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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產業的路徑
——慕主先鋒教會主⽇資訊    

李群牧師
（2022年6⽉18⽇）

家人們平安！�

首先祝福我們網路上的、還有我們本地的父親們，父親
節快樂！願神大大地賜福我們在地上的每一位父親！非常高
興再一次地回到這裏跟大家來分享。�

我就剛剛看到孩子們坐在這個地方，他們在唱《能不
能》的時候，哇！我就很感動，我就覺得阿爸父真的是很高
興，看到我們的下一代要再次被建造、被成全。真的覺得最
滿意的是我們的天父，祂覺得祂的產業、祂的祝福要一代一
代的傳承下去。�

我們首先來看一段經文，《民數記》27章6到11節，我想
請蒙恩牧師幫我讀一下。「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西羅非哈
的女兒說得有理。你定要在她們父親的弟兄中，把地分給她
們為業；要將她們父親的產業歸給她們。� 你也要曉諭以色列
人說：‘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
兒。他若沒有女兒，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的弟兄。他若沒有
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父親的弟兄。他父親若沒有弟
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族中最近的親屬，他便要得為
業。’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華吩咐摩西
的。」阿們！上個主日，蒙恩牧師講到西羅非哈的女兒，西
羅非哈沒有兒子。本來按照之前，她們是女兒，是不可以承
受產業的，但是這四個女兒非常地勇敢，他們要承受父親的
產業。�

我聽了之後，我就回去再去看這段經文，我就發覺，原
來神實際上是很重視產業的傳承。你從這邊神的話當中你會
看到，沒有女兒要傳給什麼？他的產業要傳給他的弟兄。若
沒有弟兄把產業給他的父親的弟兄，若沒有父親的弟兄，要
把他產業給他族中最近的親屬，也就是說神很在乎他的產業
是不是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很多基督徒一信主之後，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什麼基督徒
還有產業。什麼產業啊？很多基督徒都沒有這種觀念，就覺
得：「信主得救了就好了嘛！了不起的，就多讀神的話啊，
神的話記熟一點。我按照神的話敬畏神就好了。」可是實際
上，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有產業的，而且我們的產業非常地豐
富，我相信在今天這個地上也是，就像以色列的人，當他們
進到迦南美地之後，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每一個支派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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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地給他們，甚至利未人他們儘管沒有地，但是神說：
「你們也是有產業的。」他們的產業就是什麼？耶和華是他
們的產業。�

那麼在今天新約時代，我們每個基督徒你要問一下，你
有沒有產業？我們的產業在哪里？所以我覺得今天我還有一
個負擔，對於我們慕主先鋒教會，神給我們的是什麼產業？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舞臺背景，可能很多後
來的人你們會不知道，為什麼牆是這個顏色？為什麼這個牆
的設計這邊還有一些好像是拼裝上去的？因為當我們建堂的
時候，神給我們一個烽火臺的異像。（這個圖的旁邊是我們
的異像，還有一個是我從網路上截圖下來的一段長城。）這
個烽火臺的異像是講到：我們有個弟兄他看到有個很大的漁
網《撒的很廣，它涵蓋的面是在中國大陸，。然後每一個網
繩之間的交叉點，有一個烽火臺，這個烽火臺上面會有火燒
起來，而這個烽火臺的火會先從哪里燒起來呢？這個烽火臺
的火會先從國際禱告殿，就是堪薩斯市IHOP� 這個地方燒起
來，然後燒到灣區，然後從灣區一直燒，燒到中國大陸，然
後從中國大陸向西一路燒過去。我們知道烽火臺就是古代爭
戰的記號，就是當敵兵來攻擊的時候就燃起烽火。秦始皇為
什麼會蓋這個長城？他當時就是為了抵禦外族對中原的侵
入，他們就在山上沿山造了長城，每隔一段就有烽火臺，當
敵軍攻來的時候，烽火臺這個地方就開始點起來，下一個烽
火臺會看到，然後他在這個地方點起火來，然後再進到下一
個，就是一站一站點起來。�

「烽火臺」就是預表著在這個末後的時代，一個地區性
的敬拜的中心、禱告的中心、讚美的中心，就是我們基督徒
都會有屬靈的爭戰。當我們看到這個異象的時候，你就知道
神為什麼會在西岸，特別在矽谷這個地方設立像「烽火
臺」。為什麼會在西岸？因為我們知道西岸的矽谷是美國的
科技中心，也是美國的財富的中心。這邊是榮華富貴的，因
為科技公司和很多的美國富豪都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物欲
很厲害，人們追求物質上的富足非常的厲害，但是神要在這
個地方，興起一群輕看物質財富、輕看大房子、輕看榮華富
貴的人，祂在這個地方興起一批完完全全敬畏神的、完完全
全的以神為中心的基督精兵，然後把這樣的影響力投射到亞
洲，投射到中國，特別是中國大陸。�

