾃由了！�
這邊講到，當我們開始有這位聖靈進到我們裡⾯的時

候。我從那⼀次的悔改之後，有⼀位聖靈住在我裡⾯。我
可以跟你做⾒證：是⼀個很不不可思議的⾏為，就是⼀個
慕道友竟然把《聖經》當做枕頭放在頭上這樣的睡覺，你
相信嗎︖我被聖靈充滿之後，就愛上神的話，所以就把
《聖經》放在枕頭上，覺得《聖經》好棒啊！然後我開始
跟神對話，因為有聖靈在我裡⾯，我就跟神對話說：「神
哪，祢如果是真的，明天早上6點叫我起床。」我在家睡覺
把《聖經》當枕頭，那時候還是數位時鐘，眼睛⼀睜開
5:59，然後變成6:00，就這樣像電⼦鐘⼀樣。我⽴刻跳起
來說：「有神！」怎麼可能呢︖我眼睛閉起來數⼀分鐘也
不可能眼睛睜開剛好是⼀分鐘，怎麼可能整個晚上眼睛⼀
張開就是6:00。神就跟我講說：「你不是要⼀份⼯作嗎︖
你現在去那個地⽅，那個⼯作要給你了。」我就在那天拿
到⼀份⼯作，我本來沒有辦法能在美國留下，因為沒有錢
啊，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剛剛好開始⼯作，剛好有了第⼀張
⽀票可以付我的房租，榮耀歸給神！�
當聖靈帶領我們進入真理的時候，事實上聖靈很樂意

的告訴我們任何⼀件事情，我剛剛分享的只是⼀滴滴，⼀
點點開始⽽已，但是聖靈要我們更多的來追求祂、得著
祂、認識祂。這邊講到說，「乃是把他所聽⾒的都說出
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翰福⾳》16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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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原⽂作
「進入」）⼀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說的，乃是把
他所聽⾒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當我
們在⼀個聖靈同在很豐盛的聚會當中的時候，我們的眼瞎
會打開你相信嗎︖我記得很清楚，當江牧師那時候要講
《交友與婚姻》的時候，我就問江牧師：「江牧師你多久
講⼀遍︖」她說：「⼀個⽉講⼀遍。」我說：「江牧師你
⼀個⽉講⼀遍的話，我哪時才結婚啊︖」我⽴刻跟她頂
嘴。她說:「⼀個⽉講⼀遍。」哎呀！我才明⽩神的旨意不
是要我⽴刻結婚。我在「清⼼⼩家」，是過了5年才結婚
的。可是有⼀件神跡發⽣在我身上，我⼀直在尋找我的另
外⼀半的時候，就是在⼀個特會中，有⼀個⼈替安通牧師
翻譯，我就在台下，突然間我的眼睛打開了：「這個姐妹
怎麼那麼漂亮啊︖㗒！奇怪！都沒看到。」我是帶這⼀顆
清潔的⼼在看她，我就明⽩了，那個屬靈的美我是沒有辦
法放棄的，跟我過去的眼光是不⼀樣的。神⾃從打開我的
眼睛之後才知道說：「神把將來的事告訴我」阿們！那個
就是我的妻⼦，她正在去跟安童牧師翻譯的時候，我的眼
睛剛好已經打開，就開始為這個禱告。�
我們很需要不單單被聖靈充滿，我們也需要有《聖

