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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陣子我們的屬靈母親，她一直有在與主關鎖，所以她也

鼓勵我們傳道人一周至少要一天跟主關鎖的時間。所以大概是
從11月一直到現在，我們就一周當中至少花一天到兩天的時
間，會在神的面前安靜、等候神，或禱告，或讀經。�
那神就在這一段我關鎖的時間，祂就叫我去看，祂說：

“你期待什麼？你要看什麼？”這將近兩個禮拜，全球共通的
話語就是什麼？足球。哪一隊贏了，哪一隊輸了，哪一隊的戰
略成功了，哪一隊大爆冷門了，你心儀的隊伍可能輸了，你心
儀的隊伍可能贏了，有些愛運動的人可能會這麼說；那些不愛
運動的人可能覺得自己對這些足球沒什麼興趣，但是我很期
待，現在2022年底了，那2023年有什麼電影要新出來？我們小
時候看的《灌籃高手》明年要開始出電影了，除了它，《阿凡
達》也要出續集了，等了12年了。可以不再單愛《變形金剛》
了，好多新的電影，連印第安那瓊斯明年都要有新片上來了；
有人說我對電影沒有興趣，我比較喜歡談論政治，中國二十大
之後，你會發覺整個政治跟民主的板塊有個很大的調整。各地
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好像在學校已經被禁閉很久了，就反對
“清0”的防疫政策，於是發起了什麼“白紙革命”。政府為了
有一些措施，就包車包機，把這些學生們全部提前放寒假，讓
他們回到自己的原住處，甚至還要監控他們的手機。也有人很
在乎臺灣的政治，臺灣這一陣子才完成了什麼？縣、市長、裏
長立委的“九合一”大選。我有一個同學他是在美國，因為他
爸爸要選裏長，爸爸就叫他特別回去幫他去競選這個裏長，還
說現在選裏長跟以前不一樣了，現在選裏長要用縣市長的規格
來選了，戰場已經提升了，現在連選個立委都已經要講到臺灣
的整個政局了。我就發覺不管是哪一類的層面，不管是經濟層
面、政治層面、娛樂層面、運動層面都好像有一個大的變動。�
這陣子如果你有用電腦上一些平臺媒體的話，就會發現什

麼來美國了？“拼多多”來美國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這
個廣告。我就在想到底什麼叫做拼多多？後來查了之後才發
現，自從拼多多來美國之後，所有在Amzon（亞馬遜全球購物平
臺）上的電商，就是那些過去把亞洲的一些東西帶來美國賣的
電商們，他們對此都回復一句話：“我們該洗洗睡了。”因為
拼多多來了，我們沒有未來了，我們的工作受到影響，經濟受
到影響。灣區一些大公司受到財務的的影響，所以開始裁員，
房地產、經濟或者是銀行開始都有一些的震動，你會發覺每一
個環境都有在一個震動，神就叫我說：“你去看，你看到了什
麼？你看到了什麼？”�
上上周遊哥在這邊報告說我們教會當中有一個傳道人，黑



色星期五當天一早就跑去商場那邊去看，那就是我。我不是去
買東西，黑色星期五當天早上5點，聖靈就叫我：“起來，起來
去看！”去看什麼？我想現在都是在網路上買東西了，不是
嗎？不是說灣區都很多的裁員嗎？不是說2023年經濟不好嗎？
誰會感恩節隔天的一大早，誰會到商場裏面去買東西？不會，
一定不會有這種人。聖靈就叫我起來！起來！我5點就被祂叫起
來了，我就去了。我本來還擔心如果叫太太跟我一塊去，會讓
她覺得我像神經病一樣，所以就帶著忐忑的心問她�：“親愛的
太太，願意跟我去嗎？”感謝主，她願意跟我去，所以我們驅
車就到了那邊。�
真的，雖然沒有像我前幾年在感恩節，我們從整個晚上一

直到早上人潮洶湧，但是那一天的早上我看到還是好多人在排
隊，滿滿滿的人都在那裏排隊。你知道我又沒帶錢，當天早上
還要帶晨禱，你知道在那個商場裏面我焦慮不安，我就說：
“主，可以了嗎？�
我要看什麼？我要看什麼？這一陣子關鎖的過程當中，禰