你知道我們中國大陸早期的基督徒很苦，被逼迫到荒山
野嶺裏面去敬拜神。但是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
變得很富裕了，現在中國包括很多基督徒在物質方面都非常
的富足，在這個情況下，他們漸漸的變成了老底嘉型的教會
了，所以神要借著我們在西岸這邊這個教會、在這邊所訓練
起來的精兵，影響到亞洲，影響到中國大陸。所以我每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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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這個舞臺背景的設計，我就想到：「哇！神真的是好
有智慧啊！」你知道我們慕主先鋒教會最大的產業，就是內
在生命的建造。�

事實上，在建這個堂之前，神就把內在生活這個資訊帶
到美國。很奇妙，媽媽1995年來到聖荷西拓荒之後，她從那
個時候開始傳講內在生活之後，這樣的資訊就都是神在做
的，就自然而然的傳到了中國大陸。你知道1995年的時候，
網路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的發達啊，1995年的時候還沒有什麼
zoom，互聯網普及度很低，但是神很奇妙，神就是做。�

我記得我有一年啊，我跟Steven� 我們去中國短宣的時
候，我被分配到一個深山，在一個深山的裏面去帶一群少數
民族的基督徒。結果跟我那次去短宣的，我被分配到那個地
方去做講員，跟我一起的有另外兩個教會的牧師，我們彼此
都不認識，我們彼此大家剛開始都比較尷尬，我們都還比較
保守，然後彼此介紹，當介紹到我的時候，我就說：「我是
從美國來的啊，我是從慕主先鋒教會來的，我的牧者是江牧
師。」哇！當我說「江牧師」，就是「江秀琴牧師」這三個
字啊，哇!這兩個牧師馬上肅然起敬「哦！哦！哦！你是慕主
來的！」然後從他的皮包的裏面拿出一本盜版的內在生活的
《雅歌總結》，他說：「我一直在看這個!我一直在看這個!
慕主的這個！」哇！一下子我們的關係變得非常的熱絡，一
下子變得我們好像就是同一個教會來的。然後，他還拿出光
碟，他說：「我們就是聽這個，真的很感謝江牧師啊！這麼
多年了，我們在中國的信徒啊，因為沒有牧者啊，我們就是
靠聽內在生活來作為我們屬靈的餵養。」我那個時候才知
道：「哇！我們慕主的影響力很大，而且國內的很多的信
徒，他們要藉著內在生活生命不斷的被建造。」�

我後來就覺得：「這麼大的產業啊！」但對我來說好像
還是很抽象，這個產業就覺得是媽媽的，是江牧師的，好像
跟我之間的關係就是覺得不那麼的很實際，一直到什麼時候
我才真正的領悟到「原來我是有產業的人！我不是沒有產業
的人！而且我是產業很富足的人！」一直到我們出去被差派
到分堂的時候。那個時候被差派出去，覺得《內在生活》好
像是媽媽的，好像我們自己要重新去打拼，重新去開拓一片
天地！那個時候我就帶著這個想法去了，但是後來在這幾年
當中，我們真的就是很辛苦啊！因為白手起家從頭開始，非
常的辛苦啊！真的是可以用「汗流浹背」來形容自己，因為
我們不知道，實際上我們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們
可以站在媽媽的肩膀上面，可以繼續去傳講的，去傳講她的
產業，人內心的需要實際上都是一樣的。�

那幾年，我的師母一直跟我說，她說：「你要去講媽媽



4

的！」我就說：「哎呀！媽媽的怎麼講？媽媽的這個東西不
是我們的，是她的，我沒有她的那個恩膏啊。」她說：「你
一定要去講。」好，這樣師母一直跟我講，一直講……我們
為這個事情還常常的爭執，就覺得「你叫我講媽媽的，我沒
有她的口才，我沒有她的恩膏，我沒有她的恩寵……」我們
都是用外在的，不知道屬靈的東西是用信心，你認定、你相
信這個產業是你的，它就會在你的身上，它就會你的裏面產
生了極大的能力。我記得很清楚，一直到2018年，突然之
間，江媽媽那次在跟我們講到家人，講到屬靈的兒子，講到
屬靈的父母的時候，那天我忽然之間真的是感謝神的憐憫！
突然之間，把我的屬靈的裏面的眼睛打開了。哦！我才知道
「原來我不是沒有產業的，我的產業很豐富，我的產業很大
很廣。」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開始轉變了，我就開始覺
得：「對！我是有產業的，。我要開始來講媽媽的東西。」�

你知道我們從2016年開始建立分堂，一直到2018年，帶
來信主的人非常的少，但是自從我開始認出認定「我是有產
業的」，我開始傳講這個產業的時候，我開始傳講《內在生
命》的時候，我就發現神就自動的帶人來了。哇！神就帶那
些真實渴慕的人來了，甚至那些人自己到網站上面去找教
會，突然之間會看到：誒！在他們的家的附近會有一個慕主
的分堂。哇！他們好高興哦，自己找來，一來到我們當中，
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就發覺：「哇！每一個基督徒，
特別是在我們慕主的，你一來到這個地方，神是為我們預備
了豐盛的產業，神是為我們預備了豐盛的祝福，但是很需要
我們有屬靈的眼光，你有沒有看到神把我們帶到這個地方的
心意？」�

我記得很清楚，我剛來的時候，我上次分享過，我啥都
不懂，我真的什麼都不懂，我連《聖經》都沒有讀過一遍，
更談不上什麼屬靈的產業，更談不上什麼追求，但是神把我
帶到這個地方，有祂極深的心意。我就是跟著教會的水流，
跟著媽媽所講的《內在生活》，一點一點的來改變我的心
思、意念、改變我的價值觀、改變我的喜好、改變我的傾
向。我發覺你只有被神改變到一定的程度，神才能夠把你放
在祂給的命定中。�

你知道我們亞洲來的人，我們常常有一個追求的，最重
要的是什麼？綠卡！我們常常對說：「你有沒有拿到綠
卡？」拿到綠卡了，我們常常會說：「哦，你拿到綠卡了，
修成正果了」。我也是，我拼命的來美國拿到綠卡！我本來
人生的規劃是我來到美國，我讀完書，我拿到綠卡的第一
步，我開始要做生意，我要賺很多錢！神就偏偏不給我綠
卡，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我已經完全的覺得：「沒有綠卡
也無所謂了，什麼時候給都不重要了。」誒！神給我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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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拿到綠卡的第一件事情是趕快回去探親啊！去哪里啊！
你知道我拿到綠卡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短宣」，去亞洲「短
宣」！我拿到綠卡那個時間點，我現在想起來，我覺得「神
的時間不錯誤，神的計畫不會錯誤。」提早一兩年給我，我
真的就會走出另外一條路，我就去做生意去了，因為那個時
候中國國內正在發展的時候，2003、� 2004年是中國最發展、
最需要國外人才回去的時候，我那個時候如果拿到綠卡，我
們馬上去國內做生意的。但是，神等到2006年過了，那之後
給我，我因為這幾年一直追求，把我的價值觀、把我的喜
好、把我裏面的傾向已完全的改變了。我覺得有樣東西更寶
貴，有一樣東西是我很羡慕的。特別是我看到在慕主追求的
很多弟兄姊妹們的見證，非常的讓我羡慕，所以我也加入了
追求的行列。�

我們如果是真實的追求，我們的生命真的是會影響到別
人的，別人是會就近這光，就像保羅在《羅馬書》裏面說：
「這道離你不遠，就在你口裏，就在你心裏。」如果我們有
在操練與神的親近，真實的去讓生命被神對付的時候，神真
的會借著我們去祝福許許多多的人。�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我在慕主追求的時候，有一個弟兄
他非常的優秀，「兩個學位」，在很多美國的大科技公司都
工作過，可是有一年他來到我們中間，我們都不知道，是別
人介紹他來到我們中間，之後呢，他跟我住在同一個地方，
有一天，他跟我交通，啊！我才嚇了一跳，原來這個弟兄你
看他外表很優秀，實際上他裏面非常的破碎，他的婚姻是一
個破碎的婚姻，他跟我談談談，談到最後他說：「Michle
哦，我怎麼辦呢？我已經得了憂鬱症，我現在都在吃藥啊，
我的人生怎麼辦？」我嚇了一跳，我說：「啊？」他跟我就
分享他個人的經歷啊，父母對他的要求，他的婚姻是父母安
排的，然後那個姊妹也是利用他啊，利用他在美國的身份得
到合法居留的身份，根本是名為夫妻，實際上不是一個夫
妻，他被這個婚姻搞的整個人生……，工作也是壓力很大，
他最後得了憂鬱症，他沒有辦法，他來到我們當中。他哭著
跟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哎呀！我怎麼幫助他？我怎麼幫
助他？」感謝主，真的有在這邊操練，突然之間我就說：
「我說某某弟兄，我們好不好？為你的遭遇來開始開口讚美
神好不好？」我就帶著他，我說：「我們就為你的遭遇來讚
美神！」我們就開口讚美，我就說：「每一天你來參加晨
禱，你來參加我們的晨禱！」那個時候我們弟兄住在一起，
都還有自己的晨禱、自己的讀經靈修，我們就帶著他，然後
鼓勵他說：「你一定要去參加聚會，你現在不要去想你太多
將來怎麼樣？你既然來到這個地方，就是神帶你來的啊，否
則你不會來到這個地方。你既然來到這個地方，神帶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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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就跟我們一起來追求。」我就帶著他小家聚會去參
加，禱告會去參加，主日聚會去參加，跟著我們一起去成
長。他軟弱的時候，我就陪伴他，跟他一起讚美，去禱告。
很有很有意思！很奇妙啊！哎，他的情緒、他的整個生命就
開始改變了，過了幾個月之後，他有一天告訴我，他說：
「我現在不用吃藥了，我現在不要吃憂鬱症藥了。」我說：
「哇！好棒哦！」我說：「你持續的！」然後再過了一段時
間之後，他說他想要在這個地方買房子，更多的來追求。我
說：「很好啊！」然後他說：「我要去工作。」然後我就提
醒他，我說：「你要小心，你現在剛剛在這邊追求，你找工
作一定要留意，不要去找那些很忙、很遠的。」結果他真的
聽進去了，按照他的經歷跟學歷，他是可以很找一個非常好
的科技公司的，而且很多科技公司都會聘用他的，因為他經
歷很豐富嘛。他直接去找了一個小公司，小公司工作不是很
忙，然後離教會很近，我就跟他說：「這個工作蠻好的！」
他在那個公司裏面足足地幹了兩年，一直幹到那個公司老闆
跟他說：「我們公司快撐不下去了。」他才去找另外一個公
司、另外一個工作。你知道這個弟兄啊很難得，我發覺他在
這個地方追求，神不斷地在建造他的生命，神把他以前的羞
恥、神把他以前的跟家人之間的關係、神把他以前的錯誤觀
念完全地改變過來，他更多地認識他是誰。時候到了神就把
他帶到中國去，找了一個大學做老師。他因為在這邊有裝
備，但是還是會有試探的。他有一次打電話跟我說，他說他
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我說：「什麼挑戰？」他說因為他的
學歷和經歷，有人就找到他，跟他說：「我給你幾千萬，你
幫我出來開創一個公司，做電子遊戲。」他很能幹哦。哇！
他說他那個時候很有試探，因為他很想去，又是個新的公
司，他可以做CEO，又這麼多的資金在後面給他。他一直都很
想進去，他說服他自己，他說：「我可以傳福音給他。」他
很掙扎，你知道嗎？他說：「我可以傳福音給他，我可以影
響很多人呢！」結果感謝主，因為他在這個地方有很好的追
求，結果呢他就去打電話詢問也是在我們這個地方追求的一
個弟兄。因為這個弟兄他有很豐富的職場經歷，又在屬靈方
面比較成熟，他就去問這個弟兄，這個弟兄給他很智慧的話
語，這個弟兄就跟他說：「弟兄，你不要希望你為神做什麼
事情，好像你覺得我可以借著這個職業為神去傳福音，你要
去問一下什麼事情是神所喜悅的，。你要去做討神喜悅的事
情。」就是說你問問看，你做這件事情是不是討神喜悅的，
這個弟兄真的聽進去了，他就去問，結果神不喜悅。他就把
它放棄掉了。我聽了之後，我真的覺得我很高興。我說：
「哇！你真的是做出一個很有智慧的決定，很討神喜悅的事
情。」後來這個弟兄，因為他在這邊很好的生命的追求，很
美的見證，神就一步一步地帶領他一直走在神引導他的路



