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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內在生活饗宴——神國降臨特會第五場江秀琴牧師分享部分

神要使世上的國成為祂的國

請我們一起來看《馬太福音》11章29節、30節：「我心裏
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
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這天
國的王道成肉身來到地上告訴我們說：「我的心裏是柔和謙卑
的。」我想我們都不敢講這句話，因為這就是祂的所是，祂的
心柔和而且謙卑，然後祂告訴祂的門徒這句話什麼意思？祂
說：「你們要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
安息。」所以神祂先講祂的屬性,然後祂說：「你們要柔和謙
卑呢，你們就需要負我的軛」。軛在肩膀上是不舒服的，我們
都不喜歡有，我喜歡自由，我才不要有軛!我喜歡飛翔，對不
對？然後神說：「你要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
息。」然後祂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擔子是輕省的」，其
實神最重要的是什麼？祂說：「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
息。」因為神說：「你們要從一切的環境裏面得到拯救，得救
在乎歸回安息。」所以這就是神國的一個核心，就是這位天國
的王，祂為什麼可以在這個萬民都在爭鬧的，萬國都在這樣子
狂妄的時候，祂坐著非常的安息，仇敵在倡狂的時候，祂可以
嗤笑眾仇敵。這就是祂告訴我們，我們現在在末世，外面會極
大的震盪，很多的災難，很多的不公平，但是祂說，我們可以
過一個生活，就是享安息。從一切的環境裏面得到拯救，而那
個秘訣就是什麼？祂說：「我心裏柔和謙卑」，而你沒有軛來
負在你身上，你還不容易有柔和謙卑。�

那就好像等候神，為什麼很多人就是不想等候神？因為我
吃了「分別善惡果」，所以我喜歡效率、效率……，快、快、
快……，對不對？我喜歡成就感，我們就喜歡這樣「功利主
義」，我們很喜歡這樣，所以像等候神太沒效率了，但是他不
知道「慢工出細活」，等候神是個「真功夫」，等候神是來跟
這位王的相會，而整個神國的核心就是什麼？就是你跟這位王
的這個關係的建立，就借著你每一天的時間怎麼用，你怎麼做
選擇來成為膏油，你就是一直在積累跟祂親密的膏油，而這個
膏油就決定神回來的時候，祂說你是聰明的還是愚拙的。這是
一個很重要的秘訣，但願我們去嘗到「秘訣」，而且去教我們
的孩子這個「秘訣」，從小就帶他進入神國最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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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孩如果從小會回到裏面這樣子的跟神的親密的關
係，就像前天聽到傑克跟撒麗娜的見證，他們怎麼樣帶著兒
子？你看這個兒子不過是剛要入大學，青年人嘛，意氣風發，
可是呢，他們已經開始帶他等候神，這個孩子等候神才會讓姐
姐驚訝，他怎麼改變那麼多？他怎麼兩個月可以減重23公斤！
青年人呐！不容易㖿！對不對？然後祂可以變成他的生命，他
的改變姐姐都看到，然後就「我也要信主，我也要信主。」以
前是動不動就很不耐煩跟姐姐講話，可是現在變成是還願意弄
東西給姐姐吃，還幫姐姐去網購，姐姐她驚訝。神就是要神的
國進到人的裏面，在末世特別是這樣，借著柔和謙卑改變我們
這個人的屬性，這就是神國降臨，這個國在這個人身上，然後
就可以開始影響到周遭的。�

就像東海弟兄，不在乎你是不是聽過，他聽過這個資訊，
《謙卑》他聽過，好幾節他聽了，所以他以為他都知道，可是
《內在生活》的資訊不是你知道，而是你要去活，你要去操
練！那是怎麼操練？等候神你日常都可以操練，但是環境是另
一個操練！神就會讓你遇到很重壓的環境、很委屈的環境、讓
你很不服的環境，借著這時候你的反應如何，就開始顯明出已
經有多少「真功夫」在你的身上。東海你可以看見，他說他外
表還蠻內斂的，不會表現出跟人有衝突什麼，可是環境也會來
到一個地步：他氣不過了，他跟老闆吵架了，然後就只好離開
了！然後神就允許他。因為神說：「我所疼愛的，我必責備管
教！」祂越愛你，祂就會開始修剪你，祂為了要讓你開始結出
果子來！所以神就讓他所找的工作不順利的，薪水也很不好，
各方面的挫折壓力使他經濟身體都遭到很大的虧損，以至於他
就開始找神，然後再加上有個好太太跟他講，還有在乎他以前
的追求還是有功效，聽得進太太的話，對不對？阿們！要不然
人家會覺得我的資訊都在壓姊妹哈，姊妹就知道順服。我都照
著神的道講的，神很公平，因為神的公平，祂至終是希望你們
甜甜蜜蜜，瞭解嗎？這不是故意要給你重壓，是要讓你享安
息，讓你進入甜蜜的。「我所設計的婚姻，其實要你們是這麼
甜甜蜜蜜的！是你們吃錯了果子，「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搞
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是這樣的，所以東海弟兄他就開始
立志，他聽進太太說的，然後願意謙卑！願意謙卑！真的這
樣！然後時候一到你看，神好准唉！祂到最後一天就再給他工
作，然後這個工作真的是他說的，超過他所求所想的好，是真
的離家近，薪水是遠超過他所求所想的。然後去了以後，他說
遇到有他考級開始會有問題的時候，神就很自動的讓他的有一
個同事就會離職，然後他就變成多了一些工作，要去做這個同
事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範圍就越來越大了。然後隔一段時間
又有一個離職，他就又做他的一些工作，就這樣，所以他越來
越要當一個領袖了，漸漸就會這樣當成主管，這就是神的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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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天國的王祂是個父親，祂要他的兒女們都是王
子王女！那王子王女在這個世上都是居上不居下，做首不作
尾！但是神很怕祂的王子王女是一個驕傲狂妄的，因為那建立
起來的不是神的國，是撒旦的國度、是世上的國，都服在撒旦
的底下，所以都是在乎越驕傲越狂妄的，我越有才華我就越狂
就這樣，但是這些都是至終會被敗壞的，因為天國的王在祂所
定的時候，祂要來審判這個巴比倫帝國，這世上的國都是短暫
的，只有神的國是永遠長存，只有柔和謙卑所建立起來的國度
是存到永遠的，這就是神要做在祂百姓的身上，因為祂要祂的
百姓來得國享受，《但以理書》講的：「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
國享受。」所以我們在世上，神要我們把這個天國的榮耀美麗
帶到地上來。你可以所有的同事都很狂很驕傲，很比看誰的能
力強、誰的學識高，但你說：「那我柔和謙卑是不是會被欺
負？」我來到美國聽到有一些人就這樣，他說：「我怎麼能教
我的孩子謙卑啊？他謙卑在學校就被欺負了。」我說：「錯
了！你要知道謙卑的王、萬王之王在看著一切，祂不會容許祂
的兒女隨便被欺負，除非有可以達到祂要訓練祂的兒女的目的
所在，否則祂不許人家隨便欺負祂的兒女。但是祂借著這件事
是要祂兒女學謙卑低下，而且成為他的性格，然後神才可以開
始高升他，開始讓他成為領袖。」�

你看有多少先生，聽見太太說：「你這樣就是驕傲的表
現。」有多少先生聽得進去？他們都說：「你閉口！」是不
是？「你懂什麼！你不知道我們在公司跟人家這樣子晉升，你
沒有這樣，是沒辦法的，會被欺負的。」是不是？美國最常流
行這樣的話，從小孩子到在工作場合都是這樣。但是錯了！萬
王之王在看著一切！看著一切！�

我們來看《但以理書》第7章�27節：「國度、權柄和天下
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
權的都必侍奉他、順從他。」�第4章17節：「這是守望者所發
的命，聖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你看
至高者，祂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是不是要立超博士？非
常能幹的？一個人可以做五個人的工作的？是不是？祂的國度
都不需要，不需要這樣的人！為什麼？因為王其實「噗」一聲
就可以把很多事都做好了，是不是？祂說有就有了，祂命立就
立了，祂哪需要你？祂其實是要抬高你的身份地位，讓你跟祂
一起執掌王權。而怎麼樣執掌王權？祂說：「或立極卑微的人
執掌王權」，所以什麼樣的人可以執掌王權？柔和謙卑像神一
樣。神要這樣的人，至終祂千禧年的國度都是讓這樣的人在執
掌王權。所以，親愛的家人，神興起很多的環境讓我們降為謙
卑，那時我們要充滿了感恩，而不要覺得「神祢怎麼處處都壓
我？為什麼我的老闆都壓我？」你不要壓出苦毒你就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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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壓出柔和謙卑，那就達到神的心意了。是不是？而且你的
柔和謙卑，不止在公司裏面神會提升，你在家中，你的另一
半、你的孩子們也都會順服你。�

有一位中國大媽兩年前開始參加我們《內在生活饗宴》，
然後她就聽到資訊講說：「妻子要順服丈夫，在家中妻子對丈
夫的順服是很重要的。」她就想說：「我的丈夫又賭博又有外
遇，這樣的人渣，我怎麼有辦法順服他呢？」但是她知道這是
神的話，她就願意去做，她真的順服的去。假如說：「這樣的
人，我怎麼有辦法愛他呢？」她就真的開始願意去愛，去順服
她先生。而旁邊姊妹還要告訴她，再教她「你要跟先生撒
嬌！」「啊？我怎麼做得來？」真的學習開始跟先生撒嬌，有
沒有用？告訴你，她的先生經過這樣兩年，不但沒有賭博、沒
有外遇，還跟她一起追求，昨天還上線問有關《等候神》的問
題，這是不是神的榮耀？所以是不是給每一個家都很有盼望？
都可以被改變的，你不需要一生就這麼可憐，只要你願意謙
卑，去順服神說的話。所以神的國就是一個家，而這個家一定
要先成形在地上的自然界的家，每一個家都要成為神國降臨、
神國的美麗彰顯的地方，那就是在神的次序裏面的運作。妻子
順服丈夫，丈夫愛妻子，愛到願意為他舍己，所以說神厲不厲
害？神給丈夫、妻子的命令都是最棒的！只要我們照著做，每
一家都可以是像天堂，是神國彰顯的地方。�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一個短片，非常感動！大家好好看《富
蘭克林的故事》。�

（短片解說）�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學家、發明家，同
時也是印刷商、作家、慈善家。作為科學家，他在電學、氣象學、海洋
學、光學等多個領域的卓越貢獻獲得舉世公認；作為政治家，富蘭克林
是唯一簽署過美國三項最重要法案的人，即《獨立宣言》、《1783年巴
黎條約》和《美國憲法》。富蘭克林生在清貧而虔誠的清教徒家庭，10
歲就失學在家裏幫父母做蠟燭，12歲到哥哥的印刷廠做工，10年印刷生
涯讓他從所印的報刊書籍裏學到各種知識。但他說父親珍藏的那本科頓
·馬瑟牧師所寫《行善的散文》一書影響了他一生。他20歲時就總結出
人應有的13種美德：節制、慎言、秩序、決心、節儉、勤勞、誠實、正
直、中庸、整潔、寧靜、貞潔、謙卑。每項都有說明，例如：正直，不
做有損他人的事情，要做對人們有益的事情，這是你的義務。他逐項實
踐，把美德養成為人處事的習慣。富蘭克林是極有創意的發明家，最廣
為人知的是他在暴風雨中放風箏，證明了閃電就是電，並據此在1752年
發明了避雷針，保護了無數人的生命財產。他發明的柔性導尿管大大減
少了千百萬病人的痛苦。車上的里程表也出自富蘭克林。他這些極富經
濟價值的發明卻從未申請過專利，他說：「當我們從別人的發明中受益
匪淺時，我們應該很高興有機會通過我們的任何發明為他人服務，我們
應該自由而慷慨地做到這一點。」�

富蘭克林一生都在探索公民和個人美德的作用，他強調「只有人民
有道德，新共和國才能生存。」他堅信「上帝是人類道德和良善的泉



5

源。」歷史學家摩根說：「富蘭克林影響了無數美國人，也造福所有美
國人，更奠定了什麼叫‘美國精神’」。效法耶穌和蘇格拉底，這是富
蘭克林一生追求的美德第13項。這位曠世奇才雖有一長串耀眼而當之無
愧的頭銜，但他簽名時總是用「印刷匠富蘭克林」。�

我看得很感動，20歲！你看我們現在的青年人20歲在幹
嘛？整天都是空想夢想，對不對？人家20歲總結出人應該有13
種美德，每一個美德他都有注解。然後他就說：「神是一切道
德的泉源」。他說：「只有人民有道德，我們新共和國才能生
存。」這句話是不是在當今我們想起來太真實了，對不對？我
看了為什麼很感動？他是一個有名的政治家，有權利、有地
位，但是他最在乎的是這13種美德，這些美德不是做給人看
的，這些美德都是從這位神來的，他說：「神是這一切美德的
泉源」。�

他為什麼其中有一個美德——寧靜？我猜他一定知道等候
神，那一定的。其實有很多人他不需要去聽內在生活的道，他
只要好好地讀聖經，而且每句都真實照著做，他就不知不覺進
入一個內裏的國度。當然我們今天處在這個繁忙的社會是更不
容易，因為這個環境已經給我們太習慣的覺得我花的每一分鐘
要很有效率，所以我們會覺得等候神是沒有效率。他不知道
「慢工出細活」是最大的效率，因為藉著等候神，你一直根越
紮越深、越紮越深，然後你所結出來的果子是風吹雨打不會打
倒的，這就是神的國。�

歷史家說這位富蘭克林什麼？說他影響了許多美國人，祝
福所有的美國人。哇！有哪個人祝福所有的美國人？然後奠定
了什麼叫做「美國精神」，你現在知道什麼是美國精神了嗎？
是很在乎這位神是我一切道德的泉源，我一定要連於祂、跟隨
祂、效法祂，只有這樣，我們的美利堅共和國才能生存。�

你有沒有看到哪一個政治家那麼在乎的是美德？有沒有？
沒有！現在的政治家都在乎什麼？錢、錢！怎麼樣能夠讓我著
私下也可以得到更多的錢？讓我的家屬也都可以得著更多的
錢、利益還有權？因為有權我就會有錢，是不是？有地位，有
名聲。我們在乎的都是這些，所以現在整個世界為什麼一直越
來越敗壞，越來越墮落，越來越到一個你無法相信的地步，世
界怎麼會變這個樣子，是非不明了，是不是？政治家可以公開
的說謊話，然後媒體就跟著說，然後就再沒有什麼是真的了，
因為黑的被他講成白的，白的被他講成黑的，然後我們的孩子
們就傻傻的，一直跟隨錯誤的。�

親愛的家人，你要醒悟過來，每一個做父母的你要醒悟過
來，你的孩子你就只叫地上的國來教育他，都教育他什麼？現
在的國家已經不教育美德了，不教育道德了，他教育什麼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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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唯我獨尊，他不教育柔和謙卑的。所以，神的兒女們哪，
醒過來！你一定要讓神國在你的裏面那麼真實、那麼真實，以
至於你開始裏面以基督的心為心。然後，要藉著等候神。等候
神的人特別有智慧，因為那是上頭來的智慧；他會有負擔，是
神來的負擔。他會有智慧去分辨什麼是仇敵的詭計，什麼是似
是而非的道理，然後他會有勇敢、魄力、力量，一直帶領他的
兒女們來跟隨神的腳蹤行。�

這也就是我們這位萬王之王所做的，祂無不得勝，你看祂
可以得到一個這麼貧窮清寒的家裏面的一個孩子，12歲就去哥
哥的印刷廠去打工，他沒自卑感，他一生簽名都還是簽這個，
已經地位高、有名有勢，但是他每次簽名還是簽「印刷匠富蘭
克林」，他不會以這個為自卑，因為他知道他是誰，像這樣的
人，他跟神的關係一定很好的，一定是很好。�

還有節制，節制是聖靈的果子，最不容易結出來的，在一
切事上有節制。我們都喜歡放縱、放蕩、任意而為、開心就
好。但他有節制，所以他20歲就總結出「這是我一生中最看
重、最需要一直操練的。」這樣的人是不是有智慧？是從神來
的智慧，從讀聖經來的智慧，從親近神來的智慧。�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美國的開國元老，所有開國的那些立
憲法的祖先們，都是像富蘭克林這樣子的基督徒，以至於美國
可以不到200年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本來是被逼迫的一群
基督徒從英國來到美國，從開墾荒地這樣生存下來，不到200
年可以成為全世界最強，強過他的母國——英國，為什麼？就
是這一群開國先鋒、這些先聖先賢，他們在乎的是有神的品德
在我的身上，這就是我昨天講到這位萬王之王，祂一直要把祂
的屬性注入到祂的百姓的裏面，祂的憐憫、祂的恩慈、祂的喜
愛施恩，還有祂是一個自由的神，祂是要祂的百姓都自由，而
不是被什麼捆綁住，非得要有什麼不可。祂說：「你如果這樣
你就成為奴隸。」對不對？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所以你非有
這個「蔥薑蒜」不可，你就是「蔥薑蒜」的奴僕，以色列人的
先祖是這樣。�

那神要得到一群這樣子的美國的先聖先賢,他們是這樣子
在乎神，所以剛開始美國的國父，他連薪水都不要，人家逼著
他、一直擁戴要他連任又連任，他也不肯，他好像連任了一屆
以後就不肯再連任，為什麼？他要更多人都有機會。他們都不
是為錢，他根本不要那個錢，就是這樣。所以親愛家人，這種
天國王的一切的屬性，今天在世界上已經太少有人去提到這些
事，是不是？我們提到的是怎麼樣可以賺更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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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督徒家庭做父母的，如果你真的是像富蘭克林這樣
看重神所看重的，要神所要的，你的孩子自然就會跟上你的腳
步，他一定會跟上你的腳步。他不是看到一些宗教的儀文規
條、形式化、宗教的外表，他看到是真實的神的國是什麼意
思，真的有一位國王在我父母的身上、在我們家中，他會看
見。神的這些屬性在人的裏面長出來是需要年日的，所以你不
要急功近利，很快就要有功效，你一年過一年、一年過一年，
越來越深，越來越不一樣，恩典越來越大，恩寵越來越大，這
就是神的國。我今天的負擔，就是講到神要使世上的國成為祂
的國，然後祂要來做王，當祂做王的時候，祂就會開始整個世
界一個的一個的被祂得著。�

因為有人跟我提到說：「這是神差遣你來美國30年呢！」
然後他就說：「哇！你看你以前所做的這些。」我才回頭去想
這一些，否則每一天日子是很忙的，一直在往前去，神總是有
新的指示、新的指示，我就跟隨著一直去，就不會想過去的。
但是這些日子我真的想到一些過去，我覺得：「哇，主真的很
奇妙！」�

我回頭望過去，當初30年前，神差派我來美國的時候，我
是提著兩個箱子，覺得前途茫茫地順服神來美國。我們並沒有
學會話，所以來了後講的英文腔調我們都聽不懂的，因為我的
英文老師是日本式的教育，你看日本式效育他都講「屁股」，
「pick」講「屁股」這樣，所以我們要去聽英文會話，常常
「啊？啊？什麼？」你說好不好笑？�

我來這在洛杉磯開始，我經歷了幾個月，我都不懂得這裏
要去申請財團法人，然後為什麼維持好幾個月？我們沒有什麼
人奉獻，我們就是一個很小的奉獻箱放在後面，我只記得有一
位牧師——呂牧師，她每一次聚完會以後會去投20塊，因為我
整個奉獻箱就是那20塊，所以知道每次都是她投的，就這樣開
始的。那你說：「那你怎麼生存呐？」我就是帶著我一點的儲
蓄來的，我要去買琴，我還記得琴4000塊，要去買折疊椅，然
後要付房租900塊，一個月定金先給900元，然後每個月房租
900，然後我住在裏面，然後在客廳就開始聚會，然後隔天早
上一醒來，在廚房裏一打開燈，哇！一大堆蟑螂，我就這樣
「劈劈劈」打，所以我現在成為打蟑螂專家，每天早上一打開
燈就一大堆蟑螂，「啪啪啪」，打到沒有為止。我也不知道打
了多久，就是這樣開始。主日崇拜在客廳，我還司琴、帶聚
會，然後要講道，司琴完又來這講道，講完道再去司琴，帶大
家追求就這樣。�

有一天，有一個牧師來看我（一個姊妹帶著他來看我），
他進來以後，他說；「你在這個家聚會很危險的，鄰居可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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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哦，我一聽到「告」我就很怕。他講了以後，下一次聚
會司琴會後追求，有人按側門後面的鈴，就是廚房的鈴，然後
我裏面馬上就想到：「有人要來抓了！要來告了！」我這樣的
理性一想，聖靈就在我裏面跟我講：「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
放膽講道並沒有人禁止。」就這句話「並沒有人禁止」神又在
重複的說。結果後來才知道，原來他來接他的親戚。�

就是這樣，我經歷多少神跡！後來我們買堂，然後要搬
家，真的神給我那一句話「保羅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
足兩年，凡來到他那裏的，他都接待他們，他放膽傳講的道，
並沒有人禁止。」《使徒行傳》28章最後的那一節，結果你知
道嗎？我真的是在那裏聚會到1992年6月12號，真的我們後來
買了堂，那個堂是個速食店，然後就要裝潢，就要把窗戶都變
成像教堂這種窗戶這樣子，要人哪一州定來的這樣子。要粉刷
油漆，就是我們自己弟兄姊妹粉刷油漆。到全部做完了，剛好
禮拜六，禮拜天我們就第一次聚會，我一看，第一次聚會就是
1994年6月12號。你說神是不是很奇妙？真的是在這裏住了兩
年！足足兩年！神給我們預備這樣一個教堂，也給我預備一個
住處，在凱提亞我的房租只有450，園中有9種果子。多便宜
呀！多好啊！是一個好區。不像我住在原來的那個地方，是一
大堆的蟑螂、蒼蠅，是住在這樣的地方。神給我一個這樣的地
方，我就覺得我大概一輩子都住在這裏了，這麼好！房租
450。結果我們搬到那個速食店，就是6月12號。我要離開的時
候，要搬家搬到凱提亞去的時候，我隔壁的鄰居就說：「你要
搬家，」他是個美國人，那幾句話我還聽得懂，「你們搬家
了，我好喜歡聽你們敬拜的聲音了！我好喜歡聽你們的唱詩歌
的聲音了！」我才知道原來我們那麼受歡迎哎，不是像那個牧
師說的「人家會告你」。�

神揀選我住在這個地方是我禱告的，人家跟我介紹我就禱
告，謝飯禱告的時候就問：「主啊，等一下去看那個房子是不
是你的旨意？」裏面神就讓我知道就是這一間，所以我根本還
沒看，就已經準備要租了，就這樣，神都有計畫。�

家人們，天國的王在你的一生他引導的事上，每一件事日
期、地點，他都有計畫的。我買那個堂，再告訴你們真的是很
有意思。為什麼我才拓荒兩年就建堂？就是一對老夫婦從臺灣
來，他賣房子，他就把十一奉獻3萬塊美金就奉獻給我們教
會。他來我這追求，他就把3萬塊奉獻，所以我們有3萬塊了。
因為那個牧師講：「人家會告你」，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要找
個地方，剛剛有人說那個墨西哥的速食店關了，要賣22萬。那
我就禱告主，是主的旨意，我就說：「好，我們要買。」然後
就請弟兄姊妹奉獻，拓荒還不到兩年，所以我們教會才20個人
出頭，再加上有一些臺灣或者認識我的人就奉獻，所以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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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就有了10萬塊。但22萬啊，怎麼辦呢？我就問神，神說：
「你就跟他講，剩下的12萬，你可以不可以不要利息就借給
我？然後我每個月還你1萬。」我就跟我的同工講，我同工
說：「你真的是空想夢想！這不可能的，天方夜譚！人家怎麼
可能賣你房子，還無息的讓你一個月還1萬塊！而且你教會那
麼少人，人家跟你做這筆交易是很危險的，你怎麼付得起每個
月1萬。」說的也是，所以我的同工就跟我講：「你別想了，
是不可能的。」我說：「可是主說的。」�

我告訴你天國的百姓只要有一個單純相信神的話，相信而
且跟隨上去就夠了。你不需要多聰明、多有才華、多會講英
文，你不需要多有錢，都不需要。你就簡單的祂說就相信，你
也不要去算計那麼多，「怎麼可能？」你越算計都越不可能
的。我告訴你，真的我服侍主到現在42年，我所經歷的許許多
多都是不可能的，用你分別善惡樹的頭腦去想都不可能，但神
都這樣做，所以我已經習慣順服祂，先不用頭腦的去想「這有
可能嗎？」祂就是經常做不可能的事，所以祂叫超自然。�

結果我同工雖然這樣講，我還是打電話跟這個老闆講，老
闆一口就答應了，那一口答應了，但是你每個月1萬塊怎麼
來？我不是說才這麼一點錢，因為我剛開始拓荒都是老人，住
老人公寓的跟學生，還有剛來的留學生。他去上班，一個月我
都還記得他一個月只有2000塊，後來多了40塊他都好高興，薪
水漲40塊他都高興得不得了，所以我們都沒什麼錢奉獻。我們
只有一位姊妹，她是我們當中最有錢的，她一奉獻就是200
塊，我們就覺得「哇！」但是1萬塊每個月㖿，你敢買嗎？你
敢買嗎？我就傻傻的說「ok」（翻譯成中文即「好的」），就
這樣跟他講「每個月1萬」，他答應了，我就經歷了12個月的
神跡奇事，到現在我只記得有幾次錢是怎麼來的，像一對夫婦
弟兄去世，然後人家包給他們的奠儀，他的太太覺得我們內在
生活幫助了他的先生，幫助了她，所以她就覺得這些奠儀全部
要奉獻給我們建堂，就是剛好1萬塊。還有臺灣也是有一位我
們姊妹的奶奶，一個校長，她要去世之前，她就拿了1萬塊給
她的孫女說：「為江牧師他們的建堂奉獻。」所以我們那個月
的1萬塊又有了，所以每個月都在經歷神跡這樣。�

我昨天和今天就想到：當我們搬進這個速食店以後，我們
才明白它的前身是個教堂，它是個教堂！然後我來北加州拓
荒，95年來，然後98年我們就建堂，我們買紐皮特市的教堂，
它是個教堂。然後2003年來這裏標地，這一塊地是個學校，那
時候標地以後，政府就說：「你的巷子太窄了，你只能蓋150
個人的教堂。」我說：「我現在都已經兩三百個人，我怎麼蓋
150個人的教堂？」然後就跟他講，結果辦公室主管的人就
說：「好、好、好，隨便你，你要蓋多大都可以。」你說有這
麼好的嗎？他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他會自己破壞自己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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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嗎？這是不是又一個神跡？是，就是這樣子。然後等到我們
要破土典禮的時候，我才看見原來我們那裏有一個牌子掛著，
原來這一塊地是宣教士登陸在這個地方後，經營建造的一個敬
拜場所，我買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成人學校了。我那時候因為除
了政府那一關，還有錢那一關。政府的那個規定太難了，這塊
地10.4英畝，只要這地方上有一只稀有鳥類，你就不能蓋，我
怎麼知道會不會有？哪一天會不會忽然跑來？特別是在他來檢
查的時候，所以你都在打一場沒有把握的仗，但是就順服啦。
後來我就在問神：「神啊，到底我要不要宣佈說‘我們標到這
一塊地？’」神就給我話：「你買這塊地乃是合乎贖回之禮」
是贖回之禮！結果後來又隔了那麼長一段日子，是破土典禮的
時候才看到，原來這一塊10.4英畝的土地，它本來就是一個敬
拜的地方，是宣教士建立的。經過這些我就明白，你看神讓我
第一個教堂，第三個教堂，都是把神敬拜的地方、神在乎的地
方奪回來、買回來再歸給神。所以你要知道神很紀念、很在乎
這裏是敬拜祂的地方，祂很在乎，祂說：「去吧！把它贖回
來、奪回來，這是屬於我的。」這是祂與祂所愛的百姓相會的
地方，祂就希望我們要贖回來。�

所以迦南美地是什麼？神帶領他們要進入迦南美地，就是
說你要去得地為業。這塊美地是一個應許之地，是我要賜給你
們的，所以你要得地為業。親愛的家人，我就發現說神帶領我
來美國，一個小不點，一個弱女子，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支持
我，沒有人奉獻錢給我，就是只是神的話，祂差遣我來，我就
這樣順服著來，真的是前途茫茫。你看第一年在洛杉磯，兩年
就建堂，然後我們搬去了以後，不到半年，人數已經倍增了，
然後繼續一直在增長，所以其實隔沒有多久——半年多以後，
我其實已經又去看新的地方了，因為快坐不下，然後這個地方
又是贖回神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地方，所以神很看重一個敬拜他
的地方。親愛家人，你的家要成為敬拜神的地方，神很看重，
神會在那流連忘返，祂要把祂的同在設立在那。所以，我如果
看到教堂變成要賣給建築商，我心裏都會很難過。你知道嗎？
應該是更多的得地為業，而不是把神的地一直賣出去，瞭解
嗎？你有沒有這份心？有沒有？有沒有這份勇力？得地為業！
得地為業！你先得著你的家、得著你兒子的家、得著你孫子的
家，得地為業成為敬拜的地方、成為神來掌權的地方。�

今天美國會落到這樣的地步，就是這一些從政的人，已經
沒有我們先祖的那一份在乎神的屬性的彰顯，這個美利堅共和
國必須百姓有道德它才能生存。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世界最強的
國家現在已經來到什麼？欠債！你的子子孫孫都還不完，是不
是？暴動暴亂到這樣的地步、道德墮落到這樣的地步。神的兒
女們哪，如果神真有感動你，你有感動，你略略有一些負擔，
有感動，你真的要起來從政。我對政治是一點興趣都沒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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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都是到了要考試才背，市長什麼名字啊，財政部長什麼
名字啊，都死背的，背完又忘了。但是當我越認識神，裏面越
以基督的心為心，我很在乎這個，誰在治理這個國家？他是怎
麼治理？他有沒有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的百姓們，你會發現
每一樣事神都有揀選，每一個山頭神都有揀選，要來執掌王權
的，很多的領袖神都有揀選。�

你看那個大媽她可以柔軟下來，去順服她所以為的人渣，
還要跟他撒嬌，那個都不是她的個性，但她願意被改變，她願
意順服神的心意，這個家就成為敬拜神的地方了，是不是？她
贏得了她的先生，她也得著了那個家，那個家不再是一個吵吵
鬧鬧的家。所以你所付的代價都值得的，吃虧就是佔便宜，你
柔和謙卑不是被欺負，你柔和謙卑天國是屬於你的，你必承受
美地為業。�

前些日子也收到我們所服侍的一些牧師見證，有一個牧師
他就講到，神呼召他帶著他教會的百姓去走禱，他就去帶著他
們走禱，走禱一段時候以後，他就覺得並沒有產生「好多人信
主」或者是有什麼果效，而且又有好多的艱難，所以他就很灰
心，每次都三天捕魚兩天曬網。然後他有一天聽到我講一個見
證，講有一個學生在讀考上的那個大學，是個不錯的學校，可
是到大二的時候神就說:「你去插班考另外一個工專，變成一
個工業大學，你去考這個學校。」他就順服了，每天都沒空
讀，到要考試前一天他就這樣讀一下，神就告訴他「你讀哪一
題哪一題」這樣教他，結果他真的就考上了。考上以後一來這
個學校，神隔天就叫他走禱，他就這樣走禱一直到他畢業，結
果他畢業以後才沒幾年，神就帶領我去認識了這個學校的校
長，我們回去辦教師營——臺灣的教師營會，這個校長把他的
場地給我們用，完全地配合，非常棒的一個校長，而且他的家
放了許多的內在生活的CD，他跟他太太都在聽，然後他的女兒
就變成來到這讀書，來到這工作，然後女兒也在我們教會。這
位牧師聽到這個見證，給他一個鼓舞，使他灰心的心又提起
來，他就開始又跟神悔改說:「我們願意再開始走禱。」然後
神就教他們怎麼走禱，有的兩個一組，有的三個一組，有的五
個一組，有的是全家一起，就這樣一組一組，七天每天都有人
去走禱，有的是兩個，有的是三個，然後他們走禱之前都是先
一起等候神，問神:「神，祢要我們走哪里？做什麼？」神就
會給他們路線圖，「今天我要你走哪一個路線，然後你禱告的
時候要怎麼樣禱告。」所以他們每一個都照著神這樣做，有時
候到大學門口要按著大學的門禱告，有時候走到哪條街神就叫
他們要舉旗，有時候就叫他們要吹角，有時候還叫他們要跺
地，結果他們才走幾個月，然後就忽然間那個大城市疫情爆
發，很嚴重的疫情，非常有名的大城市，全部都封鎖，可是你
知道嗎？他們就發現他們走禱的這個區這個城鎮好幾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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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人染疫，住在這裏的整個城鎮區沒有一個人有確診，
沒有一個，所以大學生都可以還是在讀書，只是限制出入，但
是都可以自由地讀書，所以就他們走禱的那一整個城鎮這麼平
安，沒有一個人染疫，而且是第一個解封的。然後這些弟兄姊
妹彼此地交通，就在疫情期間，他們好多弟兄姊妹薪水都加倍
又加倍。你看怎麼有這麼好的事臨到他們這一些走禱的神的百
姓，神有各樣方法祝福他們，就變成夫妻兩個就在疫情的兩個
月期間賺了四五萬塊，那個是大錢噢，所以神就是可以做這麼
奇妙的工作。�

然後另外一位也是這樣跟我講，疫情期間神就感動他，他
也是前年先參加我們的內在生活饗宴，就整個跟著我們的主日
資訊、晨禱、禱告會，他都跟，然後他就從7個人開始，然後
就一直增長到40個，然後又繼續一直增長到現在已經100多
人。然後疫情期間神也帶領了這些過內在生活的弟兄姊妹，就
是剛剛好有一個姊妹有種蔬菜，神就給另外一位有通行證，他
們就把蔬菜開始去供應給一些老弱婦孺的家，一些可憐的家就
去送送送，然後有一天神就感動這一位姊妹煮七碗咖喱飯，去
送給那些來這個城鎮的義工。然後他們說:「我們已經餓了一
天了。」而且他們剛好有7個人，她就七份送給他們，好快
樂。然後她回來就想，我家冰箱還有一些東西可以送出去，她
就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送出去，她們就一直去送一直去送，然
後她說:「我家怎麼越送越多啊？」因為她送出去，但她每次
回來就發現她家門口掛著一些蔬菜、掛著一些水果，人家家裏
有多餘的也送給她。家人們，這是末世，神要他的百姓有神的
屬性——愛、給予、幫助，而且在危險來臨的時候，有災殃、
災荒、疫情來臨的時候，神會有一個超自然的保護跟供應，讓
你們繼續這樣給出去。然後在這期間，她說疫情期間，他們更
相愛，更合一，而且更喜樂，更滿足。然後他們的整個會友沒
有一個人得新冠腦炎，也因為她在疫情期間去做義工，認識了
一些基督徒，他們就一起線上上為整個的社區禱告，結果那個
社區那麼長的疫情期間，沒有一個人確診，一個都沒有。你
看，神是不是一直在地上掌權？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我們最後就看這一節聖經就好，【啟11:15】第七位天使
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
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天上大聲音說，會不
會說謊？天上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
要做王，直到永永遠遠。這就是我們外面的牆壁上寫的經文，
那是我從神領受的，我知道神設立這個地方成為敬拜祂的地
方，祂要做什麼？就是要得地為業，而且要改變世上的國。那
就是借著你們每一位，以及借著線上的每一位，讓神的國臨到
你的身上，臨到你的家中，臨到你的工作場所，然後神隨時給
你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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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吩咐他要走禱，他就去走禱，現在他說他真的感謝
呀！就像我在臺灣那認識的那一位弟兄，神要他換學校，然後
在這一個學校走禱，這個學校就成為整個臺灣非常重要的，每
次考大專聯考在的那個地方，而這個地方那個校長告訴我，他
們學校特別多的這些主管都是基督徒，神借著一個弟兄順服神
去走禱幾年，神都在撒種、神都在醞釀、神都在帶領，而這位
弟兄後來成為牧師。�

所以親愛的家人，你今天坐在這裏，你在視頻上在看這個
資訊，都不是徒然的。天國的王要對你說：「世上的國要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所以祂必須先在你的身上作
王。�

你有沒有讀經時，或者聖靈感動你，或者神藉著先知性比
較強的人對你發的預言，你有去回應嗎？很多人沒回應。像我
如果知道這樣，這樣的人都不要再對他發預言了，沒用嘛！向
空氣說話，神的話一出一定要成就的。而你不順服神，因為你
太有理性了，你很聰明，很會算算盤，很會分辨這個可能這個
不可能，那就永遠神的心意、神的國沒辦法降臨在你的身上，
神的國祂是專做不可能的事，真的是專做不可能的事，所以我
已經太習慣，我不會想可不可能，每次神說什麼，我都說:
「好，我願意。」就這樣，然後神供應就會來，神的智慧就會
來，然後我就經歷好多神跡奇事，太多了，講不完。�

感謝主，所以世上的國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我就是
說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不在乎你的學歷，不在乎你的才華，
不在乎你信主多久，神在你身上都有祂定的計畫，祂就是要你
先來建立跟祂親密的關係，跟祂在親密之間買這個膏油，那個
油一直流到你身上，然後祂跟你講什麼你就照著去做。�

我從被聖靈充滿，這位王進到我的裏面，大三升大四的暑
假，被聖靈充滿，這位王進到我的裏面，我的心就被祂所奪，
然後祂在生活中就開始管理我好多的事，看報紙祂也會禁止，
然後看購物優惠券神也不要我看，沒有辦法跟祂講道理，因為
祂知道我的時間很重要，祂還有更多的事要我做，所以祂不要
我看，我就不看了。男朋友祂也管理，每一樣祂都管。我現在
回過頭來，我現在六十八歲了，我真的覺得每一步跟隨祂，跟
對了！都跟對了！我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

親愛的家人，你如果過去浪費了好多時間，被蝗蟲、螞
炸、蝻子、剪蟲失去了，神說祂現在要加倍的還給你，你都有
機會跟神說:「神祢是我的王，願祢來我裏面作王，我對祢發
出永恆的yes（翻譯成中文即「是」的意思），我要成為敬拜祢
的地方，祢來居住佔有我這個人，祢也來得著我的家、佔有我
的家，得著我所有的，我的工作場合，我的每個地方。」太多
可以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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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說神在每一個山頭，祂得著我們每一個人，祂會帶
領著你在不同的山頭，宗教、家庭、教育、職場、媒體、商
業，祂都要你在那執掌王權，可是必須你讓祂作王，必須你謙
卑地、對祂絕對地信靠信服。所以你的思想不要再老是停留在
過去分別善惡樹上：「這可能嗎？這上算嗎？」那你就成為愚
昧頑固的人。這就是耶穌對祂的門徒說：「你們的心怎麼這麼
愚頑哪！」愚昧又頑固。神喜歡我們像小孩子——單純，爸爸
說什麼，我就說：「好」，我就跟上去了，然後你就經歷好多
精彩的經歷，「哇！爸爸，你好棒！你好棒！」爸爸說：「你
也很棒！你懂得跟隨我。」就是這樣子。�

我們來唱《願祢榮耀今降臨》，你願意回應神的，跟神發
出永恆的yes：「神哪，不管我各方面的環境如何，我真的要
留意跟祢親密的關係，而且留意聽祢的聲音，祢向我說話，我
就跟上去，叫祢可以得著我，作王在我身上，以至於祢可以借
著我在地上執掌王權、得地為業。」你願意的可以出來，好不
好？今天最後一堂，你可以向神回應，你願意的可以出來，就
是我們在這一生餘下的年日，一定要發揮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