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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今天我跟⼤家分享，因為有感動。我是⾃
願來分享的，這是我第⼀個改變，否則我以前我都覺得有
別⼈就好了。 

我今天跟⼤家分享《復興古道》。《耶利⽶書》6章16

節那裡講到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站在路上查看，

訪問古道，哪是善道，便⾏在其間。這樣，你們⼼裡必得
安息。’」 

我今天講到「古道」，我特別要分享到在我們教會裡
⾯，神給我們的呼召、給我們的帶領、跟祂多年的預備。
祂要我們⾛的是什麼樣的⼀條路?《耶利⽶書》後⾯那句我
把它拿掉了。以⾊列⼈是說：「我就是不要。」我想我⼀
定要把這個拿掉，我們連看都不能看這個回答。 

但是神說「當我們⾏在其間的時候」，是神對慕主先
鋒教會的⼼意、是神的帶領，當我們⾛在其中的時候，祂
說：「你們⼼裡必得安息」，「必得安息」——我們的爭戰
就會少掉很多，⽽且我們整個的⽣命、我們的成長、我們
會遇到的試探、會遇到仇敵的攻擊，你都會少掉很多，當
我們⾛在路上的時候。  

 我就跟⼤家分享⼀下，因為我們當中有些⼈是後⾯才
來的，在1995年那個時候，江牧師沒有開⾞，她是被⼈家
⽤旅⾏⾞送過來的，然後我跟她約在⼀個地⽅，在⾨⼜接
她，就是⼀個旅⾏⾞，那個旅⾏⾞位置全都拆掉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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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書架，還有⼀個⼩桌⼦，你相信嗎︖她從LA搬⼀個⼩
桌⼦上來，當時只有我⾒證到哈！包括她的衣服。然後幫
江牧師搬上來之後，她回到LA了。然後江牧師沒有⾞，那
個時候我就是她的司機，真是莫⼤的榮幸！我覺得你真的
跟⼀個屬靈領袖在⼀起，你即使是幫她開⾞，你覺得：
「開⾞帶她，我哪有時間呀?誰都可以去開⾞載牧師。」我
告訴你，你趕快去開⾞載牧師。我跟你講，到現在我覺得
很多東西我不⾒得是在講臺學的，我是從她⽣命裡⾯⾃然
發出來的學的。你知道講臺下的牧者，我告訴你不是讓你
下巴掉下來，真的不知道怎麼說，「台下牧者怎麼是這
樣︖」要不然就是真的會⽣命跟著⼀起改變。 

1995年那個時候，其實我們的教會是叫做「基督教慕
主錫安堂」，那時候我們不是叫「慕主先鋒教會」，那個
時候你就在了，舉⼀下⼿，好不好︖有⼀部分哦，我們
2003年買了這塊地，經過⼀年的時間，然後蓋堂，我們在
建堂的時候，那時候你已經來的舉⼀下⼿！又多⼀點點
了，感謝主！看著這個教堂建起來的。就在我們搬過來的
時候，江牧師突然間有⼀個感動，我覺得不是突然間了，
我覺得神放在她裡⾯的負擔跟感動，她很快就順服了，她
說：「我們教會要改名字！」這是我參加⼀個教會，第⼀
次是中間改名字的。我之前有參加⼀個教會，到現在他們
都沒有改名字。江牧師就說：「我們教會要改名字叫做‘基
督教慕主先鋒教會’」英⽂是只有「Forerunne  Chris8an  

church」，但是「慕主」那個字都沒有拿掉過。我今天早上
去搜索了⼀下，居然有⼀篇訪問，是⼀個新聞報導，是訪
問江牧師的，就是問說：「你為什麼搬到費利蒙之後，你
要改名叫做‘慕主先鋒教會’呢︖」那時候江牧師說：「因為
我們要做愛慕主耶穌的先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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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名字對我們是有⼀個特殊的意義的，就好
像猶太⼈，你知道所有在神的國裡⾯名字都是有意義的。
就像亞伯蘭⼀樣，亞伯蘭他原來的名字的意思是「被⾼舉
之⽗」他是⼀個被尊榮的。但是當《創世紀》17章第5節，
神給他⼀個應許，神在他身上有⼀個特別的⼼意，也就是
他的⽣命進到⼀個季節的轉換的時候，神跟他說：「你以
後不要叫亞伯蘭了，你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你做多國
的⽗。」他已經不再只是⼀個「被⾼舉的⽗」，他是「多
國的⽗」，因為他的兒女、他的⼦孫真的要像海邊的沙⼀
樣多，數都數不盡的，所以他就改名字了，就變成叫做
「亞伯拉罕」。我講這個只是要告訴你們說：我們從⼀個
愛慕主耶穌的⼀個教會，當我們進到愛慕主耶穌的先鋒的
時候，我們的名字的改變並不只是⼀個新的名字，我們從
來到10.4 英畝。在這邊開始聚會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
進到⼀個完全不⼀樣的季節的裡⾯，神在在這個教會的裡
⾯有⼀個更⼤的⼼意，神也呼召我們成為⼀群有先鋒的靈
的的弟兄姊妹、⼀個教會、⼀個家，在這個地⽅。 

好，接下來我想放⼀下在我們獻堂禮拜的時候，畢邁
克在我們這邊講的11分鐘短⽚，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放
前⾯5分鐘，你有興趣的話，之後再去看全部。 

（播放短片的內容）�

我會從《使徒⾏傳》19章來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會被神改變成為⼀個逃城。這個地⽅在當時是⼀個不可
能完成的任務，但是我們的主正在把它改變成為⼀個逃
城。在即將來的⽇⼦裡頭，這會是⼀個供應許多⼈需要的
⼀個城市。很清楚的，我們看到這是神⼼中規劃的藍圖，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未來這個屬靈爭戰嚴厲的時候，
這是神有⼀個願意供應的⼼。這個藍圖、這個景象會能夠
激勵許許多多的⼈。將來會有許許多多的屬靈的超⾃然的
供應，但是必須要是透過屬靈爭戰跟努⼒才得到的。在