經》的基礎。好不好跟神講⼀下：「神啊，我需要有《聖
經》的基礎。」我們來讀⼀下神的話，看看耶穌怎麼說︖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的話，都給
他們講明⽩了。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
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
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往下念，「於是
耶穌開他們的⼼竅，使他們能明⽩聖經。有⼀個妹⼦名叫
⾺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當我在讀這段
《聖經》的時候，我有⼀個很深的被提醒！很深的被提
醒！就是我明⽩了「耶穌好愛《聖經》」，你阿們嗎︖當
你明⽩耶穌非常愛這本《聖經》的時候，你會發現耶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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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開⼜就說：「經上記著」、「經上記著」……你有沒有
讀過這句話︖耶穌多次的說：「我爸爸跟我講過這本書
的，哪⼀⾏說什麼話︖我爸爸告訴我，我必須怎麼樣︖都
寫在這本書上⾯。」但是當祂復活的時候，⾨徒還在迷
糊，耶穌重新把這本書翻給他們看說：「這⼀⾏是對著我
說的，那⼀⾏是對著我說的，你們到現在還不相信嗎︖早
就記載了，我要從死裡復活，我早就告訴你們了，⽽且我
要與財主同葬，《以賽亞書》53章，爸爸都寫好了，難道
你們沒有讀嗎︖」耶穌還跟以⾺仵斯的⾨徒說：「你們真
的是無知啊！」當我們被聖靈充滿的時候，有⼀個很重要
的預備⼯作，拍拍我們⾃⼰的胸膛說：「不能無知！不能
無知！」我們應該要把神的話存在⼼裡，從⼩開始！從⼩
開始！每當我看到我太太在翻譯的時候，我好羡慕哦！那
個美國⼈「嘟……」說了⼀串英⽂的《聖經》，她
「啵……」就背下來了，你羡慕嗎︖她不需要翻《聖
經》，美國⼈講英⽂版的《聖經》，她就翻譯說著中⽂版
的《聖經》，因為阿爸⽗渴望我們每⼀個⼈把神的話刻在
⼼板上，因為我們不知道哪⼀天在受逼迫的時候，我們沒
有辦法再擁有這本《聖經》，你同意嗎︖所以我們現在就
開始⽤各樣的⽅式把神的話藏在⼼裡⾯，所以當我在讀這
段經⽂的時候，我就想到說：「主啊，我明⽩了，祢⼀⽣
的道路都是爸爸已經事先寫給祢的。」所以我何等渴望我
也跟耶穌⼀樣，我常常會想起神的話，⽽且神的話成為我
的引導。你有沒有這種羡慕︖�
好像很多時候我們有聖靈的感動的時候，還是七上八

下，是我的意思呢︖還是環境的影響呢︖你們有沒有這個
問題︖都會想到說，是不是我有⼀個意念是因為我⾃⼰的
傾向太強了︖但是我跟你講個好消息：效法耶穌——把神
的話背下來，把神的話記在⼼版上。當你把神的話記在⼼
版上的時候，你就知道是聖靈親⾃再把祂的這本書再寫在
你的⼼版上，不是經過頭腦，是經過你的聖靈的裡⾯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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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怎麼樣的發⽣︖所以有神的話
是何等的寶貴！有神的話何等的重要！�
已經是很多年的事情，我記得有⼀次我們在⼀個弟兄

禱告會的時候，有⼀個弟兄遇到很⼤的困難，我們就圍⼀
圈為他禱告，我也不知道從何開始禱告起，我們只能安慰
他說：「不要擔⼼。」可是這個事情真的太⼤了，是因為
有⼀個⼩孩⼦在他家裡⾯游泳的時候不⼩⼼淹死了，結果
沒看到，這個事情就是⼀個很嚴重的，可能是⼀個很長的
官司，那弟兄就壓⼒非常⼤，就到我們弟兄禱告會⼀起來
禱告，我們就為他禱告，結果突然間《聖經》裡的「瑪拿
西」就跳出來，我就跟他講說：「瑪拿西、瑪拿西……」
我還不記得什麼意思，後來我就開始翻《聖經》看「瑪拿
西」是什麼意思︖神說：「不再紀念。」本來以為會有法
律訴訟的，果然神掌權誒！就不再紀念了。我們給神⼀個
掌聲！�
所以當上帝給我們話的時候，成為我們的引導，當我

們持續去讀神的話的時候，我們看到神給我們每次的引
導，如果是透過神的話，你會充滿了信⼼。我很感恩，我
們有時候有⼀個很重⼤的決定的時候，我們夫妻都是⼀起
仰望神：「神啊！你有沒有給話。」我們的主任牧師也是
講：「當你做重要決定的時候，你要問：‘神你有沒有給
我話︖’」當我們有神的話語的時候，我們⼼裡⾯在查證
的時候，你會更確定神的話⼀直沒有改變，你會更確定神
已經把話給你了，就像我們親眼看到江牧師在建堂的時候
領受神的話，她就相信外⾯那個字不⽤拿下來，因為神已
經給她話。如果我們每⼀個信徒不但有聖靈的引導，⽽且
有神的話，我們跟旁邊的⼈講說：「復興已經來到，復興
已經來到！」�
我們來看下⼀⾴，我剛剛講到說這本《聖經》是天⽗

