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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跟大家在一起，我非常爱这个地方。神把一群人在地

上好像那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需要你们的真實、需要你

们的殷勤。希望你们能够爱神的话，需要你们的热情，神给你

们这么多的恩赐，我们彼此需要成为神的身體。真的非常地欢

喜，今天我能够在中间分享。�

也许你们会问自己，到底敬拜祷告的运动是什么？就是什

么叫做敬拜祷告运动？我们是有敬拜，非常惊人，我们也一起

祷告，但是远超过這個。我今天在这里还有未来几天，我要你

们相信，祷告敬拜远超过我们刚刚所说的。�

几年前我在一个宣教的特會中，我回答了一些问题，我们

讨论到怎么样连贯祷告跟宣教。他说：「我们在宣教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祷告上面有一个强调？」我认为这样的一个

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当我里头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这

是一个很令我心痛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来问这个问题说：

「到底敬拜祷告跟宣教有没有关联？」这个时候就代表我们并

不明白什么叫做宣教？因为我相信在《以赛亚书》56章的7、8

节是代表在旧约里面的宣教。《以赛亚书》是一卷惊人的书，

我们看见一个邀请，就是所有與神联合的外邦人都要进入神的

圣山。你知道以赛亚他是犹太的一个先知，他是为了犹太人所



2

预备的一位犹太先知，你们知道犹太人，犹太人的神就是以色

列人的神。他们知道神的同在当时只是为祭司所存留的，而且

神的同在不是为了所有的先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

入神的同在。这裏说「與我联合的外邦人都进入神的圣山」是

指的「至聖所」，「神的圣山」是一個图像，代表著神的同

在，也就是摩西与神面对面的地方，也就是有烟云、有闪电、

有雷轰的地方，也就是象徵著在至聖所里面的神的约櫃。以色

列人他们会退缩，他们在神的同在面前敬畏。当时他讲「我要

联合外邦人进入神的圣山」，当时是被人耻笑的，因为当时不

是每一位猶太人都可以进入至聖所，那神怎么可能邀请列国进

入至聖所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仅仅是进入圣山，而

且要在祷告的殿中喜乐而且祷告，他不是说那些外邦人进入我

的圣殿，而是说进入我的家庭。犹太人知道他们才是神的家

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家人，所以他们是神的家人。神怎么能

叫列国是祂的家人呢？神怎么能够稱外邦人是祂的家人呢？因

为这些人他们是住在與神的祷告跟相交的里面。�

我们看《以赛亚书》56章是旧约的宣教，所以我们看见神

祂至深的目的是要吸引所有的列国进入祂的聖山，这里有祂的

同在、有祂的能力、有祂的荣耀，而且祂要吸引这些人成为祂

的家人，不仅仅是家人，而且要住在祷告的地方。所以这是大

使命，这是神的使命。�

我们身為神的子民，若是我们自己不住在神的圣山（神的

同在）中，我们怎么能够呼召所有的列国进入神的同在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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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没有生活在常常与神交流的家庭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吸

引那些世上的人进入神的圣山、祷告的殿？神的使命不僅僅是

邀請人来祈禱，神的使命不僅僅是去教堂，過上更好的生活，

神的使命是呼召所有的人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受造的目

的。我们为着神的同在而受造，我们受造成为神家人的一部

分，而且我们常常与神相交。�

当我首次搬到堪薩斯去，我在24期的这样日夜祷告里有所

挣扎，我從生下來大部分時間都是基督徒，而且当时我已经在

服侍了。我知道在神国的里面我有很多的事工要服侍，当时我

记得我来回踱步问神：「我花这些时间祷告可以吗？」我就

说：「主啊，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却花那么多的小

時，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室里面祷告这样好吗？」我知道当时我

若是要投注于一个事工的话，我不是只是这里少少的一点，那

里少少的一点祷告或者敬拜而已。�

我觉得全球的敬拜祷告运动不是只是教会的一小部分的节

目而已，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是指在堪薩斯这样一个国际祷告，

只是一个地方而已。我觉得是全地每一个教会应该都有这样的

运动。我想要看见这样的事工在全地每个地方都有，若是我要

尽我全生命来专注在这件事情。神在整本圣经带我进入一个旅

程，让我发觉就是这样子一个祷告的运动，不是只是再增加多

一点敬拜跟祷告而已。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在圣经里

面怎么谈这件事情，所以全球的敬拜祷告运动是远超过我们的

头脑所能想象的更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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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我很喜欢喝咖啡。若是你现在感觉你