 3



《使徒⾏傳》19章第9節，在推喇奴學房裡頭，保羅就把許
許多多的⾨徒聚集在⼀起， 那麼神也會使這個地⽅好像推
喇叭奴學房⼀樣。從這個地⽅ 使徒性的恩膏會往前擴展出
去。第10節說，保羅在這個地⽅連續的⼯作了兩年，所有
住在亞細亞的⼈都聽到這個好消息，第11節就說神在這個
地⽅釋放⼀個非常特別不尋常的奇跡。第20節說神的話語
在這個城市裡⼤有能⼒的擴展。⽽在今天，神已經在這些
會眾當中要興起⼀個先鋒者，神在靈裡頭要創造你們成為
⼀個推喇奴這樣的學校，⽽且是真實的，是今天的整個的
亞洲會聽到從這個地⽅所要發出的資訊，⽽且神已經親⾃
揀選這裡是祂⾃⼰要居住的地⽅。在11節12節裡頭所講到
在推喇叭奴這個學校所發⽣的神蹟，你們也會在這個⼟地
上⾯看到神偉⼤的神蹟出現。我所講的是指說疾病被醫
治，⽽且邪靈被驅趕出來。神已經選擇這個地⽅，你要看
到天開了，在《創世紀》28章的時候，雅各看到天開了，
神的使者在天梯上上上下下，神的天使在天梯上⾯上去下
來，他們就把這個地⽅叫做⼀個天開了的地⽅。在《使徒
⾏傳》裡的推喇奴學校也是發⽣這樣的事情，也就是天在
那裡開了。我會把第20節再念⼀遍：「神的話語是⼤⼤的
彰顯。」這是神的⼼意，神的話語在這⼀個殿堂裡頭會⼤
有能⼒，祂會訓練不管是年紀⼤的或是年紀輕的，在祂神
的話語裡頭⼤有能⼒，⽽且神的道會從這個地⽅真的是⾏
遍亞洲全地。 

阿們！神的道要在這裡⼤⼤的興旺，⽽且怎麼樣︖得
勝！你⼀定要記得這個字，不只是⼤⼤的興旺，不只是神
的道被打開來，⽽且要⼤⼤的得勝。神的話要很真實的在
這個地⽅被經歷到，我們要看到真的發⽣，神的話沒有⼀
句是徒然返回的，阿們！ 

那麼我這裡整理⼀下畢邁克講到的幾點： 

 4



第⼀個，他講到這裡是⼀個逃城！我真的相信這裡會
是⼀個逃城，他其實有講，接著有很多⼈會來到這邊休
息，然後被恢復，這個已經發⽣了。有沒有︖我們看到很
多牧者來到我們這個地⽅，他們在這裡休息，然後被恢
復。 

當然不只是這個，他也講到這裡會成為末世⼀個糧倉
的地⽅。接著推喇叭奴學房，我們之前就有訓練中⼼，我
想接著使徒中⼼開始之後，這個也會被恢復，我們會重新
開始。 

  第三個，他講到我們這裡的會眾，在這裡所聚集的每
⼀個⼈，在這個家裡⾯的⼈，神會把先鋒的靈放在我們當
中。然後他接著講到說「會有神蹟奇事」，他說這些神蹟
其實都是在我們極⼤的困難的時候，藉著爭戰，我們會看
到許許多多的神蹟奇事的發⽣。你⼀定要記得是在最艱難
的時候是要藉著爭戰、藉著禱告，藉著爭戰，藉著禱告，
所以最艱難的時候不是我們後退的時候，是我們需要藉著
禱告，藉禁食，神蹟奇事就會發⽣在我們的當中。然後他
接著講到這是⼀個天開了的地⽅，因為當初在以弗所推喇
奴那個地⽅，成為⼀個天開的地⽅，為什麼︖因為那裡有
很多的神蹟奇事，不是只有神的道興旺，很多⼈病得醫
治，很多的鬼被趕出去，在那裡成為⼀個平常，神蹟奇事
在那裡成為⼀個平常，⽇常他們⽣活可以經歷到的，所以
是⼀個天開的地⽅，神的使者上去下來，所以第6節他說:

「主的道會⼤⼤的興旺，⽽且得勝。」我也相信在這裡神
不只是要興起很多的《聖經》教師，⽽且這些《聖經》教
師是⼤有能⼒的，我們絕對不是只是解惑⽽已，阿們！我
們要相信神的話，⽽且相信的神的話沒有⼀句要落空。 

我接著就解釋⼀下什麼是「先鋒的恩膏」，我想當中
有些⼈在這個地⽅時間比較短，「先鋒的恩膏」、「先鋒
的靈」我可以講好幾堂，我今天簡單⼀點，我們就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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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節經⽂好不好︖我們⼀起來讀,⼤聲：「娶新婦的就是
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新郎的聲⾳就甚喜樂，故此我
這喜樂就滿⾜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講臺上⾯有「耶穌我唯⼀的熱
情」。江牧師當初就是被呼召要為耶穌第⼆次再來預備教
會成為⼀個新婦，最重要的⼀件事就是愛神跟渴慕神。我
們做所有的事情的出發點都是因為我們愛神，我們包括愛
⼈都是因為神先愛了我們，都是因為我們要回應我們對神
的愛，所以這是在我們教會最重要的⼀件事情，就是⼀個
新婦的靈，那種渴慕！如果你是才剛剛來我們教會的，最
近⼩家在聽《雅歌總結》，這就是江牧師那個時候從LA剛
來的時候講的。她那時候沒有⾞，她住在這裡之後我們接
送，我們那時候開始禮拜四跟禮拜天的聚會，她第⼀卷書
講的就是《雅歌》，因為這個是神放在她⼼裡⾯，神給她
的⼀個呼召，就是要像施洗約翰⼀樣。 

施洗約翰說：「我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是什
麼︖我們是要把每⼀個⼈帶到耶穌的⾯前，帶到神的⾯
前，讓他這樣⼦去愛上耶穌，他不是只是信主已，⽽是他
認識到耶穌是這位新郎耶穌，他要⽕熱的來愛祂，這樣⼦
去渴慕祂。所以你知道新郎的朋友不是把⼈帶到我們⾯
前，我們牧⽺⼈幫助⼈，不是把⼈帶到我們的⾯前，當我
們看到他這樣⼦⽕熱的愛上神，跟神連上了之後，新郎的
朋友就聽⾒新郎聲⾳他就好開⼼好開⼼，他說：「這是唯
⼀⼀件讓他滿⾜的事情」。他的滿⾜不是只有⾃⼰找到神
⽽已，他的滿⾜是包括他所有帶領的⼈都可以這樣⼦來愛
耶穌，這樣⼦遇⾒神。 

我們接著來讀《⾺太福⾳》11章12節，我們⼀起來
讀：「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進入的，努
⼒的⼈就得著了。」這裡也是講到施洗約翰，說：「從施
洗約翰的時候直到如今，天國是努⼒進入的，努⼒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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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了。」事實上「努⼒」這個字的原⽂是「暴⼒」，我
們中國⼈都比較含蓄，翻做了「努⼒」，他說：「從施洗
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有‘暴⼒’的⼈才可以進去的。」
「暴⼒」的⼈他強⾏奪取，他⽤了「暴⼒」的⽅式，他就
把它拿下來了。 

我們可以看⼀下 放⼤解釋版的聖經，這裡就講得很清
楚，解釋得更有意思，這裡說：「天上的國，今天是因為
有⼀群⼈是帶著屬靈強暴⼒的攻擊。」這是先鋒的靈！我
們怎麼攻擊天國︖我們怎麼攻擊天國︖就是禱告！禱告，
就像那個切求的寡婦，「我整天都來到你⾯前敲、敲、
敲，看你聽不聽我的話。」所以這裡就講禱告，他說：
「天國都感覺到被你攻了。」好像不⽴刻回答你沒有辦
法，因為你帶著強暴⼒每天都來說、每天都來求。他接著
講到說：「有強暴⼒的，他要抓住神的應許，好像抓住⼀
個獎賞⼀樣！好像抓住⼀個獎賞⼀樣！」他說：「他強
⾏、⽤盡了所有的⼒量要來抓住神的應許。」 