爸爸給我們最好的禮物，這是我個⼈今年很⼤的突破。當
我在染疫的時候，我什麼都不能去，只能在家隔離，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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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讀這本《聖經》。當我天天讀這本《聖經》的時候，
我突然感覺到爸爸好靠近我！所以每當我把這本《聖經》
拿起來的時候，我說：「爸爸我愛祢，謝謝祢，把祢這本
信送給我。」�
那我們照著讀經進度，我們最近讀到《民數記》。我

們來讀出上帝的感情好嗎︖我們來讀《民數記》24章17
節：「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有星要出
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
亂之⼦。」《民數記》23章21節：「他未⾒雅各中有罪
孽︔也未⾒以⾊列中有奸惡。耶和華他的神和他同在，有
歡呼王的聲⾳在他們中間。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似乎有
野⽜之⼒。斷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也沒有占⼘可以害以
⾊列。現在必有⼈論及雅各，就是論及以⾊列說：‘神為
他⾏了何等的⼤事！’」阿們！阿們！好不好跟我們⾃⼰
講說：「這經應驗在我的身上，這經應驗在我的身上。」
當你持續去讀的時候，你會讀出阿爸⽗的情感。當我在讀
它的時候我好感動！我明明知道我不完全，祂說卻說我是
什麼︖祂說：「未⾒雅各中有罪孽」︔我明明知道我是軟
弱的，祂說我什麼︖祂說我是野⽜之⼒︔祂還給我應許：
「必有星要出於雅各」。耶穌基督像晨星⼀樣帶給我盼
望，祂帶給過我許多的⿎勵。這是神對我們的愛，這是神
對我們的呼喚。�
當你在讀《聖經》的時候，讀到《民數記》24章，好

像以⾊列⼈好棒，可是你知道讀《民數記》25章時，發⽣
什麼事嗎︖他們中計了！他們跟摩押女⼦⾏淫！他們開始
犯罪了。他們明明在西奈山跟神約定說：「神，我不會拜
假神，我不會拜別的神。我們遵守祢的命令，我們都同
意。」對不對︖他們都同意了，但是受到這樣的⼀個誘
惑，他們就拜假神。他們這樣跪拜摩押的神，還犯淫亂的
罪，就在這個時候，上帝顯出祂忌邪的愛。因為你可以從
這邊看到神對以⾊列是如此的熱情！神在稱讚他們！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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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稱讚他們！透過先知的⼜⼀直稱讚他們！哪知下⼀
章以⾊列百姓就離開祂了，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愛嗎︖這位
忌邪的新郎神如此⽕熱的追求你！祂犧牲⾃⼰的性命，祂
得著你，祂流下祂的⾎，祂是被殺的羔⽺，祂⽤祂的寶⾎
潔淨你。當你得救之後，你轉向別神。神把以⾊列⼈從埃
及救出來，曾幾何時他們歡歡喜喜的紀念神，現在卻以別
神代替耶和華。�
當我們在預備五旬節的時候，我常常跟神講說：「神

啊，我要接受祢對我的熱情！」有⼀⾸歌在我裡⾯唱著：
「求祢以忌邪的愛愛我，讓我不要像以⾊列百姓⼀樣⼼偏
於邪。」你阿們嗎︖求神以忌邪的愛愛我，讓我不要⼼偏
於邪。實際上《聖經》記載很多的偶像，耶穌也講出來了
很多的偶像。法利賽⼈的偶像是什麼︖拜⾦錢、拜瑪⾨。
很多時候我們的⼼神知道。你可以跟神禱告說：「神哪，
救我脫離這⼀切的軟弱。」所以我們當預備被聖靈充滿的
時候，預備迎⾒神的時候，你說：「神哪，求祢把我的偶
像拿去。」�
在江媽媽說要建堂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為建堂⼀直的

禱告、感謝神，後來神感動我們要奉獻，剛開始不容易，
但後來順服了就脫離捆綁。奉獻之後，我發現我的偶像不
⾒了，我發現我脫離了⾦錢的捆綁，不再像我剛開始說的
那麼⼩氣，我開始有能⼒給出去，我開始不⼀樣。可是當
時我看到⼀個很難過的事情——竟然有⼈離開教會！有⼈
聽到要建堂⽽離開教會。我⾃⼰親身經歷到上帝在我身上
做新的⼯作，我非常感恩在基督耶穌裡⾯得到了真實的⾃
由！�
聖靈澆灌之後，我們有⼀個很⼤的祝福，就是蒙神的