叫我去看政治，禰叫我去看經濟，禰叫我去看娛樂，禰叫我去
看電影的一些的動態，禰叫我去看一些什麼電商、商場他們的
一些的策略，禰現在又把我帶來到這個賣場，禰到底要我看什
麼？”請問人家關鎖是越來越愛主，越來越靠近主，那我怎麼
越關鎖越開始去注意到這些事情上？我刹那之間就想說：
“主，我是不是感動錯了？”我就坐在賣場裏的時候，很簡單
的幾個字就跳到我的心裏面，那就是：你期不期待我的日子？
你期不期待我的日子？�
有人期待足球決賽那天的日子，有人期待明年新電影要上

映的日子，有人很期待政治的轉盤翻轉，有人很期待2024年川
普競選的日子，有人很在乎臺灣競選的日子。你知道今年11月
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重新繼任，你知道嗎？你知道馬來西亞
在極不可能的情況之下，原本不可能這擔任執政黨的那個人上
來了，日本、英國各地的政局都在做轉換......我說：“主，
禰到底要我看什麼？要我看什麼？”神就問我一句話：“你期
待我的日子嗎？你期待我的日子嗎？”�
我就回去去查《聖經》，《路加福音》17章26-30節的經文

就跳到我的裏面：“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
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
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
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
樣。”經文跳到我心裏，我在查查考的時候就問：“主，禰要
我去看什麼？禰要我去注意到什麼？”�
對於2023年要發生的事情，我們都認為這些一定會到：即

將要上映的電影一定會到，明年各樣的體育競賽一定會來，明
年也有各樣的一個政治的選舉一定會來，明年有各樣經濟的變
動一定會來，但是我們知不知道神的日子也一定會來？�
而那個日子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就像挪亞的日子，就像

羅得的日子，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就是再平凡不過的日子，



就是我們現在你所過的日子。所以我在禱告就說:“主，在這段
關鎖的期間，禰提醒我禰的日子會要來到，那我的每一個回應
如何？”一週一周的聚會，一週一周的小家，一週一周我們在
神的面前的晨禱，一週一周我們在神面前的一個聚會，我就是
在問：“主，我的眼睛有沒有看到什麼我應當要看的？”�
剛剛我們敬拜團有說到這個月份是基斯流月，史蒂芬不是

剛也禱告基斯流月，神特別安排光明節在這個月份。猶太曆當
中基斯流月的一開始，其實就是預表白天會越來越短，夜晚會
越來越長的一個月份。而這個月份的一開始，其實就是在11月
25號感恩節那天開始，而那天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後來才察
覺的，神感動幾個青少年在我們當中，他們希望能夠徹夜的向
神有一個禱告。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問家長們讓孩子熬夜好嗎？
還是鼓勵孩子們就晚上禱告，不一定要熬夜，要敬拜神、要琴
與爐還有別的時間，不一定要熬夜，熬夜對身體不好。所以我
們有些家長會這樣想，我們牧者也是這樣想，可是當我們我們
回去去尊重、去回應這些孩子，他們最深的負擔是什麼時？可
這些孩子就還是說，希望他們自己能夠徹夜的在神面前敬拜和
禱告。所以我們牧者就好願意全力支持，青少年的牧者就很願
意去全力去支持。所以當這些孩子們徹夜禱告的時候，剛開始
才三個孩子，後來孩子們越來越多，20多個孩子整個晚上就在
那邊敬拜。�
從那天的禱告會之後，你會發覺不單是牧師跟師母他們在

帶的時候有聖靈的恩膏，在整個過程當中，你真的可以看見聖
靈的恩膏，真的在帶領我們的禱告會，有一個極大的不同。對
神的那個渴慕，跟神的同在，完完全全的有一個異於過往禱告
會，完全深切的不同。�
神就問我說：“禰看到了沒有？”�
光明節，12月24、25號其實是我們的聖誕佳節，既是放假