我想問⼀下我們當中，「你有被先知預⾔過的舉⼀下
⼿！舉⾼⼀點！你有被先知預⾔過的！」⼤部分！我覺得
在我們教會真的很有福。我想問你：「那些預⾔你有這樣
⼦去禱告有沒有︖」有幾位，真的太棒了！我也沒有，真
的悔改，這是我最近的悔改。我就覺得該發⽣的也會發
⽣，沒有發⽣的就是他講的不準確。我現在想想可能沒有
發⽣是因為我的禱告不夠，因為我沒有帶著「強暴⼒」來
⼀直禱告、⼀直禱告，好像我⼀定要這件事情，這個預⾔
成就在我的身上，或者在我的家裡⾯，或是在教會的裡
⾯。 

最近我在想疫情這兩三年，今天我也要跟所有在網路
上或者是禮拜天才會聽網路，或者是現在休假的⼈講，我
覺得疫情這三年對我們教會、對基督徒最⼤最⼤的損傷就
是安逸，跟⼀個⾃由到隨便的地步。我們覺得反正網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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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哪⼀天聚會都可以，我哪⼀天主⽇都可以。我們覺
得說很多事情沒有關係，沒有參加也沒有關係，因為新冠
關太久了，反正上關閉視頻，也不知道你在不在那裡。我
們青年輔導說，那個視頻關著，後來叫他的名字，我隨便
講⼀個，比如說叫 Chris，「Chris，Chris……」那個⼈連回答
都不回答你，上網⼈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我不知道你是不
是這樣成為⼀個隱藏的⼩家⼈員︖成為⼀個隱藏的會友︖ 

我跟你講疫情三年「溫⽔煮青蛙」，渴慕的越渴慕，
你站在中間的⼈不後退也難，真的！真的！顯出來我們跟
神的關係有多少︖顯出我們屬靈的肌⾁有多少︖我覺得我
是牧師，當然不會「溫⽔煮青蛙」，但是我跟你講，我也
進到⼀個規律⽣活的裡⾯。你知道在關城的當中我去帶了
英⽂部，我們在網路上禱告，在網路上分享，在網路上聚
會。到最後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說：「我們⼀個⽉至少聚
⼀次好不好︖反正敢來的就來。」來了來了結果又疫情又
關了，⼤家都得新冠了，我們所有的同⼯都得了，然後又
關了很久，後來我們就開始做⾨訓。你知道做了⾨訓之
後，感謝主，我們去年只有23個孩⼦，等到我們今年9⽉重
新再呼召孩⼦「有誰願意做⾨訓︖」，呼召他們回來的時
候，你網路聚會到⼀個地步，我後來就說：「反正他們也
不來，我們乾脆就做⾨訓，你要來的才來，你不來的就算
了。」我知道我會得罪家長，因為如果我不這樣⼦限制的
話，孩⼦都可以來，我是要孩⼦簽名的，你要來你就是真
的第⼀個你⾃⼰想來，第⼆個你來你真的是想要遇⾒神。
因為我真的看到我們的指導⽼師太好了，我們的指導⽼師 

Christopher 、Alvin、Bryson、George、Mishi跟他的先⽣
Mathew，真的指導⽼師太好了，但是他們在做什麼︖他們
在做幼稚園老師的事情，照顧幼兒⼩孩。「哎呀!你不要講
話。你要注意聽了……」我不幹了！現在什麼時候了，瘟疫
都來了，我們還要做照顧幼兒⼩孩，我把這麼好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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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我覺得這麼多個⼈，我告訴你我們中間有⼀個弟兄，
連孩⼦都跟他說：「你每天都花時間跟我們在⼀起，你有
什麼時間交女朋友啊︖」他說：「對，所以我沒有女朋
友，你看我到現在都沒有女朋友。」我知道他們是犧牲
的！所以我現在跟你講，你的孩⼦還沒有到青少年，我現
在就告訴你，你現在就好好的帶他。我不覺得教會應該做
照顧幼兒⼩孩，⼀直帶他們玩玩玩，以至於他可以專⼼，
我覺得真正渴慕的孩⼦就覺得很無聊就不來了。我到底要
⼀直玩讓他可以專⼼，還是我要帶領這些有⼼的⼈︖ 

真的，我跟你講，你信主了之後你就有救恩、你就有
永⽣。但是我告訴你，獎賞是你要付代價的，你要認識神
你是要付代價的。不是你今天坐在這裡，或者是你在家裡
⾯隨便過⽇⼦，你就會有獎賞。不！我跟你講，我做得最
對的事情，就是過去的⼀年我開始⼀直在研讀末世資訊，
現在沒有機會跟你們講。我告訴你，我們真的會後悔我們
所過的⽇⼦，包括我們慕主先鋒教會，我們現在所過的⽣
活，包括我⾃⼰，我到天上我⼀定會後悔，我⼀定會是那
個哀哭切齒的⼈。我雖然有救恩，但是我在千禧年，那
1000年與基督作王的時候，我會每天都愁眉苦臉，因為我
很後悔我在地上怎麼樣過⽇⼦。 

今年季節又變了！我本來事情都很好，英⽂部也很
好，同⼯也很復興。我從6⽉就跟他們講，我說只要⼀旦臺
灣開始不需要關城這麼久，我要回臺灣了。我真的要想⼀
想我的青年學校該怎麼樣，我說我可能是8⽉的時候回去。
結果真的被我等到了。你知道嗎︖兩個禮拜的隔離變成3天
的隔離⽽已，最後4天是⾃主，那個是可以出⾨的，只有3

天⽽已，太好了！我就開始看機票，你知道我有⼀個⽉的
安息年假期，就花在每天在臉書看別⼈回臺灣吃喝玩樂，
終於輪到我了。我跟你講，就我在看機票的時候，就發⽣
了⼀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的事情。我就想說：「好

 9



哇，你真的錯看我了，我雖然看起來像‘路⼈甲’，告訴你，
我只是‘便衣員警’，我雖然便衣，我還是員警的。你竟然敢
來攻擊我們，竟然敢來攻打我們，你看錯⼈了，我告訴
你。」不看機票了，告訴你我的安息年假期，我奉獻了，
因為它快過期了，安息假期？什麼時候了，還過安息假
期。現在是打仗的時候，敵⼈打到我們家裡來了。我告訴
你，但是我必須承認我還是軟弱的，聽到這個壞消息我在
家躺了三天。我又得那個濾過性病毒，長在我的⽿朵，然
後我就整個神經痛，我整個頭都在痛，我就好痛好痛！然
後那幾天聚會又很多，你知道就很痛，然後繼續聚會、繼
續聚會聚會，然後居然長到我的下巴來了，我在想：「⼈
家是長在腰上還有穿衣服，我這臉上長⼀圈還得了。」我
想說：「真的是不能！」你就知道我那個時候的壓⼒跟⼼
情。⼀定要起來！我告訴你，爭戰的時候你不打他，你不
起來爭戰，你就是被消滅，就是這樣⼦。爭戰的⽇⼦你不
⾏軍，你以為說我就不要，我跟你講你就是被消滅，不同
的消滅法。你可能覺得我還是過得很好，你不知道你已經
變⽼底嘉教會了你都不知道，只是你後悔得會比我現在晚
⼀點⽽已，那只是唯⼀的差別。我就想說：「我要開始禱
告。」 