引導！我們來讀這兩處經⽂。《羅⾺書》8章14節：「因為
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還有《帖撒羅尼迦
前書》5章19節，「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我們跟⾃⼰說
⼀下，「我們是上帝的兒⼦！我們是上帝的兒⼦！」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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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我⾃⼰非常感恩，我們的主
任牧師江牧師，常教導我們要凡事仰望神，所以我們很早
期的時候就開始親近神、等候神。為著仰望⼀件事情，我
們來到神的⾯前，不是去⽤⾃⼰的⼒量⽽是去親近祂、等
候祂，等候聖靈給我們的引導，等候聖靈給我們的開啟。
最⼤的難處是你在等候的時候，必須要克服你這個地⽅的
想法——就是你的思想。因為經上講：「神的意念⾼過我
們的意念」，神比我們聰明千百倍，你同意嗎︖所以我們
在服侍上帝的時候，最難的地⽅就是⽤我們的⼩聰明來做
天⽗爸爸的事情！那不是很糟糕嗎︖是不是︖所以那時
候，有⼀天我要帶敬拜，我就親近神，然後這⼀⾸歌就浮
出來，我說：「神哪，參加明天早上聚會的都是基督徒，
這⾸歌是給福⾳朋友的。神哪，不是這⾸歌啦。」我就把
它消滅掉，然後過了⼀些時候，我再安靜，再安靜，我
說：「神哪，如果還是這⾸歌的話，明天⼀早起來祢再給
我⼀次好了。」結果第⼆天⼀早起來又是這⾸詩歌進來，
這樣⼀⾸福⾳歌。「你說⾬天代表你的⼼情……」這⾸歌
描述的是⼈的那種失落感，所以我就覺得很為難。當我在
唱的時候，我就看到兩個新朋友站在我前⾯，我非常感動
的是：「神哪，祢怎麼這麼愛他︖愛到⼀個地步，祢知道
這兩個新朋友就站在我前⾯。」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們兩
個都接受了耶穌，我們給神⼀個掌聲。�
如果沒有敬畏神，如果沒有明⽩聖靈的引導，我們常

常⾛錯神的引導。可是怎麼樣開始學習呢︖⿎勵我們的家
⼈開始進入禱告的殿。因為耶穌講過⼀句話非常清楚，
「我的殿必要成為萬民禱告的殿」，這就是末世教會的榮
耀。當我們讀《使徒⾏傳》的時候，⾨徒是天天⼲嘛︖是
每天擘餅祈禱。初代教會的時候，他們遇到極⼤的逼迫，
他們非常勇敢，因為他們在神的同在裡⾯戰勝了⼀切的壓
⼒。這樣的⼀個應許進入到初代教會，也會進入到末世教
會，同意嗎︖所以我⾃⼰感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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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教會的復興，就是我們開始天天打開《聖經》讀神的
話，像初代教會⼀樣。我們教會各牧區都有晨禱會，然後
我們也有⼀些弟兄姐妹相約打開《聖經》來禱讀神的話，
然後背誦神的話，這就是復興的開始。不但在我們這裡，
我們國內的家⼈，也有很多早上5點起來晨禱的，我真的看
⾒復興已經開始。因為⾨徒們已經開始天天領受神的道，
⾨徒開始天天有神的話的時候，當神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的時候，你會發現：⾨徒開始有權柄，有權
能，因為我們已經成為神的兒⼦。�
最後我們來看⼀下神的應許。我們⼀起來朗讀神的話

《使徒⾏傳》2章38節：「彼得說：‘你們個⼈要悔改，奉
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
靈︔’」《約翰福⾳》14章21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的，這⼈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出埃及記》19章18節「西奈全
山冒煙，因為耶華在⽕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
窯⼀般，遍山⼤⼤的震動。」阿們。�
這邊講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就是愛我