的開始，又是我們家人歡聚的時刻。有時候我們真的出城的計
畫都已經安排好了，今年我們要去哪里滑雪，今年我們要去哪
里度假，這也是一個家人很好的歡聚的時刻，一起圍爐、一起
聊天真的非常好。可是我就在想說：“為什麼光明節不前一周
或者後一周，就剛剛好在這一周？”我說：“主，禰今年的心
意是什麼？”�
從5783我們就說今年的住棚節會特別不一樣，到了5783我

們說今年的吹角節會特別的不一樣，我們到了光明節，我們說
主今年的光明節我相信也會特別的不一樣。因為就在這光明節
當中，神刻意的放在這個時刻，就要讓我們知道，到了12月24
號25號那天，就是黑夜最長那天開始截止，然後從24號開始，
就是白天要開始增長，黑夜要開始減短的時刻了。這就是從今
年的光明節開始。�
我聽了好興奮，就說主，禰開我的眼睛真的要看見，禰所

做的每一個步驟，不單是政治版圖的改變，經濟版圖的改變，
娛樂事業的改變，或者是教育山頭的改變，我說：“主，禰教
導我要看得夠清楚！看的夠清楚！我要去明白，禰現在在這世
代當中，禰在做什麼？”好讓我的基督徒信仰生活，不會成為



一個過挪亞日子的人，我不是在過一個羅得日子的人，我是在
等神，人子日子的人！阿們！�
可是這個日子怎麼來？有沒有一些的徵兆？《彼得後書》3

章10-12節：“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
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中上的物都要燒盡
了。�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
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在《聖經》當中有超過大概8次到
9次形容神的日子，用什麼來形容？“賊”。這《聖經》裏面有
一個很奇特的形容，來形容主耶穌來的日子，就是用“賊”來
形容。�

《馬可福音》13章32節：“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
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再
來一次，“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
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我們都知道答案，只有
神知道，連子自己都不知道。我就在想三一神不都是合一嗎？
並存嗎？父所有一切的都向子所啟示，為什麼這個日子，子不
知道呢？我就在那邊禱告了半天，想了半天：“阿爸，禰為什
麼有一事向著主隱藏？阿爸為什麼禰有一事，甚至是向著我們
來隱藏？”那個日子就叫做禰來的日子，而那個日子被形容稱
為賊來的日子。有沒有什麼徵兆？祂說前面的徵兆是什麼不知
道，但是形容到那一天，“天必大有響聲廢去。”�
所以我在想當天是不是有一個核彈爆炸啊？你想想看天有

大響聲嘛。前陣子有個電影叫《不要抬頭》你們有沒有看？我
就覺得現在關於世界末日的電影很多。我覺得是不是當時那天
的大響聲是個爆炸，還是有什麼流星雨，還是什麼有隕石，我
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主來的那一天，天上會有大響聲，所有一
切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所以我所追求的一切，到了那一
日烈火會燒。那我就要問我自己了，我今天所追求的一切，我
所擁有的一切，我為自己行程所有一切的安排，在末日的那時
候存不存留得住？存不存留得住？存得住嗎？�
而且那像賊一樣到來的日子，我是怎麼過的？是過的是等

候人子來的日子？還是我過得像是挪亞一般的日子，羅得一樣
的日子？羅得的日子跟挪亞的日子不是壞，他們不是做壞事，
他們真的不是做壞事，他們只是生活所有的一切，沒有以神的
日子為他們的中心考量而已。�
畢邁可牧師有一本書叫�《末世教會的徵兆》，是由我們教

會出版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這本書的內容，知道整個末世
徵兆，你可以到我們的書房去選購。這本書中有講幾個徵兆：
第一，有12個動向，不管是假基督、戰爭、種族衝突等等都
有，還有講到以色列人他們對著神毫無回應，這也是一個徵
兆，還有最後明白一些有關主再來的資訊時，我們要警醒謹
守。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一陣子開始要讀《末世教會的位份
與機會》，就是要讓我們的心知道，到底哪些徵兆提醒我們預
備。要不然，對於2022年、2023年，你真的會對自己的人生，



進行太多的考量和規劃。每一個長週末你會有你個人不一樣的
規劃，你對你的家庭會有不一樣的規劃，你對你的兒女，對你
的家會有不一樣的規劃。一個是等候神的日子，一個是活在挪
亞和羅得的日子，這兩個家庭的規劃是完全會不一樣的。�
我給各位看一個圖，我們看一下徵兆，神開始揭開四印的