我告訴你為什麼神跟我們說：「主的道要在我們當中
⼤⼤地興旺並且得勝！並且得勝！」你相不相信在祂沒有
難成的事︖你相不相信祂是耶和華拉法︖你相不相信祂醫
治⼀切的疾病︖我告訴你，我站在仇敵⾯前的時候，我都
是這樣⼦禱告。我有沒有這麼相信︖我告訴你我真的站得
不穩。後來我發覺享利牧師那招真好⽤，我以前不懂，跟
你講我真的不懂。他常常就喜歡講兩個字「我相信，我相
信，……」你知道他常常講這個都沒下⽂的，「我相
信……」，我告訴你，當你爭戰的時候兩個字真有⽤！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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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相信、我相信……」，我⼀直說給我⾃⼰聽「我相
信、我相信……」我告訴你，我就從床上起來了。 

我不但從床上起來的，我告訴你神很奇妙！神帶得很
奇妙！我跟你講，我在YouTube看看，「畢邁克！有新的資
訊上來。」我後來才知道，那是2019年的資訊。就是講從
他20多歲開始，神給了許許多多的預⾔，我聽了之後我就
太興奮了，因為那不是只是給IHOP⽽已，是給我們⼤家
的！那是給神的國的！我想說：「是！這就是我想要
的。」他就講：「先知⽢保羅看到⼀個新的異象，在體育
館裡⾯，三天三夜！」復興聚會三天三夜！他說：「所有
的⼈都沒有洗澡」你相信嗎︖「也沒有吃飯，因為神蹟奇
事不斷地發⽣，⼤家就⼀直在裡⾯，⼀直地聚會，神⼀直
地就在裡⾯神蹟奇事，神⼀直做⼯。」聖靈的恩膏⼤到這
個地步。他說：「連癌症病患進到裡⾯，癌腫瘤就沒
了。」我想說：「主啊，這就是我們需要的！這就是我們
需要的！」但是要怎麼得著神蹟奇事︖畢邁克那時候特別
有講過，尤其是對我們說的，我們的神蹟奇事都是在困難
當中藉著爭戰⽽來的，藉著禱告⽽來的。 

1982年的時候在埃及開羅，神對畢邁克說：「我將在
⼀個世代中改變全地對基督教的認識和他的表達。」祂說
「對基督教的認識」，「認識」指的是什麼呢︖祂說：
「因為現在的⼈對教會的認識是覺得‘無聊’，他們活在⾃⼰
的世界裡⾯，跟這個世界沒有相關，他們講的東西就活在
⼀個宗教的思想跟⾏為的裡⾯。」祂說：「那也是沒有挑
戰的⼀個地⽅，他們就在⼀起唱歌很快樂，然後⼀起吃
飯，可能就⼼靈軟弱的⼈、需要多⼀點愛的⼈就來教會
了，這是⼈對教會的認知。」但是神說祂要改變，祂說：
「整個教會⽣命的表達，教會將會是禱告以及先知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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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且他們要⾏在先鋒者的靈中，活在登山寶訓的⽣命
中。」 

我等下會講登山寶訓⽣命，你去看那些經⽂，你去看
畢邁克怎麼講登山寶訓，就跟江媽媽的內在⽣活是⼀樣的
東西，你都可以幾乎對照出來。所以其實你知道嗎︖你在
慕主先鋒教會被預備多年，你已經在活⼀個登山寶訓的⽣
活，如果你有好好地在過內在⽣活的話，⽽不是覺得我已
經聽過了。我告訴你遇到難處的時候最有⽤的就是讚美。
就是我1995年，27年前聽的第⼀篇道就是《讚美》，到現
在都有⽤，最需要的就是讚美，你只有這⼀件事情讚美升
空。 

另外⼀個就是先鋒的靈。神說祂要改變，祂要改變我
們。從前⼀陣⼦我在讀末世的時候，我讀到《以賽亞書》
40章時候，我就開始⼀直哭，那裡就是講到先鋒的靈,怎麼
樣為主預備道路，因為我知道這是我們慕主先鋒教會的呼
召。但是不但我⾃⼰，我知道很多⼈我們已經沒有像以前
那樣⼦過⽣活了。⼀個先鋒者的呼召，禁食、禱告是我們
常常在做的⼀件事情。當然不只是這個樣⼦，畢邁克那個
時候講，神告訴他4樣事情是新約教會需要持續地做的，並
不是新約教會只有這4件事情，不是只有這4件，⽽是這4件
事情常常被忽略，⼀個就是代禱，晝夜不停地禱告和敬
拜，所以為什麼我說季節改變了，不是很特別嗎︖我們剛
剛看到“111全球” One eleven global來到我們的當中幫助我們
建⽴禱告殿，我們下午又開始有講⽅⾔的禱告會。敏⽂跟
我說，包括我們的禱告城牆，我們不再是⼀個⼈上禱告城
牆。我們兩個三個。我們有兩個⼈在這裡禱告的時候，神
就要在我們當中。已經不再是⼀個⼈上禱告城牆，我們兩
三個約了⼀起上禱告城牆，我們⼀起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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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他講到聖潔，登山寶訓的⽣活⽅式。我覺得我
們需要更認真地起來過內在⽣活，管住我們的⼜。我告訴
你這個⼜真的是可以把地獄的⽕點起來的，管住我們的
⼜、管住我們的眼睛、管住我們的時間、管住我們的⽣
活、管住我們的⼼思意念，好好地來跟神對齊，好好地來
跟神的話對齊。 

另外⼀個幫助我非常⼤的就是每⼀天的讀經進度，真
的，你知道在我覺得最不容易的時候，我們剛好在讀《約
書亞紀》，「不要害怕，因為這個爭戰是屬於耶和華
的」，這是神的爭戰，耶穌是我們爭戰的元帥，就像約書
亞問:「你是來幫我的還是幫他的︖」他說：「我是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我們唯⼀做的只是跟耶穌同⼯⽽已，不是
我們能夠打贏，但是耶穌已經打贏了。所以聖潔的⽣活包
括你的讀經、包括你的禱告、包括你的晨更。你⼀天唯讀
⼀節經⽂是不夠的，我真的告訴你是不夠的，因為接下來
的⽇⼦只會越來越糟，只會越來越糟。因為我們已經進入
到末世的展開了，你去聽那個預⾔有講，敵基督政權開始
形成之前有什麼樣的⽅式，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所
以我不會在這邊講，因為沒有時間詳細說明，他都講了已
經發⽣了，那個記號已經開始出現⼀點點了。 