想喝咖啡可不可以举个手？早晨我也喜欢喝一杯咖啡，早晨起

来第一件事就喝咖啡，然后就是上午的中间也喜欢，然后下午

也喜欢。我不介意就是在我睡觉前我也喝一杯咖啡，反正我就

喜欢咖啡，我相信神也给我这样的喜欢咖啡这样的特色。我觉

得神看见每一天不管什么时刻我都需要咖啡，當祂创造咖啡豆

的時候祂就想到你，想到我，祂心中想到说给我们一个怎么样

的饮料使我们有精神呢?而且祂也知道有一天当我们烤咖啡豆

的時候，磨咖啡豆的時候，然后我们把热水浇在咖啡上面，然

后就有那么香喷喷的咖啡给我们无比的生命，所以你就可以说

我很喜欢咖啡。有一件事我的太太从来不需要提醒我，有一些

事情她要一再提醒我，就是要怎么样好好地开车，但是在我睡

前她绝对不需要提醒我：「哎，你需要冲杯咖啡喲！」我喜欢

早起，我不需要早晨的时候把咖啡预备好，事实上我是在晚上

睡觉前把咖啡先预备好，每天晚上我都先把咖啡预备好，我在

这件事上非常忠心，每天早上我都忠实地起来喝咖啡，即使我

现在住在这附近的宿舍，你可以问问跟我同住的人，每天晚上

我睡前一定把咖啡预备好了。假如说我晚上要预备咖啡的时

候，发觉在柜子里头没有咖啡豆怎么办？我就会到一些我通常

储存咖啡豆的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发現没有了，我就开始有一

点的惶恐不安了，我絕對不打盹也不睡觉，直到我找到咖啡而

且把它預備好。即使我已经预备好要早早入睡了，我還是会从

我的床上起来，从我的安乐窝起来，我会去买咖啡而且把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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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好。我的太太黛波绝对不需要提醒我，她也不需要跟我唠

叨说：「你要弄咖啡了！」她不问我，我就会做好，我確信這

一點。事實告訴我，咖啡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的事實告訴我，

咖啡和耶穌相處得很好，我做我該做的事。�

現在，真理的火燃烧在我里面。当你找一个辅导来幫助我

的生活之前，也许我现在比较夸张，但我的觀點是，我相信上

帝借著聖靈希望真理像這樣燃燒在我們的內心，正如我們所看

到的，上帝在全球的敬拜和祈禱運動中所做的，我們深深植根

於上帝的話語，我們內心燃燒著真理之火，真理之火促使我們

定期採取行動，我们需要这样的热火。我们可以每个周末在这

边呼召人来进入祷告会，但是很不幸，在西方的教会祷告会是

少人参加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鼓励说：「你们来参加祷

告会！」我们来甚至弄影片说：「请你们来参加祷告会。」若

是我们没有看见祷告远超过只是参加祷告会，其实我们就不会

想要来参加祷告会。若是我们想要忠心於神現在所要做的，就

是要让我们的心被真理所燃烧起来，从神的话找到真理，而且

就激动我们有行动。如果是每一个人都这么确信，祷告不是只

参加祷告会，而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而且这样的祷告敬拜也是

我们被创造的目的，也是我们上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聖

山上、祷告的殿与祂相遇。若是祂为我们上十字架，以至于我

们可以成为神的家人，跟祂在祷告中相交，若是我们有这样的

確信的话，祷告将會成为人数 多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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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耶稣在回来之前，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因为耶稣

祂预言了，在祂上十字架之前，祂在圣殿里面祂洁净圣殿祂趕

除做买卖的人。而且还带着热情说：「我的殿，我父的殿，必

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朋友们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要成