時候，第一個開始跑出來的是騎白馬，有皇冠賜給㸰，手上拿
弓，勝了又勝。我們都說只要是騎白馬的就是主耶穌，阿們？
不一定吧！這是假基督誒，假福音誒，我們稱之為糖衣福音，
越到末後的時候，糖衣福音，假基督會非常的顯明的。第二，
征戰、兇殺、恐懼、不安，紅馬會出現，黑馬糧食危機，經濟
崩盤，最後灰馬好像是死神一樣，刀劍、瘟疫，全地會死1/4的
人。你知道嗎？這次新冠，6億人感染，600多萬人死亡。目前
全球有80億人口，但到了末世，會有20億的人口會死亡。你覺
得瘟疫會不會越來越消糜？還是這個瘟疫會越來越可怕？我們
如果明白神的心去走的話，你就發現其實末世的震盪是越來越
大的，末世的這種衝擊是越來越可怕的，如果我們的心沒有預
備好，這些消息就會把人活活的給嚇死，恐懼到一種地步。�
可是，福音越廣傳，應該是這個世代越來越平安才對啊？

教會建立越來越多，應該是人心越來越向善啊？神跡奇事越來
越多，是不是人心應該就越來越柔軟？你會發覺是的，會有這
樣的一個情況發生，但同時黑暗的力量，敵對的力量，兇殺的
力量，征戰的力量也是同樣在增長。�
如果我們今天不知道人子來的時候像賊一樣的話，那麼我

們今天所有一切的預備，你不會有一個警醒。對於經濟不好，
你的第一個想法會是什麼？我們改善經濟；對於政治有衝突，
那我們就兩國協談？是不是？對於國家的政策有些不好，我們
就找一些專家學者做討論。可是在整個世代這麼混亂的時候，
神的解決辦法是什麼？我真的是很訝異，神的解決辦法真的是
超乎我們所想像的，神的解決辦法竟然就是教會，神解決這末
世混亂的方法，神竟然是使用教會。�
伊甸園人犯了罪，神的解決方法是什麼？藉著耶穌基督的

十字架的犧牲。世代的混亂，不公義，不敬虔，整個世代的淫
亂，還有黑暗的勢力，你知道嗎？這兩年的新冠，光只有這兩
年的新冠，我講臺灣，因為我是從臺灣來的，臺灣的離婚率目
前是52%點多，意味著兩對夫妻中，就會有超過一對多會離婚
啊，你知道嗎生育率是全世界最後一名；中國大陸也同樣，這
兩年結離婚的，從30%多一下躍升到45%；美國華人的離婚率，
在新冠之前是15%，截至2022年11月已經高達45%。�
你發現到一件事情，教會在工作，我們在傳福音，教會我

們在建造，撒旦惡者也在無所不能的在破壞家庭，破壞婚姻，
㸰一定要得到我們的下一代。撒旦惡者無所不用其極的，因為
就在神給㸰有限的空間的裏面，不但是戰爭兇殺、糧食危機、
刀劍瘟疫、經濟崩盤、恐懼不安，㸰無所不用其極的，就是要
怎樣？盡㸰所能的毀掉一個人，毀掉一個家。可是神的解決辦
法是什麼？是教會。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覺得，神啊，禰應
該是天降大奇跡，要不然就是有大異象，要不然就是所有的基



督徒都賺大錢，讓所有犯罪的人都離奇性死亡，最好是這樣就
太好了。作惡的人就例如像這巴蘭類型的人就在那邊亂咒詛的
時候，百姓都很平安，但是巴蘭就反而被咒詛，咒詛我們的就
臨到他，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就想這樣多好。凡是傷害教
會的就離奇死亡，我經常這樣想，這樣爭戰太好了。�
可是神法解決的辦法是透過教會，透過我們《以弗所書》4

章11-14節：“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
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
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
異端。”�
神的心意，想要改變這個世代，甚至是回轉這個時代，讓