⼤家都以為新冠肺炎也很快就要結束了，但是我告訴
你，在新冠肺炎的時候，我就聽過畢邁克講末世的時候他
講過⼀次：「新冠肺炎只是瘟疫開始的第⼀個。」我跟你
講，我這次得新冠肺炎，有⼀個醫⽣開了⼀個藥給我，是
新冠肺炎的藥，他說：「你可以吃吃看，不知道有沒有
⽤。」我說：「它上⾯講說要吃完，我要吃完嗎︖」他
說：「你覺得有⽤你就吃完了，你覺得沒有⽤，吃不吃完
隨便你了。」我想說：「他為什麼講話這麼‘隨便我’︖開藥
給我吃，就說隨便我。」我說：「為什麼︖」他說：「這
個藥是為德爾塔病毒做的，現在已經奧密克戎5病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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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跟你講，你要依靠藥物的話，我們不知道以後來不
來得及，不知道科學家來不來得及。重要的是我們，重要
的是神的話要在我們當中⼤⼤地興盛，⽽且要得勝，這是
神給我們的應許，所以藥我就沒有吃完了，算了，我已經
好了，很多⼈幫我禱告。 

奉獻跟先知性，我這裡不多講。奉獻，更多的給出
去，你不是看你現在所有的，你給出去，神就會再多給
你。接著我們的禁食、我們的禱告，我們過⼀個聖潔的⽣
活，當你開始做這幾樣事情的時候，包括給予，我跟你
講，先知性在我們當中就會越來越豐富。 

我聽畢邁克在講那些先知講的話，我想說：「真的跟
舊約先知⼀樣㗒！」雖然他是新約先知，我跟你講這樣的
先知真的很少，因為他那時候⾒到畢邁克講說：「你是⼀
個青年 牧師。」他就想：「假先知！我以前是青年牧師，
但我現在是資深牧師，我現在是主任牧師。」但是其實他
講的是他後來做禱告運動之後，他下⾯帶的都是年輕⼈。
你知道嗎︖畢邁克講，我已經忘記是哪⼀個，你們⾃⼰回
去聽，他說：「我現在跟你講的預⾔⼀定會實現，你接著
會看到坎薩斯城會降初雪。」他說，那個時候已經春天來
了，冬季已經過去了，就果真在他說的那⼀天就降下雪
來。你知道先知是沒有辦法掌控天氣的，是不是︖所以就
印證他是⼀個先知。 

我聽到這裡我就打電話給安娜姐妹：「安娜，好好禱
告，我們不要只是安慰、造就、勸勉。」我說：「我們太
容易滿⾜了！我們要看到它發⽣！」你不覺得我們⼈很能
容易滿⾜嗎︖我就覺得我很容易滿⾜：去年⼆⼗三個孩
⼦，今年四⼗幾個，哎呦！真的復興了！復興只是這樣⼦
⽽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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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就知道中⽂部的牧者每天早上9:15開始禱告，牧
者們⼀起禱告，我說：「我們英⽂部也要，我們來開始禱
告。」我也就帶著我們英⽂部的所有長⽼牧者，每天早上
9:00就開始禱告。我跟你講，我越禱告越覺得：「復興可能
真的會來！」如果說我們只是這麼⼀點點的禱告，神就已
經做⼯了， 聖靈的⼯作已經這麼強了，更何況如果我們所
有的領袖，包括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夠聚在⼀起，兩三
個、兩三個我們聚在⼀起，就是要為神的應許來禱告，就
是要為神給你的，不管是你⽣命、你的家庭、你的財務、
你的⼯作、包括你所開的公司、你的教會的服侍，神給教
會的應許，制服癌症權柄我們還沒拿到。如果我們可以這
個樣⼦禱告的話，真的這個指望就不是⼀個夢想了，就不
是⼀個空談了。每天接著禱告，你就知道你又離復興近⼀
點了，哪⼀天復興來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們需要開
始為復興來臨爭戰，先鋒的靈就是這樣⼦的⼀個不滿⾜。
我⼼裡就想：「我告訴你，你以為我是路⼈甲，便衣員
警！你就以為我是個平常⼈。」 

我跟你講，我前兩天還想到我看的那個《偷襲珍珠
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個⽼⽚⼦。你知道美
軍在夏威夷珍珠港那，放假喝啤酒、放⾳樂、美女啊……電
影都是這樣演，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知道嗎︖
「嘣……，」⽇本⾶機來了，你知道那部電影就結束在這
裡，最後就是羅斯福總統坐在輪椅上，他結尾說了⼀句
話，他說：「你今天把⼀個睡著的獅⼦叫醒了。」這是我
今天的⽬的。我要把所有慕主先鋒教會的家員，不管你在
海外還是在這裡也好，我們睡著的獅⼦要被叫醒。我們是
有⼤能的！先鋒才是你的名字！慕主才是你的名字！所以
為什麼神要改變這個認知. 

如果有⼀天神蹟奇事在這裡不斷的發⽣，借著我們的
禱告，我跟你講我們不需要出去傳福⾳，我們不需要再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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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給⼈家吃了，累死⼈了！我們拿煮飯的時間先來禱告，
吃吃吃，吃到最後也不受洗。我以前就帶⼀個慕道友，吃
了我半年⼀年，我說：「你要不要受洗︖」他說：「怎麼
樣︖影響你的業績嗎︖」把我氣的！我跟你講。那時候還
沒有過內在⽣活，把吃飯的時間拿來禱告，改變我們的⽣
活，我今天⿎勵你。斯蒂⽂牧師很友好，「你就照你，可
以的做。」我告訴你，什麼照你可以的，全部都是軍⼈，
慕主先鋒教會，敏⽂的歌都寫了先鋒軍隊怎樣︖前進！前
進！在家裡⾯主⽇的全都給我回來！ 

神告訴⽢保羅說：「我要興起約珥的⼤軍。」我們⼀
起來讀⼀下《約珥書》第⼆章12、15節，我們⼀起來讀，
⼤聲讀。「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

哀，⼀⼼歸向我。你們要撕裂⼼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
和華你們的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
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你們要在錫安吹
角，分定禁食的⽇⼦，宣告嚴肅會。’」我現在就來宣告：
我們進到嚴肅會的裡⾯，我們現在開始禁食，禁食到10⽉5