为万民祷告的殿，那個梦想会实现。所有的牧师多年的梦想，

会发生的。因为神祂说藉着祂的话说：「这件事情会发生！」

但今天我们怎么样用真理来使我们的心燃烧呢？也许用我们的

眼睛先看看现在现实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见神已经在激动祷

告跟敬拜了，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现在全地已经开始敬拜祷告的

运动。�

我们刚刚听见很多這些的Hill�song、Beverly�hill、

IHOP，這些敬拜乐团都被很多的人所喜欢，而且一直在敬拜。

不管你到全地哪个地方去，你会发觉都在唱类似的歌。而且我

們教會也史無前例的唱很多敬拜的歌，教會也史無前例的更渴

望敬拜，我也可以大膽地說，教會比以前更渴望禱告，所以我

看見聖靈正在攪動全地的敬拜禱告運動。�

1999年，當國際禱告殿在堪薩斯城成立時，我們認為地球

上可能有10個地方自稱為禱告殿；當神在1980年左右呼召成立

國際禱告殿的時候，我們知道大概全球有10個禱告殿；但是40

年之後，今天有大概超過10000禱告殿。也許在不同的教會、

不同的家中都有，遠超過10000，所以聖靈的確在攪動國際禱

告敬拜運動。教會是這麼渴慕敬拜禱告！這只是個開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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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美的。我相信在大衛24期的讚美敬拜的靈中，這樣的禱告

殿會一直的產生。神說過了我就相信！�

也許有時候覺得很困難，怎麼樣使人能夠出現呢？或者你

怎麼有錢、有這樣的設備呢？或者我們是補貼這些人的一些的

經費，就是說怎麼樣使這樣禱告殿成立呢？有很多的疑問。但

是朋友們，神可以改變一切！祂可以瞬間轉化一切，所以我們

不要只憑我們自己的眼見，我們應該有信心的眼睛來相信。我

們要去相信我們未見之事，就是藉著我們的生活，我們就知道

這些一直都在發生，即使現在非常的困難，但是今天我們看見

神仍在運行，或者你可以看一些你自己個人先知性的預言或過

去神在10年、20年、30年的一些運動。�

今天早上你聽見我跟我太太見證神呼召我們到全球各處成

立禱告室，祂這麼多年來一再一再地跟我們重申我們的使命！

有些人也知道堪薩斯國際禱告殿早期的故事，你們知道一位先

知叫鮑伯•瓊斯，他預言：「你知道嗎？未來基督教會有一個

不同的瞭解和呈現！會在大衛的靈裏有24期的禱告敬拜！」你

一直說我為什麼要在乎40年前的這個人所說的話呢？也許你真

的不需要在意，但是若是他的話跟神的話對齊的話，我們需要

留意。事實上鮑伯•瓊斯所說的是真實的！鮑伯•瓊斯先知說有

三件事情發生，你就知道那個時候神已經攪動全球有敬拜禱告

的運動了！他說：「他們將開發一種藥片，你可以在體內懷孕

後服用，你可以在體內殺死嬰兒，你可以通過藥片墮胎。」他

在1983年預言了這一點。在2022年的今天，我們知道你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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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藥，你可以在體內殺死那個嬰兒！我上周剛剛讀到，美國

大多數墮胎都是通過這種藥片進行的。當時我們覺得不可思

議，可是今天的確發生了。他還說，同性戀議程將在街上遊

行，並被政府接受。40年前，尤其是在美國，這似乎是不可能

的！但是今天同性戀上街遊行運動，在美國和全世界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為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也說在亞洲的田間，人們會