7

上。到如今，神又帶他去另外一個聖靈很豐富的教會，在那
個教會裏面，他再被裝備；在那個教會裏面，神還為他預備
了一個非常好的、愛主的姊妹，如今他已經不但有妻子，而
且也做了爸爸。所以你看，他剛來的時候是何等破碎，還有
憂鬱症，很破碎的一個人生，但是如今，神可以把這個弟兄
引導建造到一個這麼健康、可以來侍奉神，而且全家都可以
來侍奉神的一個器皿。所以我就發覺，我們在內在生活上追
求，我們不但要知道神給這個教會的產業真的是非常豐富，
而且也很在於我們有沒有認出、我們有沒有認定。�

當然，我剛剛講到這個異象，這個異象的執行也不是一
帆風順的。我記得2004年我們獻堂典禮結束之後，發現就在
獻堂的時候，有一個弟兄的車子被小偷給打破了，然後小偷
把他車子裏面的電腦給偷走了。這在我們灣區來說，也許有
的人看到就是很不幸，遭到小偷了，也許我們就報警就算
了。可是江媽媽還有我們整個教會的領袖團隊，他們就覺
得：� 「哎，這不對，這是個警示，也許真的會有人來破壞我
們的教會，因為我們是新蓋的堂啊，所有裏面的設施都是新
的。」我就覺得他們在主裏面非常地警醒，我記得很清楚，
那天教會馬上就發動我們清心小家，我們當時都是單身，當
天晚上，我們就開始來教會守夜禱告，你知道我們當天晚上
來了幾個弟兄？二十幾位弟兄。我們每個人背一個睡袋，晚
上四個人兩小時一班。從晚上九點到第二天早晨的六點，你
知道嗎？哇！真的是感謝主啊，當我們這樣走禱的時候，晚
上真的有小偷啊，而且是盜竊團夥，他們開著車來來回回三
次，就是要來偷東西、來破壞，他們也很震驚啊!他們問：
「你們難道不休息嗎？」我們就四個人一起輪流在大堂，四
個人一組，四個人一組，就這樣走禱，從那天開始，我們教
會就開始發動24小時的禱告，我記得很清楚，一直到結束，
我們足足地堅持了兩年呢。兩年來，從晚上九點到早晨六
點。哇！我就覺得很有意思啊！�

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奇特的經歷，我都是簽2點到4點這個
時段來教會禱告，因為江牧師那個時候說：「你們單身的沒
有家庭的要儘量簽，把9點到12點之前的那個時段都留給那些
有家庭的，因為他們有孩子嘛，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我就
都簽2點到4點。有一次晚上起來，睡了半夜起來，兩點起
來，朦朦朧朧地開著車就出來了，穿著睡衣，然後駕駛證也
沒有帶，因為還睡眼朦朧的。出來之後，半夜哦，開車紅燈
右轉的時候沒停，因為要急趕著接上一個人的班嘛，結果被
員警抓住了，哇！警車就在我後面，我就停下來了，員警看
到我睡眼朦朧的，他說：「你這麼晚去哪里呀？」� 我說：
「我去教會禱告。」他用一個非常疑惑的眼光看著我：「去
教會禱告？這麼晚了，2點到4點去教會禱告？」然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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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駕照呢？」我說：「我沒帶駕照，半夜起來要去教會
禱告我忘了帶駕照了。」結果他看了我，他用個奇怪的眼光
看著我，然後他就說：「下次注意點吧，趕快走吧。」所以
我就覺得在這禱告的兩年哪，真的是培養了我一個隨時隨地
可以警醒的代禱者的體質。我就覺得：我們有了異象，實際
上我們要很留意地為這個異象來禱告；不是說我們有了異
象，我就可以坐著。�

我們來看一下《約翰福音》第10章9-11節：「我就是
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
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
「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
羊捨命。」耶穌說：「我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他說：「盜賊來無非是偷竊、殺害、毀
壞。」剛剛講到盜賊，今天我們所處的環境、所處的世界就
是神的榮耀會越來越大，但是黑暗也會越來越大，仇敵也會
偷竊、殺害、毀壞。仇敵也會來攻擊我們。所以活在神的裏
面是何等地重要，住在基督的裏面何等地重要，住在神的裏
面是何等地重要。只有住在神的裏面，我們才能夠有辦法可
以去分辨、去抵禦仇敵在我們身上的偷竊、殺害、毀壞。�

媽媽以前一直在《順服》裏面講到，她說她以前在牧會
的時候，有一個媽媽跟她說她聽《順服》聽了兩年才聽得
懂；媽媽後來她自己說，她聽了四年才聽得懂什麼是順服。
不好意思，雖然我是牧師了，我聽了這麼多年，我最近聽媽
媽講的《順服》，我才慢慢地聽懂什麼是順服，什麼是叫真
正的順服。我才明白，真正的順服，你真的是需要放下你的
計畫，放下你的夢想，放下你的理想，放下你自己的傾向，
完完全全的。不是聽到而已，我發覺很多人聽是聽到了，但
是沒有聽進去，甚至也沒有刻在心板上。�

前段時間我們小家在聽畢邁克的課程的時候，我有中間
穿插給大家聽《雅歌總結》，我聽到十二卷《與主交通》裏
面特別講到一件事情，對我是個很大的光照。它講到如果有
一個姊妹，她每一天跟神認罪悔改，求神光照我有什麼得罪
神得罪人的，她說她這樣每一天這樣禱告的時候，她的靈覺
會越來越敏銳。哎，我那次聽到，我說：「我怎麼就沒有想
到？」從那天開始，我也每一天為我的靈覺、為我自己跟神
禱告。�

我說：「神哪！祢光照我，我今天有沒有得罪人？我今
天有沒有得罪神？今天我的反應、我的意念、我的講話有沒
有不聖潔的？」我就常常為自己禱告，我就發覺：「真的
哎！我的靈就開始越來越敏銳了。」我的靈覺開始越來越能
夠感受到聖靈在我生命當中的引導，聖靈在我生命當中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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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後來我在想：「哎，我以前也聽過這個好幾次啊，怎麼
就沒有聽到這個地方啊？」所以後來我就越來越明白，原來
一個真正的順服就是什麼？就是你聽了就去做。你聽了就去
什麼？就去按照它上面講的去做。�

我最近有的時候帶國內的這些弟兄姊妹們去操練內在生
活，我就發覺，他們常常跟我講一句話：「我有聽過，我聽
了內在生活很多次，我聽了很久。」我很少聽到他們講：
「我操練很久。」他們只是跟我講「我聽了很久。」我起先
以為，也許他們以為聽了就是操練哦。我聽他們一分享，我
就真的知道，他們只是聽，很多人沒有在操練。他們是聽了
這個資訊很好，可是沒有去照著資訊裏面很小的見證同樣去
操練。�

我上個禮拜就聽到有個姊妹，她真的是去操練，有能聽
的耳。她聽到《恩召的指望》講到老虎跟蚊子的見證」，她
說：「我就覺得我這個禮拜都是在打蚊子，我這個禮拜沒有
去打老虎。」然後我就說：「什麼是你的蚊子？」她說：
「我這個禮拜誰的講話冒犯到我了，我心裏不高興。誰跟誰
之間有矛盾了，我心裏不爽，我好像都停留在這個階段，我
沒有去一直注視基督，我好像沒有一直就是就像這個資訊裏
所講的‘去打老虎’。還要求主赦免我啊，我現在才知道老
虎重要，我要一直的定睛在老虎的身上，我不要被這些打
擾，一直定睛在這些蚊子身上。」我聽了之後，就說：
「哎！你真的是一個很真實的聽了就去做的真實的操練
者。」所以我就發覺媽媽的每一篇的資訊，需要我們真實的
去照著裏面的見證去行。媽媽的資訊實際上非常的樸實，而
且很生活化。我發覺當我們去做的時候，這個產業就在我們
的身上。這個產業就是很真實的，我們要常常的去，我們常
常去效法、去看操練過的、還有自己走過來的這些屬靈的長
者，甚至屬靈的前輩們，甚至是屬靈的父老們。唉，他們是
怎麼跟神互動的，他們的見證常常很能夠激勵我們。�

你知道我前一段時間，我的右額頭每一天不定時的都會
發生一件事情，就是像針刺一樣。每一天不定時的就是一直
在針刺，刺我的額頭的上部。然後有一段時間，我禱告也沒
什麼用。我也去看醫生，查不出原因，我看中醫也沒有用。
就是每一天它不定時的就會刺痛、刺痛、刺痛，後來我就想
放棄了。結果有一天我去看媽媽的時候，媽媽在咳嗽，她在
斥責：「斥責你這個咳嗽，不許咳嗽！斥責你這個咳嗽離
開，不許咳嗽！」哎，我說：「哎呦，還可以這樣禱告
的。」之後，我就回來，我每一次痛的時候，我就照著跟江
媽媽學的這個經歷，我就說：「斥責你，不許刺痛！離開！
我已經得醫治了。」我就每一天這樣斥責、每一天這樣禱
告、每一天這樣禱告、每一天這樣禱告。剛開始的時候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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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大的功效，但是漸漸的很奇妙啊，漸漸的它痛的次數
就開始少了。結果上一個禮拜啊，我在預備這次講道的時
候，我突然發覺我這個地方的疼痛啊不見了，沒有了，完全
好了。我就想到哦，原來真的很多的東西啊，就是說你只有
自己去做，你只有自己去經歷過了，你才會知道：「哦，那
個東西就成為我的產業了。」那個就是你的產業了！你懂
嗎？所以內在生活是神給慕主的這麼豐富的東西，我們不能
只停留在什麼？聽、知道。你要通過這個知道去操練，相信
神的話，絕對的對神的話有一個順服的心，對神的話要非常
的絕對，神怎麼講我們就去怎麼做，你就會發覺事情會改
變。�

有的時候我們的禱告，為什麼神沒有馬上回應我們？甚
至有的時候我們禱告神沒有馬上來醫治，實際上神要來借著
環境來操練我們的信心。如果今天你一禱告馬上就解決了，
你的信心不會長起來的。就像以色列人，你看看他們在埃及
地，他們看過十災唉，他們經歷過十災呀；他們經歷過紅海
分開走幹地過去；他們經歷過曠野、雲柱、火柱；他們經歷
過沒有水喝，神把水給他們喝；他們經歷過天上掉下來的嗎
哪，給他們糧食吃，可是他們有沒有信心啊？他們還是不認
識神呢；他們還是遇到困難就抱怨的。他們還是不知道，雖
然在曠野，有神跟你同在，你怕什麼？雖然在曠野沒有埃及
地那麼安舒，沒有埃及地的肉、蔥、薑、蒜，可是嗎哪多好
啊！最有營養的、所有的維他命都在裏面。雖然好像在埃及
可能有房子住，可是在曠野他們有雲柱火柱的引導啊，可是
這一切還是沒有建立起他們的信心。�

我們讀一下《申命記》第8章2-5節：「你也要記念耶和
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
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苦煉你，任你饑
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四十
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你當心裏思想，
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

謝謝！《申命記》這邊講到了，這是神人摩西在幫以色
列人回顧歷史。有的時候我們也要回顧我們人生的歷史，回
顧我們走過的歷程，會給我們有很多的提醒、光照跟見解，
就像摩西借著這幾節的話說，「神是在苦練你、試驗你，要
知道你心內如何。」有的時候神也把我們帶到一個很不容易
的環境。事實上神苦練他們、試煉他們的時候，神有沒有離
開過他們？神沒有離開過他們。而且神說：「我要看看你肯
守我的誡命不肯。」他苦練你、任你饑餓，將你和你列祖所
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說的一切話」。神的話，它是一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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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神的話是一個生命的糧食。�

為什麼我們要去讀神的話？我們來追求的時候，江牧師
常常跟我們這些年輕人說，「你一定要趁著你還年輕的時
候，大量的去背神的話。等你以後成家了之後，你可能就忙
了，你就沒有時間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聽進去了啊，
我們那個時候弟兄單身的時候，我們就大量讀神的話，彼此
的互相的背神的話。我今天記得很多的神的話，都是那個時
候我們弟兄彼此互相的背聖經，把神的話大量的記進去，因
為神的話是活的。你看這句話，我剛剛說的，「人活著不是
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話」。耶穌在曠野受試
探的時候，也引用到了這節經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本
《聖經》新舊約，它都是一體的。《新約》更棒，今天神的
話更在我們的裏面，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也不要老是說以色列
人他們在曠野怎麼樣怎麼樣啊，你不能怪他們，他們那個時
候也沒有神的話，不像我們今天有聖經啊；不像我們有內住
的聖靈，聖靈會引導我們，聖靈住在我們的裏面，讓我們可
以想起神對我們所說的話。�

今天我們真的是很蒙福呀，內住的基督成了我們榮耀的
盼望。媽媽上個禮拜在禱告會裏面一直講到，她說：「我們
慕主的產業就是這位內住的基督成了我們有榮耀的盼望。」
也就是基督已經住在我們裏面了，我們一定要回到裏面去認
識那位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否則我們不認識神。�

這段時間我們在讀《約翰福音》，你就看整本《約翰福
音》，實際上耶穌都是在講內裏的生命，以色列人聽不懂，
為什麼？他們沒有聖靈。耶穌跟他們講，耶穌一直在跟他們
講天上的，一直跟他們講天上的事，一直跟他們講到靈裏面
的事，可是他們一直都是用什麼？物質的東西來回應神。所
以到最後耶穌說什麼？耶穌跟他們說什麼？「你們是從地上
來的，我是從天上來的。」耶穌跟他們講到這個了。耶穌
說：「等不多時我不見了。」他們就說：「等不多時你不見
了，你是不是要自殺？」他們都從地上去理解，但是耶穌一
直跟他們講靈裏。耶穌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
喝，我所賜的你喝了就永遠不渴。有一個活水的江河在我們
的裏面。」他們又聽不懂。實際上《新約》裏面的基督的信
仰，神就是一直把我們帶到裏面，這位神一直的住在我們的
裏面，你一定要回到裏面，去追求那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
人的問題實際上都是什麼？我們裏面。當我們裏面的問題解
決了，你會發覺你外面的物質界的東西也會也會改變的。�

最後講個見證：有個姊妹她剛來的時候，她家裏遇到了
些麻煩，因為她的弟兄在一個破碎的家庭長大，父母離異
了，沒有父親，所以這個人的心就不會有安息，就像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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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也是，雖然我的父母親沒有離異，但是我從小是跟我
的父母親分開來住的，所以在我的裏面常常沒有安全感啊，
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常常沒有安全感，因為我的父親、我的
母親都不在我身邊。像這個弟兄也是，他可能就是因為父母
離異之後，他沒有看見過父親。所以對他來說，他找不到一
個安息。人就是這樣，當你的裏面沒有安息的時候，你就會
到到外面去找，從朋友啊，從其他的東西去找，結果結了婚
之後，她可能還是沒有安息，所以這個姊妹還覺得弟兄常常
不在家，就很痛苦啊。那個時候孩子還很小哦，然後她就來
到教會跟我們講她家裏的情況，就是她很不容易……結果很
奇妙！我們就跟她說：「你就來追求吧！」我們也沒有什麼
好的辦法啊，你就不用管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怎麼樣，你就先
來追求嘛。這個姊妹就聽進去，她就來參加我們教會的晨禱
會、小家的聚會、主日的聚會，然後就按照《內在生活》的
教導，一卷一卷一卷的去聽。然後我們就跟她說：「你不要
被你的先生去影響，你不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你先生的身
上，你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後她就一直的來
追求。有的時候我們就跟她說：「你要去尊榮你的先生。」
特別她聽了《順服》的資訊之後，她就覺得神光照她，還有
很多的沒有去尊榮她的先生。然後她就開始學習尊榮先生，
有的時候她賺的錢可能比先生多，從人的角度來說，我們會
覺得你也不顧家，你賺的錢也沒有我多，我憑什麼尊榮你？
這是天然人的想法。但是她被神光照之後，她就照著個資訊
所講就開始尊榮她的先生，神也很奇妙！當她開始這樣追
求，開始尊榮先生的時候，先生也從她對神的敬畏上面，先
生的心也開始得到安息了，得到安慰了。雖然她沒有講什
麼，先生看在眼裏，就開始慢慢的更顧家了，也開始更尊敬
太太了。然後先生越來越支持太太來教會，還帶著孩子來教
會。而且我覺得這一家更奇妙的是：這個姊妹看到她先生轉
變之後，她沒有停下來。有很多的人家裏一開始好了，先生
開始顧家了，又開始過自己的生活了！我覺得這個姊妹很有
智慧，她沒有停下來，她繼續的對神敬畏，繼續的更渴慕
神，結果她的生命不斷的被神改變。她的生命、她裏面跟神
的關係、她的恩膏、慕主的產業就更多的在她的身上，她開
始踏上慕主的產業了！她就開始擁有慕主的產業了！不但如
此，她還帶著她的孩子來，她的孩子才五歲多。因為一直帶
著孩子到家很遠，早晨很早就把孩子挖起來。每個禮拜天來
教會禱告，很早就把孩子挖起來，五點多就把孩子弄醒，然
後六點就從家裏出門來參加我們禱告會。你知道她的孩子也
開始被建立起來，一個五歲的孩子，前段時間得新冠肺炎，
很難受！結果她媽媽跟他說：「你禱告啊。」爸爸就跟他
說：「你跟耶穌禱告啊。」也不知道孩子會不會禱告，結果
有一天，她在廚房裏做事的時候，就聽到廁所裏有個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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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是孩子發出的聲音，因為在廚房聽不清嘛，然後她就
要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走到廁所旁邊，孩子就在廁所裏
面「斥責你這個新冠離開我！斥責你這個新冠，我不接受
你！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她就知道原來孩子在廁所裏自
己跟神禱告。五歲的孩子啊！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過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她的孩子新冠完全得醫治了。�
� � � � 我就發覺，因著這個媽媽的敬虔，因為這個媽媽的追
求，因為這個媽媽順服《內在生活》的教導，她的孩子也開
始繼承產業！她的孩子也開始懂得在我難受的時候，我應該
跟主耶穌禱告，主耶穌會來幫助我。哇！我跟你說，這個比
你這個做媽媽的給他多少錢都寶貴得多啊！這個對他乃是一
生之久！父母沒有辦法陪著孩子一生之久，你如果在孩子幼
小的心靈上面建立起他倚靠神、仰望神、禱告神的屬靈體質
後，你放心這個孩子走到哪里去，神都會保護，神都會供
應，而且這個孩子會傑出優秀的！�

所以我今天我看到我們這群孩子，他們這樣的在跟著我
們舞臺一起來敬拜，我心裏好高興！我就覺得阿爸父好喜
悅！我就覺得這個教會的產業會傳承下去，而且媽媽很有屬
靈的眼光。有的時候真的很需要「看不見的比看得見的更重
要。」我們要有一個屬靈的眼光！我們很需要神給我們一個
屬靈的眼光！我覺得媽媽常常就是用一種神的眼光來看我
們，我們看這個弟兄好像不怎麼樣，媽媽可以從他的身上看
到「這個人是有呼召的！」就會把這個人提拔起來！把他呼
召出來！我覺得我們也需要，每一個人都需要有這個屬靈的
眼光。所以我感謝主，我覺得神正在做。神真的是在我們的
教會，正在再一次的恢復過去那種對神的渴慕，恢復過去那
種對神的專一，恢復祂所賜給這個教會的產業。而且更奇妙
的是，這個產業今天不僅是這個地方的，這個產業今天正在
在很多的地方，包括現在在看網路的這些網路上面的會友，
你們所在的地方將來也是像這個烽火臺一樣！也許你們所在
的地方將來就是一個禱告的中心、一個敬拜的中心、一個釋
放渴慕耶穌火的地方！所以我們要非常的留意。�

神的心意就是什麼？神真的很奇妙，都是神在做。神既
然開始，祂會做的非常的完美！我們知道，神所開始的工
作，就像福音從猶太人傳到外邦人。我們最近《聖經》課程
讀到《使徒行傳》，把福音從猶太傳到外邦，是神在做的！
神先感動哥尼流，神把異象給哥尼流，然後跟哥尼流說：
「你去找住在海邊的硝皮匠西門，你去找他。」同時彼得也
在那一天，他也看到一個異象，神跟他說：「你現在下到樓
下去，有人來找你，你跟他們去。」你看！�

我們有的時候很會發熱心啊！要為神做事啊！神不要我
們為祂做事，神要我們等候祂！神要我們跟隨祂！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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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會來做，是祂開始，是祂預備、計畫，是祂引導，我們只
是什麼？我們只需要去跟著祂的引導，順著祂的水流，我們
就去收割、收割。就像媽媽的《內在生活》今天是怎麼傳出
去的？是神在傳！是神的手傳到各地各方！我都很驚奇！這
不管在哪個地方，在中國的很偏遠遙遠的地方，他們都能夠
聽到內在的生活，這個內裏生命的追求。�

感謝主！下個禮拜講到神的國，你會看到神的國之豐
富。就像羅炳森師母所講的「神的國藉著內在生活降臨」，
今天還在繼續的降臨，還在各地各方更榮耀的彰顯出神的作
為。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我鼓勵我們在慕
主的，你今天看到這個背景，你就要想到你是有產業的人；
你走到哪里，你背後你的產業可豐富了；當你好好的操練的
時候，你會看到，今天你的職場就是一個很豐富的產業，你
在職場上面就會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也許你是一個家
庭主婦，也許你在一個學校的裏面，你也可以影響到你的學
生。我們在中國的有一個姊妹，她就是教畫畫的，今天她就
帶了許多的孩子、還有孩子的家長們信主。在疫情期間，她
從幾個人現在已經有四十幾個孩子，你就知道她是一個大有
影響力的人！�

感謝主，我想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我們一起來敬
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