號——贖罪⽇，我覺得猶太⼈過新年實在太好了，他們不是
像我們發紅包，我媽媽就是打麻將，你知道就這樣吃吃喝
喝。猶太⼈太好了，他們新年過⼀下，然後接下來怎麼
樣︖他們就開始悔改，預備新的⼀年，他們是借著悔改。
除舊換新！你把家裡打掃得再乾淨，你有換嗎︖你有沒有
打掃你⾃⼰︖真的，我覺得這個禁食除了為教會的應許
「這裡是⼀個天開的地⽅，會有神蹟奇事」，神賜給我們
勝過癌症的權柄，得勝癌症的權柄。還有⼀個我等⼀下會
講，我們⼀定要聖潔，不是只有聲⾳⼤⽽已，我們⼀定要
聖潔。 

《約珥書》這裡講到：「如果你們做這些事情，你們
禁食，你們⼀⼼歸向我，你們不是撕裂衣服，你們是撕裂
⼼腸，神說：‘我就對你要施憐憫，我要對你施恩典，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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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我的怒氣，我要後悔，就不降災了。’」接著在第28節
那裡說：「如果你們這樣做，如果你們宣告嚴肅會，如果
你們這樣⼦禁食，如果你們願意這樣⼦禱告來呼求我，你
們都這樣⼦做，都悔改了之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
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你們的少年⼈要⾒異像，你
們的⽼年⼈要做異夢。」 

我想問⼀下你們的兒女有在家裡⾯說預⾔嗎︖都在說
預⾔嗎︖我們真的需要禱告！有多少的孩⼦，我都覺得他
的孩⼦有情緒上的疾病，家長可能還覺得沒什麼，「哦，
他就是安靜⼀點，他就喜歡關在房間。」不是沒有做壞事
就叫健康，健康是「他是⼀個活著的⼈，對神會有反應，
他對⼈也會去反應。」連我都不夠健康，神⼀直在醫治
我，你現在再來跟我做家⼈，我已經悔改了，我最近⼀直
在悔改，真的很抱歉。 

今年，在猶太⼈是5782年，是⼀個安息年，希伯來⽂
字⾯的意思是講「放⼿」，真的放⼿，所以我們禁食當中
不是只是餓肚⼦，你不是只是禱告神的應許，你有什麼應
該放⼿的，你有什麼還是不饒恕的。 

聽有些⼈真的是像⼀個壞掉的收⾳機⼀樣，整天都在
重複講⼈家對他冒犯的話，那個叫做「壞掉的收⾳機」， 

都是幾年前的事情了。 有什麼你還是想掌控的︖你有什麼
還是在懼怕裡⾯做的︖你在懼怕裡⾯會多做很多事，把你
⾃⼰累死，也把你所要掌控的⼈累死，真的可以告訴你。 

我以前就是這樣⼦。我記得江牧師第⼀次得癌症的時
候，我去讀了很多怎麼吃、怎麼保養、怎麼抗癌的，買⼀
⼤堆東西，你現在該吃不能吃，她在吃飯的時候就是「你
不能吃」，我像⼀個員警⼀樣。後來她就說：「你可不可
以不要管我了，我不是⼩孩⼦。」後來我想說：「我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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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抗癌呀!」我跟你講，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叫做焦慮，
不叫做為別⼈好。 

真的我提醒我們當中的⽗母，你做多少事情，你是在
⼀個懼怕的裡⾯做的，你懼怕你下⼀個就是掌控，掌控勞
民傷財，真的沒有安息。我跟你講那時候我焦慮到只要醫
⽣的診號排不上，我就想罵⼈了，當然我沒有了，但是我
裡⾯焦急，我感覺有不好的東西快要噴出來了。那個就是
掌控，真的是放⼿交給神，我們真的要把它交給神。 

所有你被冒犯的事情真的有這麼重要嗎︖你坐在這裡
我看你也沒少塊⾁、少根頭髮，都好好的。有這麼重要
嗎︖有更美好的應許！你就⼀天24⼩時，你要把時間花在
緬懷過去，所有⼈家對不起你的事情，或者是你的哀怨，
或者你的⾃憐，還是你要把它花在神給我們的極⼤應許
上。 

我真的相信⼀個軍⼈在上戰場的時候，他不會說「有
點憂鬱，⼼情不好，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天氣不好，⼼情有
⼀點不好」，前線戰⼠沒有⼈這樣⼦吧︖ 

接下來5783新年⾺上就要到了，講到「是做決定，很
多的決定！我們會需要做很多的決定！是你決定與神同⾏
還是要遠離神。因為5784年就是你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
你會開始來收後果。」其實我們做每⼀件事都有後果的，
你現在每天做的、你每天過的⽣活……，對不起，我想我讀
末世之後，我就發現我要跟你們講誠實話，我真的需要跟
你們講誠實話，我不能不講誠實話，將來我要為此受審判
的。我跟你講我們每天過的⽣活都是有後果的，等到哪⼀
天你閉上眼睛，你到主那邊去的時候，你再睜開眼睛，所
有的⼀切，不管是獎賞、還是審判、還是失去，都已經定
案了，沒有⼀樣東西能夠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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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是只有在為你⾃⼰⽽忙︖為你⾃⼰的孩⼦
⽽忙︖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定要回應神麼︖因為祂給了你
永⽣，因為祂給了你恩典，因為祂給了你慈愛，因為祂救
你的命脫離死亡，所以你信主之後你⼀定要回應！那不是
⼀個選擇，那不再是⼀個選擇！「我拿到我有的了，其它
的……耶穌，我們⾒⾯的時候再說。」耶穌不會打你罵你
的，但是神要給我們的獎賞跟應許榮耀到⼀個地步，耶穌
都不⽤打你罵你，你⾃⼰就會⼤哭，因為你很後悔你怎麼
樣過你的⽇⼦，你很後悔你怎麼樣花你的⾦錢，你很後悔
你怎麼樣花你的假期，如果你只是為⾃⼰活的⼈， 

畢邁克他聽⾒神很⼤聲的跟他講：「⼀個沒有摻雜的
教會，我將無⽌境地為他賜下聖靈。」賜給教會的聖靈不
是少量的，⽽是沒有限量的！聖靈是沒有限量，我們還沒
有經歷到。現在聖靈已經比10年、20年前更豐富了！以前
我們要禁食，我們要禱告才會說⽅⾔，才被聖靈充滿︔現
在只要你願意回應，你就被聖靈充滿了，你就知道神回來
的⽇⼦近了。但是我們還沒有經歷過什麼叫做沒有限量，
什麼叫做三天三夜沒有⼈吃飯，沒有⼈有時間去洗澡，因
為神蹟奇事⼀直在這邊發⽣，因為神的同在⼀直停留在這
個地⽅。 