看到堪薩斯的美歌者在唱歌，是用一個不用插電的小電視，甚

至他的手錶都可以看得到。1983年時還沒有出生的年輕人可能

不懂我在講什麼，其實沒多久之前，你知道我們的電視都非常

大，對不對？你們家還有沒有那麼大的電視？所以你覺得你看

堪薩斯的美歌者、樂器手彈奏是從一個不需要插電的電視，或

者是從你的手錶看到你覺得可能嗎？1983年那時候，我們是有

遙控器，可能遙控器是有電線的，所以我們不需要起來轉那個

鈕，非常方便，是有線的遙控器，所以你可以想像嗎？在亞洲

的田間，他們可以用一個不用插電的電視看在堪薩斯的美歌者

唱歌，可能嗎？但是你知道今天發生了，可能了！你知道今天

全世界各地，包括亞洲，他們可以用手機，甚至用手錶都可以

看我們在堪薩斯的美歌者，所有智能手機你全世界都可以看得

到！你知道在非洲人使用手機比美國人更多嗎？現在全世界的

人，他們有一個不用插電的電視在他們的手中，當你聽到這件

事情就有點挫折，「哎？這怎麼回事？」就是不尋常！鮑伯•

瓊斯先知他是這麼清晰的預言到40年之後發生什麼事，而且在

我們有生之年可以看見了。�



9

不只是一個簡單的40年前的預言，我相信《聖經》上的預

言也一直的在展開呈現！若是我們用真理使我們裏面剛強，若

是我們要進入日夜禱告的行動，若是我們要帶領人進入神的聖

山來禱告，或者是帶領我們的家人進入禱告的地方，不只是現

在發生的事情可以產生的。我們需要回溯到40年前先知性的運

動，也需要神話語的真理在我們裏面產生，如果我們想瞭解這

一點，我們必須追溯到更遠的歷史，你可以回到教會的歷史來

看，並不是現在、今天才在全球有日夜的禱告，事實上在耶穌

上十字架之後，就有一群人開始日夜的禱告，而且沒有停止。

在歐洲，中東有一群的神父，他們在沙漠的地方隱居，他們日

夜的禱告，幾乎1000年；土耳其有一群人被叫做不休息的人，

他們日夜的禱告差不多三百年，所以真的有一群人是見證人，

就是神的國在地如同在天，只是我們沒有在各處看見這種情

形。我們也可以回到初代教會，我們知道初代教會時，他們在

家、在殿裏天天聚集敬拜神。他們每天都相遇，你覺得他們見

面的時候做什麼？他們相交，他們擘餅，他們遵守使徒的教

訓，然後禱告，每天他們都這麼做，他們每天聚在一直禱告，

這是他們正常的生活。對他們來講並不反常，這是他們猶太傳

統的一部分，所以他們聚集在一直。這也就是保羅所說的，我

們應該不止息地禱告。我們怎麼能夠不住的禱告呢？除非我們

明白我們自己就是神的聖殿，神居住的所在，我可以整天跟神

在聖靈裏面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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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我們明白神現在所做的，我們要更往前來看。今天早

上我們談了一下，我們就說神在伊甸園的時候祂在想什麼？若

是我們明白神現在所做的就是伊甸園之後的幾千年，我們就會

明白神在《創世紀》一至三章祂在想什麼？而且你可以在《創

世紀》一二三章之後，整個神的時間表你都能夠明。在《創世

紀》第一章神說就有就有，全世界就創造了。我們在全地所看

見的東西，神藉著祂口中的話一出就成立了！當科學家還在搖

擺不定，不明白怎麼回事的時候，神坐在祂的寶座上，祂「說

有就有，命立就立」，就成就了，但是這件事到你我身上，到

我們這個受造的人身上，我們覺得說神與我們親近，祂不再是

高高坐在寶座上。我們現在感覺到神祂這樣子跪在，祂用祂的

手來彙集這些塵土。祂從這個塵土中形成了亞當，《創世紀》

第二章祂向亞當吹生命的氣息。若是我找一個人說，我來示

範，我要吹口氣在你的裏面，就是我用生命的氣息吹進你的鼻

孔，你會同意嗎？你會讓我把生命氣息吹在你的鼻孔裏嗎？你

是願意這樣子大膽的讓我這麼近距離的做？還是只是遠遠的

呢？但是《創世紀》第一章，神向我們彰顯祂是誰；第二章也

向我們彰顯祂是誰，也要彰顯對於祂我們是誰，祂是一個溫柔

慈愛的父親，將我們從灰塵中造出來，而且祂這麼地靠近我

們，祂口對口，氣對著我們的氣。神是這麼渴望與我們有親

密，其實有時候好像有一些些的不好意思，祂說：「我想和你

在一起！」我們一起說好嗎？「想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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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我們的時候正在想這句話——「我想和你在一起」，若是