的。」當我們開始遵守神給我們的命令的時候，有⼀個奧
秘要發⽣——神要向我們顯現，阿們︖好不好我們跟旁邊
⼈講說：「神要向我們顯現。」當我們開始去遵守神命令
的時候，我發現神不僅向我們顯現了，⽽且神在⼀路上幫
助我們。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當你開始遵守神的命令
的時候，神不但向我們顯現，⽽且神⼀路的引導我們，幫
助我們。�
初代教會⾨徒有3000⼈得救，他們得救之後經常講⼀

句很特別的話：「他們恒⼼遵守使徒的教訓」。阿們︖
「恒⼼遵守使徒的教訓」，就像我們現在⼀樣，上次畢邁
可牧師的特會，他釋放資訊之後，我們弟兄姐妹就開始重
複的讀神的話，重複的⽤神的話跟神講話。畢邁可牧師提
醒我們記不記得︖「Tell� me� more!� 」就是「主，祢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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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多！告訴我更多！」這句話什麼意思︖就是對神說︔
「祢告訴我更多，⽗為什麼愛我︖祢告訴我更多！告訴我
更多！告訴我更多！」有家⼈就開始操練，很精彩，我想
我只舉⼀兩個例⼦，後來有⼀個弟兄就說：「爸爸祢說祢
愛我，再告訴我更多，告訴我更多。」爸爸就跟他講說:
「你⾃⼰不是很喜歡跟你女兒說，‘我愛你嗎’︖這樣的
愛就是我對你的愛。」� 這個弟兄就好⾼興，為什麼︖因為
聖靈把神的話持續的開啟在我們的⼼版上，所以當你開始
去⽤神的命令再來禱告的時候，你就發現說：「主啊，我
⾛進真理了。」阿們！⾛進這與耶穌同⾏的道路了！你同
意嗎︖當你⾛進去的時候，你發現你⼀步⼀步都踏在神跡
上⾯。�
我們最近有⼀個感動，就是很渴望我們牧師家庭可以

⼀起出去同⾏，也藉著同⾏，我們可以有下⼀代跟上⼀代
能夠在⼀起的⽣活。然後我就接受到衍誠牧師的⼀個任務
——這次由我來當導遊，我就開始坐在耶穌腳前，聆聽神
的帶領。結果後來發現這個長週末，所有的旅館都漲價⼀
倍，我想說：「怎麼辦呢︖我這個做導遊的，長週末漲價
了⼀倍，該怎麼辦呢︖」我就開始在問神說：「神，我當
如何⾏︖」⼼想：「要麼還是去露營，露營最省錢。」後
來我就跟他們提出來說：「我們去露營吧！露營比較省
錢。」他們說：「不要。」我就在想：「這怎麼辦呢︖長
週末又要辦活動，可是又通通都漲價了。」結果我在極⼤
的困難當中，突然間神就給我看到⼀個地圖晾在那邊，然
後就有⼀個點發亮，我就注意看在那邊有⼀個旅館，我就
趕快去旅館那邊訂房，這⼀訂我嚇⼀跳，就在某年某⽉的
某⼀分鐘，那個旅館是那個城市的特價！我⽴刻訂5間！當
我出發之前再去看旅館多少錢的時候同樣的旅館，⼀模⼀
樣的房間，已經漲到⼀間300塊美⾦，我在訂的時候是⼀間
185塊錢美⾦。我說：「神哪，我感謝祢！感謝祢與我同
去。」我們在出發之前，爸爸們就集合，我說：「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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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的下⼀代跟我們同⾏，我們爸爸們要學習怎麼樣來
照顧下⼀代，我們要⼀起仰望我們當如何⾏。」我們就有
⼀個禱告會。所以我也⿎勵我們的家⼈，你要明⽩神的旨
意的時候，跟眾聖徒⼀起禱告。後來我們⼀起禱告，就有
⼀個感動：這次我們的旅遊，我們⼀定要讓下⼀代享受並
且愉快，⽽且不⽤擔⼼有經濟的壓⼒。當我們爸爸們都達
成共識之後就決定，全程每⼀次的⽤餐，我們的旅⾏團19
個⼈都全部到餐館吃飯，然後⼩孩⼦吃的好開⼼。結果有
⼀個很奇妙的印證：當我們進餐館之後，餐館給我們⼀個
包廂，然後我們在那邊吃得很開⼼，之後我們竟然在餐館
裡⾯⼀同分享感恩的話，⽽且⼀同領聖餐。我們把榮耀歸
給神！�
我這個做導遊的最難過的地⽅就是：都已經寫好計畫