畢邁克說他魂遊象外，神這樣看著他，祂說：「沒有
任何帶著掌控的靈的⼈能夠全然經歷我的國度。」他說，
神停了三秒，就有兩句話到他的裡⾯，⼀個是佔有欲，⼀
個宗教的意⾒。「宗教意⾒」⽩話⼀點就叫做批評論斷，
「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這個樣⼦︖」我們對所有
的⼈做任何事、說任何話我們都有意⾒，我們唯⼀沒有意
⾒的就是對我們⾃⼰，⽽且不准別⼈對我們有意⾒。神
說：「這樣⼦的⼈，他沒有辦法全然經歷我的國度，他沒
有辦法完全的經歷⼀個極⼤的聖靈的的澆灌。」接著神就
跟他說：「個⼈的權利都必須放下」，我很喜歡後來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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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祂說：「唯有耶穌擁有所有的事⼯、所有的建
築」，你就講財產好了，包括你的房⼦，雖然那個上⾯寫
著你的名字，但是你並不擁有，那是屬於神的。神擁有你
所有的錢財，因為你⼗分之⼗都是神給的，你只是把⼗分
之⼀初熟的獻給神⽽已。就算你⽣的孩⼦都不是你的，是
屬於神的，神說是屬於祂的，還有我們的未來。我們能做
的禁食禱告，⼀⼼歸向神，不是撕裂衣服，但是是撕裂⼼
腸。 

真的求主今天放在我們裡⾯⼀個不滿⾜。我後來覺得
我太容易滿⾜了，我覺得「我參加聚會很多，禱告也很
多，服侍也有果效，還會常常給出去，我奉獻也超⼗⼀
呀！」不是的！先鋒不會滿⾜于這個。真的我跟主悔改，
「我把次好的祝福，祢給我的恩典跟憐憫，我就以為，感
謝主，我已經滿⾜了。」這是我的禱告，今天在慕主先鋒
教會有⼀個覺醒在我們的當中，我們都不滿⾜於我好⽽
已，我們都不滿⾜於只有我沒事⽽已，我們要看到神的應
許，我們要看到聖靈的澆灌，我們要看到神蹟奇事。 

在現今的社會，有⼈講教會：「哈哈！教會！他們能
做什麼呢︖都是軟弱的⼈去的。」你聽了不難過嗎︖神已
經應許教會要改變。我們禱告的哪⼀天會發⽣，我不知
道。畢邁克說他禱告39年了，他說從他回應神開始，他以
為禱告10年復興會來，他說今年是他們第39年。我真的是
很感動，你知道我們今天所享有的⼀切是有⼈在劬勞的，
我們教會有很多的代禱者，各地都有很多的代禱者，不是
只有我們⼀個教會禱告，很多的代禱者！你今天平平安安
的、順順利利的，你覺得真的是因為你嗎︖你真的這麼特
別嗎︖你知道有多少⼈在禱告︖你知道有多少⼈在禁食︖
我想亨利牧師都很少吃飯的。所以今天我要宣告嚴肅會，
我們要開始禁食，你從來沒有禁食過，你可以⼀天⼀餐︔
你已經禁食過⼀餐，你可以操練⾃⼰⼀天兩餐。亨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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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天的12⼩時，他說睡覺不算，從你醒來開始，就
是你最有⼒量的，你願意變為軟弱，然後你來禱告，直到
神成就的時候，不知道哪⼀天會來，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們
這樣禱告，聖靈就會越來越豐富，在這個當中你就知道⼤
澆灌要來了，天要⼀直的打開。原來開個⼩洞，現在就會
開始越來越⼤，越來越⼤，越來越⼤，真的是時候了！ 

今年之前有灣區50天的禱告，為灣區的復興，我跟你
講，我連聽那個超⾃然電台，塞瑞絲牧師，他都說：「三
番市山坡的地⽅有復興要臨到，堪薩斯有復興要臨到。」
真的我們要為這個禱告。你如果不會這個禱告，我都不知
道你的孩⼦接下來他們要怎麼樣⽣活。末後的⽇⼦⿊暗權
勢是越來越⼤，環境絕對越來越不好，經濟也會越來越不
好。經濟就是反映政治，政治就反映強權，你這樣想就簡
單多了。因為主快回來了，所以會越來越不好。但是我告
訴你，⼀個禱告的⼈，他有另外⼀條路，我跟你講死路都
可以被你禱告成活路，你相信嗎︖如果你覺得經濟不好，
「哎呀！能活下來就好。」我告訴你，你如果好好的禱
告，神會給你開⼀條又新又活的路，曠野都要開道路，沙
漠都要開江河了，這不是⼀個形容詞。我告訴你主回來的
時候，真的神就要在曠野開出道路來，在沙漠開出江河
來，為什麼︖因為我們都要回到錫安，我們都要再⼀次回
到那裡敬拜神，歡迎耶穌的再來。是真的會發⽣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的負擔就是⼀個覺醒在我們的當
中。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來審視你的⽣活，有什麼東西是
不必要的。我真的對⼀直仍然在網上聚會的弟兄姊妹講，
如果你已經出去吃飯了、如果你的孩⼦已經出去上學了、
如果你已經回去上班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來教會你就
會怕。如果你已經出去休假了，去旅遊了，⼈家去渡輪旅
遊都不怕。我們真的需要過⼀個不⼀樣的⽣活，神給我們
的福氣太⼤了，我都覺得我是何等⼈哪，神應許這個10.4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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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因為從建堂就是⼀個神蹟奇事，那只是⼀個開始，神
在靈裡⾯要為我們預備聖靈極⼤的澆灌，真的我們的眼睛
要看⾒。阿們！ 

我這些⽇⼦有很多的悔改，我覺得我不懂得什麼叫
「家⼈同⾏」，我是個做事的⼈，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陪伴」，我覺得我要有貢獻我才有意義，我不知道我光
是站在這裡就是有意義的。可能是⾃卑感作祟吧，我不覺
得我有影響⼒，我不覺得我能夠改變什麼。但是真的，神
開始⼀個甦醒在我身上的時候，我告訴你，我這兩天就跟
仇敵講：「你真的看錯⼈了！你來攻擊我們慕主先鋒教
會，我告訴你，你打我們⼀下，⼀窩的⽼虎蜂全部出去把
你紮死，不是我⼀個⼈打你⽽已，全部！你有沒有看過⼈
家打到蜂窩被追的情況，我告訴你所有疾病的權勢，所有
撒旦的權勢，死亡的權勢，這就是你的結局，因為我知道
不是我⼀個⼈。」阿們！ 

好不好我們領聖餐的時候，如果你今天很願意在你身
上有個改變，5782年你願意脫下你的安逸，脫下你所有軟
弱的地⽅，你跟主說：「主我不要再繼續軟弱了，我不需
要！我相信有超⾃然的醫治，不管是⼼理身體都有個超⾃
然的恩典跟憐憫要臨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可以起來回
應。」如果你今天願意回應，你跟主說：「主，我要成為
那個覺醒的⼈」好不好我們站起來領聖餐︖你願意回應的
你就站起來，你跟主說：「主，我不滿意我現在的⽣活，
我是先鋒，先鋒是我的名字，我在先鋒教會不是偶然
的。」即使新朋友第⼀次來，我告訴你，你會⾛進這裡都
不是偶然的！你今天還在這裡不是偶然的！因為我們教會
並沒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動！但是你不要沒有玩到，但是又
沒有做成先鋒，然後就開始埋怨「為什麼教會沒有︖為什
麼教會沒有︖為什麼教會不這樣⼦︖為什麼教會不那樣
⼦︖」神說如果我們仍然掌控，我們仍然在批評論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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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沒有辦法經歷到神，我們沒有辦法經歷到神要給我
們所有⼀切的恩典。真的在主回來的⽇⼦之前，⿊暗的會
越⿊暗，但是復興的會越復興。 