我們瞭解這個，我們就知道神在剩下的故事中祂心中的情感。�

《創世紀》第三章告訴我們神創造了一個園子，所有的藉

著祂的話都已經造成了，這時候神並不是高高坐在寶座上的

神，神好像是一個園丁，祂挪移植物而且好像挖土，好像一個

爸爸期待一個嬰孩生下來，祂在孕育一個地方說：「這就是我

們將來要走路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將來要遊玩的地方。」然後

再來講到祂創造夏娃，《聖經》上講到神使亞當沉睡，然後祂

把他的肋旁打開，從他肋旁取出一根肋骨，從肋骨產生了夏

娃。我不知道你怎麼樣，當我讀這個故事，我總是覺得「為什

麼神不用其他的方法來造夏娃呢？祢是用第一種方法來造亞當

的話，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法來創造夏娃呢？除非祢要向我

們彰顯祢到底是誰，除非祢要向我們啟示：就是像亞當沉睡後

被取了肋骨，從第一個亞當產生第一個新婦；當然《聖經》預

言了第二個亞當就是耶穌，第二個亞當祂的肋旁也受傷了，從

第二個亞當受傷的肋旁產生了一個毫無瑕疵的新婦！朋友們，

當時亞當跟夏娃還沒有犯罪，神只是創造他們，但是祂已經預

言了十字架，祂已經預言了要來的彌賽亞，祂已經預言了《啟

示錄》第十九章，我聽見了，我看見了眾水的聲音，讓我們歡

喜快樂，因為羔羊的婚宴已經來臨了，新婦也妝飾整齊。�

朋友們，《創世紀》第2章跟《啟示錄》第19章。在《創

世紀》第2章，我們已經看見十字架，我們已經看見故事的結

局，這些祂全部讓我們知道，神對於祂的計畫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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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講到說神把亞當跟夏娃安置在花園，祂說：「我要你

看守、照顧這個花園，這是你的工作，並且我希望你可以照管

治理全地。」�

我在農場長大，我覺得農夫這樣的一個工作是非常尊貴

的，因為人類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農夫，亞當就是個農夫，所以

當我也是農夫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高貴，我也相信亞當他是

照顧這全地的。你要記住這個時候是在咒詛之前，在咒詛之

前，亞當是被委派來照顧花園的。對於如今的農產品來說，我

們所要克服的就是這被咒詛的地，比如農作物中的雜草、病蟲

害、有太多的雨或沒有雨或其他的事情。而亞當、夏娃並沒有

面對這些問題和挑戰，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不算是真正的農

夫。�

你知道什麼叫「看守跟照顧」嗎？它的意思其實跟舊約

中，講到祭司他們怎麼樣服侍神是同樣的。當祭司們他們服侍

主的時候，也是同樣這樣的看守照顧，保護著神的同在。亞

當、夏娃他們被任命要治理整個受造之物，這是讓他們站在一

個與神親密的位置，來照顧看管神的同在，所以亞當、夏娃他

們是第一個在神面前的祭司。所以《創世紀》第3章，當他們

墮落之後，他們必須要離開伊甸園，因為罪，他們離開了神的

同在，但是神預言到十字架，為要把他們再帶回來。所以我們

就知道，當我們墮落的時候，我們也從祭司的位分上墮落了，

罪使我們與神隔絕。不是只是下地獄而已，十字架不是只讓我

們免於地獄，而是在說我們現在可以回到伊甸園！我現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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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神的聖山，我現在可以與祂同行與祂相談。《啟示錄》4-

5章，那被殺的羔羊，祂是配得的。因為祂用自己的寶血救贖

了我們，讓我們在神的面前成為國王、成為祭司，這就是十字

架所成就的，這是神的寶血所成就的，祂救贖我們，讓我們在

神面前，成為祂祭司的國度。所以我們不是只是禮拜六、禮拜

天要到教會去，我們也不是只是活的有一點點不同，我們更不

是只是一群不用下地獄的人而已。我們在神的面前，是國度、

是祭司，從現在直到永遠！我們是在神的聖山上，在祂的同在

中被造的！我們是一個家，是一直住在禱告中的！我們要想像

這樣的話，我們來說「是的」，對耶穌說「是的」，我們也對

禱告的殿說「是的」，我們對國度、對於祭司我們要說「是

的」，這是我們對身份的認定，這是我們的所是。�

我們再往前看，再往前看……我們要在真道上長進、瞭

解，好讓這樣的一個火熱可以在我們裏面持續燃燒。耶穌，當

祂在以馬忤斯的路上與門徒同行。在祂死而復活之後，門徒都

說：「耶穌不見了」，這兩個門徒也沒有辦法認出耶穌。但當

神把這些話向門徒開啟的時候，他們就說：「當祂跟我們講話

的時候，我們的心中豈不火熱嗎？」今天我們需要聖靈將神的

話向我們開啟，我相信神會將祂的話向我們打開，神也會將祂

的心向我們打開，我們就可以像大衛一樣——「我不允許我的

眼目打盹睡覺，直到我們為神預備了一個安息之處」。教會要

進入自己的身份，成為禱告的殿，不是因為我們有錢、有資

源，或者是說我們有一個好的領袖、有很好節目，這個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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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而是對於禱告的真理在我們的裏面一直燃燒，而且持久