旅程了，然後第⼀站就失敗了，因為第⼀站就是海邊去玩
沙，結果海邊的風超級⼤，⼤到⼀個地步，女兒拿的⽑⼱
被風⼀吹，⽑⼱可以吹得像阿拉丁神燈的布⼀樣的那麼
平，這樣⼦就很麻煩，因為海邊不能去，風實在是太⼤
了。然後我就⽴刻在那邊向主求：「主，求祢顯明下⼀站
當去哪裡︖」因為臨時取消海邊的活動，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去問主，再問主。姐妹說：「我們趕快⾛好嗎︖」我
說：「等⼀下，等⼀下……」我就⼀直禱告，「等⼀
下……」「趕快⾛」「等⼀下……」因為我不知道去哪裡
啊！突然間又有⼀個異象出現了，就是那個地⽅。我就趕
緊說：「我們去那邊集合。」我也不知道幹嘛去那邊集
合，去那邊之後，竟然他們找的那個集合點旁邊就是⼀個
超級⼤的兒童遊樂場，結果我們第⼆代的⼩⼩朋友玩得超
級開⼼。我說：「感謝神！」後來我跟那個爸爸講說：
「這個是我們的旅遊贈品。」「贈品」就是說「本來沒有
的，現在有了送給你」這樣⼦。我就講說：「感謝神！神
實在愛我們的⼩⼩朋友！」我⼼裡⾯還是有個掛⼼說：
「我們第⼀站去海邊，是不是神的旨意呀?還是我太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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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樣⼦，結果後來整個⾏程結束之後，有⼀個青少年
男孩就在我旁邊，我就說：「我問你⼀下，你覺得這次什
麼地⽅最好玩︖」他說：「就是那個第⼀天的海邊啊！」
我說：「啊︖你在講什麼?」「就是第⼀天的海邊啊！」就
跟我講，我說：「哦︖什麼︖」「那個地⽅真的很好
玩！」他說，「那個地⽅風好⼤，⽽且好過癮。」我才知
道原來是年輕⼈喜歡玩，所以上帝的節⽬統統都安排完
了。給神⼀個掌聲！上帝很渴望我們至⼤到至⼩的都感謝
神，你同意嗎︖�
我藉了那次機會跟年輕⼈傳福⾳，說：「你看看上帝

多麼愛我們！旅館本來300塊然後變185塊︔然後有⼀個基
督徒餐廳願意打開他的餐館，讓我們全部包下來吃飯，你
可以看看，我們本來要排隊⼀⼩時多的餐館，後來隔壁餐
館⼀個⼈都沒有，我們就進去吃了︔你要看看第⼆天陽光
那麼⼤，我們還看到海灘、看到海獅，你知道嗎︖還有那
⼀天我們還騎腳踏⾞出來散步，你覺得這兩天⼀夜這個節
⽬值不值得感謝︖」「值得」「感不感謝上帝︖」「感
謝!」我們要⽤各樣的⽅式跟兩代同⾏，把福⾳帶出去，你
同意嗎︖這個復興是關係著兩代同⾏，當我們讀到亞倫準
備要被接⾛的時候，他的兒⼦以利亞撒⽴刻接棒，⽴刻負
責《摩西持續跟以利亞撒同⼯，因為神的國不會停⽌，神
的國要持續的昌盛。所以⿎勵我們的家⼈，現在正是兩代
同⾏復興的時候，好不好我們請敬拜團隊預備，我們⼀起
來敬拜祂。�
今天早上敬拜的時候，我們親眼看到我們的敬拜團

隊，帶領我們的年輕⼈在我們這邊這樣⼦活潑地敬拜，因
為這是我們的家。我們預備五旬節，要看到至⼤的到至⼩
的都要領受天⽗爸爸的禮物，我們要看到每⼀個孩⼦都可
以被聖靈充滿說⽅⾔，你們期望嗎?我們要看到每⼀個孩⼦
都有先知性的恩賜，畫⼀張畫就是先知性的畫，你同意
嗎︖這個是真實的，這是可信的，所以我們⼀起來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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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領受！最後⿎勵⼤家，我們預備這次復興，神的⽕
會燒在我們的⼼版上，就像我⼀開始說的，神要潔淨我
們。我們渴望被潔淨，渴望帶著⼀個完全的⼈來遇⾒神，
我們⼀起來敬拜祂，⼀起起⽴，我們邀請我們青年牧區的
⽶西⼀起上來好嗎︖我們⼀起來回應神的帶領，這⾸歌也
可以唱英⽂版，也可以唱中⽂版。好不好︖我們邀請⽶西
⼀起上來。你今天聽的道，你渴望踏上這個復興的浪潮，
我⿎勵你可以往前⾛。你渴望踏上這個復興的應許、聖靈
的澆灌、聖靈的更新、全家的得救，你就往前⾛。還有線
上的家⼈帶著信⼼領受，帶著信⼼領受，你帶著信⼼領
受，也往前⾯去。�
（姐妹釋放資訊）：