弟兄姊妹，如果教會沒有復興，我們沒有⼈有盼望！
你知道嗎︖主回來前，猶太⼈最常跟神呼喊的就是：「主
啊，你是不是忘記我了︖」痛苦⼤到這個地步！但是還有
⼀條路可以⾛，就是借著禁食禱告呼求，不是撕裂衣服，
卻是撕裂⼼腸，過⼀個禱告、聖潔、給予的⽣活。我⿎勵
你還沒有開始⼗⼀奉獻的，你要認真的⼗⼀奉獻︔開始⼗
⼀奉獻的，我⿎勵你超⼗⼀奉獻，因為這也跟打開天上的
窗⼾是有關的。真的我們不要這麼容易滿⾜。我覺得好不
好我們有⼀兩分鐘，你覺得你有什麼需要禱告的，你有什
麼需要改變的，你開始跟神講。 

你開始可以回應神跟神禱告，如果你感覺那個是神給
你的感動，你也可以⼤聲的禱告出來，因為我們⼀起在這
邊領聖餐，同有⼀個身體，同領⼀個餅⼀個杯。 

（眾人回應）�

（馬蒂娜牧師禱告）�

主，是的，祢赦免孩⼦，主祢給教會的應許，給我身
上個⼈的呼召跟應許我這麼的輕忽，甚至於沒有禱告，沒
有放在⼼上，我還會去論斷這個預⾔他講的不准，主祢真
的赦免孩⼦，主，是的，我真的要禱告，主祢的話語，祢
的道，要在我們當中⼤⼤興旺，並且要得勝。主祢的話在
我們慕主先鋒教會每⼀個家庭裡⾯絕不徒然返回，主祢說
祢是誰祢就是誰。主聖靈，我們相信神蹟奇事，主我們相
信在祢沒有難成的事，主我們相信祢每⼀個應許要成就在
我們的當中，我們相信5783這⼀年，當我們要做許多的決
定的時候，主，是的我們會做對的決定，因為我們現在就
要潔淨⾃⼰，我們要收好的果⼦，我們拒絕去收⼀切的我
們做錯的決定所帶來的惡果。主，所以這些⽇⼦讓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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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撕裂衣服，我們撕裂我們的⼼腸，主我們是禁食，⽽且
要⼀⼼來歸向祢，完完全全的歸向祢。主是的，讓我們要
為所有⼀切應許的耽延起來爭⾾。主是的，謝謝主，祢應
許會有個約珥的軍隊，主我們今天把慕主先鋒教會擺在祢
的⾯前，我們願意回應這個約珥的軍隊，以至於祢的以後
聖靈就要澆灌凡有⾎氣的這麼真實得臨到我們的當中。阿
們，謝謝主，謝謝主。 

主，今天我們領這個餅跟杯，主祢來跟我們交換⽣
命，洗淨我們身上⼀切的罪，赦免我們⼀切的過犯。主，
我們相信今天這個餅跟杯真的會帶來⼀個超⾃然在我們身
上，我們就改變了，我們就改變了，我們軟弱的就剛強
了。 

我們⼀起來領這個餅跟杯。主耶穌被賣的那⼀夜，他
拿起餅來祝謝說:「這是我的身體，你們每逢吃的時候要如
此⾏，為的是紀念我。」我們⼀起來領受這個餅，飯後他
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我⽤⾎跟你們所⽴的新約。」弟
兄姊妹，所有的應許不是不付代價的，我們⽩⽩的得來，
但是並不是耶穌不⽤付代價，我們領受這個杯的時候，我
們回應神說:「主我們相信今天你的寶⾎進到我的身體裡
⾯，軟弱的就變為剛強了。」讓我們⼀起以恭敬的⼼來領
受。 

其實神不只是講要興起約珥的軍隊，神有⼀段預⾔也
講到他要興起基甸的軍隊，基甸的軍隊就是那⼀群警醒的
⼈，你知道他們去打仗是拿什麼，你還記得嗎︖打破的瓶
⼦！把瓶⼦打破，拿著⼀個⽕把，拿著⼀個號角，你要知
道當時迦南⼈是有鐵器的，他們是有劍跟⼑跟槍的，但是
耶和華跟基甸的⼑讓他們⼤獲全勝，你要相信今天開始有
改變。我們來唱這⾸詩歌，如果你願意回應的話，我也歡
迎你今天來到前⾯，你願意回應這個禁食禱告的呼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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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主說:「主，先鋒才是我的名字！慕主先鋒才是我的名
字！」我們在唱的時候就歡迎你來到前⾯來回應。 

是的，聖靈持續的澆灌我們！聖靈，釋放祢的龍捲
風！聖靈，釋放祢的龍捲風，帶我們上到祢那裡去！是
的，甦醒，⼀個甦醒的靈風吹在我們當中！從至⼩到至⼤
的，甦醒的靈風吹起來！聖靈，聖靈，釋放祢聖靈的龍捲
風，是的，釋放祢聖靈的龍捲風，吹掉我們身上⼀切的樹
葉、⼀切的枯枝，甦醒的靈風！甦醒的靈風吹！是的，猶
⼤的獅⼦要在我們當中覺醒了！ 

你有⽅⾔開⼜說⽅⾔！你有⽅⾔開⼜說⽅⾔！沒有⽅
⾔的跟主求⽅⾔，在靈裡⾯開始禱告、開始劬勞。讓你⼼
裡的⼒量剛強起來！ 

聖靈的風持續地吹，吹掉我們每個⼈身上的枯枝、吹
掉這個枯葉、吹掉這個⽼化、吹掉這個疾病、吹掉這個軟
弱！甦醒！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對每⼀個⼈的靈⼈發預
⾔：甦醒！甦醒！甦醒！慕主先鋒甦醒！慕主先鋒甦醒！
慕主先鋒甦醒！猶⼤的獅⼦要甦醒！在你裡⾯猶⼤的獅⼦
要甦醒！我們不再接受軟弱，不再接受次好的！我們不再
接受軟弱，不再接受次好的！ 

我們當中的牧者你有感動你可以去為弟兄姊妹禱告，
我們的牧師跟長⽼。 

如果你今天渴望有⼀個突破，你有需要的，好不好你
從後⾯的位置上⾛到你的⼩家長、⾛到牧者的⾯前，跟他
說:「你為我禱告。我今天就是要有突破！就是今天！就是
現在！不⽤再等回去之後了，就是今天！就是現在！」你
需要被禱告，你⾛到牧者的⾯前說:「你為我禱告，我要⼀
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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