不變，這是江牧師所知道的「思愛成病」。我要這樣的思愛成

病，我不讓你走，我們需要教會向著神思愛成病，我不容器我

眼睛打盹兒、睡覺，直到我們為神預備一個安息之處。�

我們要花點時間更深的進入神的話。當耶穌在地上行走，

彼得就能跟耶穌搭著肩同行，因為耶穌是真人，所以彼得是可

以把手放在耶穌身上的，因為耶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所以祂

是可以碰觸到的。當耶穌上了十字架，祂再復活，我還可不可

以這麼做呢？答案是可以的，我們怎麼知道祂有一個真正的復

活的身體呢？因為祂可以吃東西，祂煮魚，祂吃魚，那我們怎

麼知道祂的身體跟肉身的身體是不一樣的呢？祂可以穿越牆

壁，祂還是耶穌，只是祂有復活的身體，可以穿越牆壁，所以

將來我們也有，我很期待這樣的一個復活的身體。但是當耶穌

復活升天之後，耶穌還是個人嗎？是的。因為天使說：「你怎

麼看耶穌升天，祂還會照樣回來」，祂仍然是一個人。那耶穌

現在在哪里？現在耶穌這個人子在哪里？耶穌在天上對不對？

我們現在好像在天上，當耶穌升天之後祂坐在父神寶座的右

邊，當我們想「天」的時候，會覺得那好像不是一個真實的地

方，覺得天堂就是雲上的某個地方而已。可若是我們不明白

「天」是什麼的話，我們就可能不太明白神的國度，但是瞭解

神的國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要明白這為列國而有的禱告室，

你就必須要明白什麼叫做神的國，什麼叫天國的福音。我們大

部分的人其實對於「耶穌的升天、祂坐在父神寶座右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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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會覺得這些只是一些虛渺的概念，我們不知道這

是真實的，所以就會以為耶穌坐在父神右邊好像是沒有一個真

的椅子，沒有一個寶座，我們好像只是讓自己的思想放空，所

以我們很多人對於神國的神學觀和概念其實是虛渺的，我們以

為耶穌就是紮著馬步，懸空的坐在在天空的某一個地方，因為

我們並不認為神的國是一個真實的地方！我們讀聖經就覺得全

部都是表、征而已，一個預表而已。�

今天早上我們談過，門徒問耶穌：「你什麼時候再回

來？」祂說：「這天國的福音，這個要來的國的好消息，要向

萬民做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那天國到底像什麼？當我們

在《聖經》裏面讀到天國，我們看見什麼？當你在《以賽亞

書》第6章、《啟示錄》4—5章，讀到「天」你看到了什麼？

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做過的一件事是什麼？敬拜。所以在天上

——你現在要想那是一個真實的地方，以賽亞所描述的就是在

天堂的這樣子一個景象，他說：「祂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朋友們，我相信以賽亞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的地方，天堂是一個

真實的地方，在天上是真的有寶座的，是真的有一個天堂的宮

廷的。在天上的治理、掌權跟地上不一樣，天上的國跟地上的

國也不一樣，我們現在的地上有邪惡的獨裁者、領袖，或者是

有一些我們想要他們負責的政府。如果你到美國的首府華盛

頓，就會看見政府怎麼樣治理我們的國家，如果你到天堂，你

就會看見天堂的政府是怎麼運作。神的天堂的運作是在敬拜當

中，而且是無止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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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7章25節說：「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為他們祈求。」祂能夠

至終的拯救我們，是因為祂長久的在代替我們祈求。所以耶

穌，祂在天上坐在一個真的寶座上，祂是一位代禱者，一直的

為我們祈求，而且在禱告室裏面的敬拜從來不停息。朋友們，

這就是在天堂神的治理，這就是天堂的情況，神的國會來到地

上。當我們說到國度要降臨的好消息，我們是講到這個屬天的

國度，是一個地方。保羅他在《以弗所書》2章1-2節他所說

的：「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

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在我們得救之前，我

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我們跟隨撒旦，《聖經》告訴我們這個

世界有一個掌權者，牠的名字叫撒旦。耶穌確實坐在祂天上的

寶座，但是當我們犯罪的時候，我們就給撒旦權柄來掌管地上

的國度。所以真是有兩個國度，有屬天的國度，還有地上的

國。地上的國是撒旦執掌的，亞當、夏娃他們犯罪的時候，把

這個權柄給了撒旦，但是在天上這個國度是神來執掌，神對地

上的國度至終是有權柄的，至終神的國會來掌管地上的國，即

使是小小的一個權柄都會被神奪取。�

我們很快再看幾段經文，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爭戰是兩個國

度的爭戰，是世界與屬天的國度。我們住在這樣的一個國度

裏，或者我們應該實質上住在屬天的國度的，但若是你住在屬

地的國度，你沒有十字架，你是不能夠進入屬天的國度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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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寶血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使我們從地上的國度轉到