⼀代⼀代我們要⼀起進入到神的應許裡⾯，因為耶穌
祂已經打破所有⼈的所有的牆，讓我們成為⼀家⼈，我們
⼀起要同樣的向神領受祂的產業。把你的⼿舉起來，你要
⽤那禱告的語⾔，⽤⽅⾔來禱告，⽤那禱告的⾔語來禱
告。聖靈啊，求祢來！聖靈啊，求祢來！�
我剛才從神這邊領受到這樣⼀個異象，年輕⼈啊，你

知道你⽗母他們付上了多少的代價嗎︖他們付上了多少的
代價︖他們放下了他們⾃⼰的夢想，讓我們可以來領受從
神⽽來的產業。他們放下了許許多多的事情，讓我們可以
踏入這樣的⼀個應許。在《瑪拉基書》4章6節裡⾯講到
說：「他必使⽗親的⼼轉向兒女，兒女的⼼轉向⽗親」，
我們就要看⾒復興。年輕⼈啊，要是你的爸爸媽媽在這
裡，我希望⾒到你有⼀個謙卑的動作，你按⼿在他們的腳
上，為他們所做的獻上感謝︔要是你的爸爸媽媽不在，來
找你的屬靈⽗母。你三、四⼗歲也沒有關係，去找你的屬
靈⽗母們，按⼿在他們的鞋⼦上⾯，說謝謝他們,持續的來
為他們獻上感謝︔你們要是20來歲、30來歲、40來歲,也同
樣地去找你們屬靈的⽗母們，來為他們獻上感謝︔你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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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過50歲的話，你們來領受︔你要是不到50歲的話，你
去找你們的屬靈⽗母來祝福他們。�
（譽騰牧師帶領禱告回應）

我們做⽗母的，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年輕⼈來祝福禱
告。我們做⽗母的說出祝福的話，說出祝福的話，我們為
第⼆代說出祝福的話。我們可以⽤《民數記》24章的經⽂
來祝福他們：「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列，必打破摩押的四
角，毀壞擾亂之⼦。」我們⽤《民數記》祝福的經⽂來祝
福他們:「我看你必有雅各的星出現。」我們⽗母們可以⽤
《民數記》的經⽂來祝福我們的下⼀代，他們是神⼿中的
傑作！他們是神⼿中的傑作！我們今天⽤《民數記》的經
⽂來祝福我們的下⼀代，這個經⽂要應驗在我們當中！我
們要宣告神的話，我們要宣告：「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
望他卻不在近⽇。有星要出於雅各！」我們再宣告⼀次：
「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有星要出於雅
各！有星要出於雅各！」好不好我們祝福他們，祝福我們
的下⼀代，「有星要出於雅各！要⼤⼤的遇⾒神，有星要
出於雅各！祂必復興！」好，我們持續地禱告，舉⼿。我
們線上上的⼀起禱告，祝福我們的下⼀代，祝福他，祝福
他，祝福他起來。「有杖要興於以⾊列，有杖要興於以⾊
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切攻擊我們下
⼀代要四散，⼀切攻擊我們下⼀代要四散！⼀切咒詛要離
開！⼀切摩押所釋放的咒詛要離開！」我們宣告出來！宣
告出來!祝福我們的下⼀代，興起第⼆代。�
我們再來敬拜祂，我們再來敬拜祂，再來敬拜祂。�
醫治我，煉淨我⼼，開啟我眼，我們⼀起來敬拜祂。�
讓我們竭⼒地愛祢！�
破碎我的⼼！醫治我，醫治我！�
我願意！我願意！�
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於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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