屬天的國。保羅在《歌羅西書》1章13節說，耶稣已经把我们

从黑暗的国度里救出来，把我们迁到神爱子的国里，耶穌把我

们从地上黑暗的国度给救出来，把我们带入属天的国度，是真

实的国度。我们的生命在世人来看也许是愚拙的，有时候你会

不会觉得你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对世人来讲是愚拙的呢？你觉

得礼拜六来参加主日聚会，是不是对世人来讲说很愚拙呢？或

者说你礼拜六就到教会来打开《圣经》，然后你要讲论一个看

不见的国度，也许对你来讲是有道理的，因为神打开了你的眼

睛使你能看见，但是那些世上的人他不明白，他觉得你是愚拙

的。�

 《約翰一書》3章1－2節：「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

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

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

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

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这里在说什

么？说世人他没有办法认出你们，不要想让世人觉得你的生活

很有道理，因为世人也认不出肉身的神。有一些人短时间内跟

随祂，然後大部分人都拒绝祂而且杀掉祂，这就是那些所谓的

跟随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现在不应该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聚集祷告敬拜就应该看起来像是愚蠢的，对很多世人来讲

就应该看起来是很愚昧的。所以诚实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的信徒都不来祷告会，因为我们并不看重它，它看起来好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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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好像也达不到什么果效，我们向那位看不见的神祷告，

而且我并不经常看见答案，好像很愚昧。�

朋友们，很多信徒花很多的时间努力让他的生命对于世人

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则相反，我们的生

活应该看起来是愚昧的。但是这里有好消息，在神心中有个梦

想，要将这两个国度合而为一。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7—10

节怎么说？「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

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

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

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

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朋友们，你知道神心中的

梦想是这两个国度有一天会合而为一吗？�

《启示录》11章第15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外面大堂所张贴

的。这也是《圣经》里头我 喜欢的一个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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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不是一个象征，

这不是好像只是一个很美的诗篇而已，这是真实的！有一天美

国的总统也会向耶稣屈膝跪拜，有一天英国的首相也会向耶稣

屈膝跪拜，中国的统治者也会向我们的耶稣屈膝跪拜，每一个

国家都会向耶稣跪拜，这是将要来临的真实的一天！我相信如

果科技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画面上看到，所有的国家都会臣服

于神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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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那一天是真实的，那一天要来。这就是保罗在

《歌罗西书》第3章所讲的：「�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

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

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

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要将你的心思意念定睛在

天上的事，这对我们来讲得比在湾区所看到任何的事情都要真

实。如果我只是环视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明白

神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我看见神的话，而且知道神的故事要怎

么发展，我就有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一天会来临，因为祂要

回来了。�

��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经文，也许你可以把它贴在你们的

墙上，《但以理書》7章26-27節：「�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

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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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看见什么？他

看见《启示录》第11章，他看见撒旦的权柄被夺走，但祂把權

柄给了谁呢？是给了你们！当撒旦的权柄被夺走的时候，祂把

权柄给了你们！给了至高者的圣民，当然是在耶稣的主权底

下。但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要存到永远。有时候我们觉得天

使好像很惊人，的确是的。如果今天一位天使出现在我们的圣

殿，我们全部都会盯著他看，也许我们的聚会就停止了，然后

我们就赶快告诉别人说：「天使在我们教会出现了！」然后四

面八方的城市的人就跑来看这位天使，然后明天在敬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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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會人潮汹涌，因为他们想看那位天使。但是朋友们我相

信现在天使就在我们当中，我可以看见他们，也许你们看不

到，但是我相信当天使在这个房间，他们看着你，他们会说:

「人們啊！人們啊！神要将一切给他们！」�

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当撒旦地上黑暗的权

柄被夺走的时候，是要给教会了！是我们！当我知道我要永永

远远拥有永恒的东西的时候，我今天被人看为有点愚昧也没有

关系。�

再一个问题，到底这两个国度怎么样可以合而为一呢？从

历史来看，两个国家怎么样能够联合？通过联婚。每一次历史

上两国联姻，这两个国家就可以连接。这也就预言了神心中的

梦想:�这两个国要合而为一，就是天上的国和地上的国，通過

羔羊的婚姻。祂要与我们在地上一起治理，而且我们要与祂一

同治理。你可能心里就会想说：「这怎么从敬拜跟祷告里头看

到？我们要怎样参加羔羊的婚宴？」朋友們，神正在预备地

上，是为了将来要与我们一同治理，祂要预备教会将来与祂一

同执掌王权，就是像他现在所做的。 

祂教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的眼前，现在已

经在发生了，现在正在发生。教会已经站在他的位置上成为神

治理的代表，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被选举成为一个

权柄，我们也不是好像是为事先先安排好的，能够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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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掌管地上的人。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在敬拜的地

方开始来执掌王权，而且从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位份我们来执

掌，祂要将祂的国权降在地上。�

 所以今天在全球我们看见，神要将教会预备好，欢迎祂

的儿子耶稣再回来。敬拜祷告运动不是只是这边一点点、那边

一点的祷告跟敬拜，这是十字架的一个至终的目标！这是福音

的好消息！祂用祂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祂使我们成为

国度、成为祭司，与祂永远一同掌权，然后祂要永远与我们同

在，而且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疾

病，再没有死亡，都会改变了，因为地上的国度改变，祂使我

们为此预备好。所以不是增加一点点的祷告或敬拜而已，我要

回应说是的，我知道你也会回应。好不好我们就一同站立来祷

告:�

耶稣，我们为这福音的好消息感谢祢，我们为着要来的国

度的好消息感谢祢，因为祢的国要来到地上，祢要使错的变为

对的，即使现在我们站在祢的面前，也许全世界的人看着觉得

我们很愚蠢——我们这样地来花费我们的时间、金钱、我们的

精力，但是我们知道当祢再回来，祢就会翻转这一切。今天我

们对于祢要来的国度，我们回应说是的。我们要成为一个预备

好的教会，为着祢要来的国度预备。圣灵，请祢帮助我们。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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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向神回应。因为这是真的，这就是你得

救的目的，当你做一个祷告、當你庆贺擘饼圣餐、当你纪念祂

的死和复活，這全部关乎你回到神的圣山，都是关乎你再次治

理全地，祂要将你的石心變成肉心，以至于祂可以信任你，将

权柄给你，与祂一同永远地掌权。�

所以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向耶稣献上感

谢，谢谢祂的十字架，说：「为着祢十字架上的救赎感谢

祢。」我们说：「羔羊是配得。因为祢用祢的宝血买赎我们，

祢使我们成为国度、成为祭司，我们也要与祢一同永远掌

权。」主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在一个真实的宝座上。说：「谢

谢！」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扬声，用你自己的声音，就用你自己

的声音来唱。我们整场，我们每个人都试着用你的声音向神回

应来唱，谢谢祂的十字架，向祂歌唱。�

那一天總會到來，我们会聚集在祂宝座前，我们一起向祂

歌唱。 即使在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用我們的喉嚨、用我們

的生命、用我們的歌向他歌唱，我们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感謝祢主耶穌，祢开了这条道路，让我们可以靠近

神。耶稣，为着十字架我们感谢祢。�

我看到一个图画，在这边有一些人，经过这些疫情和这些

困难的环境，这段日子你很难持续地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祷告的

里面。好像周围的这些压力，让你里面的敬拜祷告的爱火一直

地微弱下去，但是我觉得神在叫你的名字，说：「�我燃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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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位，兴起兴起！你记得吗，我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

是燃烧的那一位，你要兴起！」若是你觉得你是那一位，你里

面敬拜祷告的火好像开始降低，但是今天神要再次向你呼唤，

说：「我要用我的热情、我忌邪的爱火，使你的爱火再燃烧起

来，你可以往前！你可以往前！」我们要为你祷告，你这个火

不再熄灭，而是要一直地燃烧起来，直到耶稣再来，而且你里

面的人要被刚强起来，如火挑旺起来，以至于当耶稣再回来的

时候，你可以与祂面对面。我现在邀请你们，我们请牧长团隊

可以出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里面的爱火可以再次的地点燃，

成为神燃烧的一位。�

主，我们的火不再减灭，而是成为燃烧的那一位。若是今

天你觉得疲倦、灰心、疲累，我们说：「耶稣的生命要进入你

的里面，你们要再次地活过来，你就是祂燃烧的那一位。」你

向神举起手来，说：「�神，我是你那一位燃烧的。圣灵，请

祢来！我是祢燃烧的新妇，从里面刚强我。」我说：「是

的！」


	2022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