人心能夠得到救恩的方法，竟然是透過教會，而且是透過設立
五重之事，有一個方法就是要不斷的去讓人能夠各盡其職，建
立基督的身體，而且在他的位分上面去經歷到神的恩典。�
我一定要講以前我有個錯誤的概念，這是我以前錯誤的概

念，那就是我很渴望找到一間五重執事的教會去參加。這個教
會有使徒，我一定要去這個教會；先知恩膏特別強，我要去這
間先知型的教會；教會有個人好會傳福音，我要去這個教會；
教會裏的牧師充滿愛又超會講聖經，講解的好，我要去這個教
會，因為教會執事性太強了，要不然就是有時候我們覺得有間
教會哪方面特別強，我就要去。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五重執事
的教會不是說我去有那些執事性的教會，而是我可以成為五重
執事其中的一個，而我參與進入到這間教會。我就在開始就這
樣想，我說：“主啊，凡是禰帶到這間教會的，我就相信，這
就是禰已經預備好了的五重執事的其中一個。”�
江媽媽常說你們都是神從世界各地把你們千挑萬選帶來

的。以前我都講說我就是偶然性的來到這個地方，我是偶然性
的就留在這邊，可是後來常常在講的過程中就發覺說：“我不
是偶然，我是神千挑萬選來的！”，弟兄姊妹們也是，你也是
神千挑萬選來的，神再把你設立在這裏，你有你的職份，你有
你的恩賜，你有你的能力，你也是能夠起來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哥林多前書》12章28節，也特別講
到神在教會的設立：“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
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
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這麼多，我們總是向
神要一個嘛。�
什麼是使徒？你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下根基，他能夠興起

門訓。我們的屬靈母親是使徒，Henry牧師在我們當中是師徒，
畢邁可牧師是使徒，藏在我們當中，也常會出沒，也是我們的
屬靈父親戴冕恩牧師也是國度的使徒。所以我常在講說，我來
到一間使徒性的教會誒，這間教會被預定是使徒性的教會，那
麼我來這邊我可不可以擁有使徒性的恩膏呢？所以我常常就禱
告說：“主，求禰把媽媽的恩膏給我。”如果今天是Henry牧師
的話，“主，把一個禱告的使徒的恩膏給我。”畢邁可牧師今



年暑假在這邊的時候我就說：“主啊，把一個這麼會講禰話語
的恩膏給我。”我在台下就這樣，“主啊，把戴冕恩牧師那種
家的恩膏，那種爸爸的恩膏給我。”我就說：“主，我渴望這
樣的恩膏！”我既然被帶到教會，那就表示恩膏是個產業，�這
個恩膏也是一個可以傳承的。你羡慕嗎？�

你不要把自己當會友，你要對自己說：“我是其中一個執
份。”你羡慕使徒的恩膏嗎？我可以起來建造教會誒！我有一
個獨特的眼光誒！我可以看到這個人適合放在什麼樣的一個位
置，我有一個獨特的眼光可以去興起一個人，我有一個獨特的
眼光，神把整個建造教會的藍圖放在我的身上。如果你想到整
間教會不可能全部的人都是使徒吧？但你是做爸爸媽媽的，若
是在你的家，神要設立教會，你就會問：“我需不需要有使徒
的恩膏在你身上？”你很需要去成全你的孩子啊，我知道我孩
子的恩賜，我知道我孩子的命定，我知道我怎麼去成全他，我
知道我怎麼去引導他，我怎麼去幫助他，踏上神給他的豐盛的
產業。所以我也要有使徒的恩膏，因為我要建造我的家，成為
一個什麼？神掌權的使徒性教會。你如果是在上班的，你在職
場是當主管的，當小老闆的，你在經營你的公司，你在職場上
班，你也需要有使徒的恩膏。就表示我在那裏我可以攪動天下
的，是不是？我在我的職場那邊，我可以看出這個人他需要耶
穌，我可以看出那個人他需要救恩，我可以看出這個人他需要
認識主的恩典，所以我能夠對他說智慧的言語，我能夠對他說
知識性的言語，我可以對他這個人，告訴他你需要信心，我可
以告訴他你需要救恩，我可以引導他，你需要認識耶穌基督。
這種使徒性的恩膏在他身上，他真的就是點石成金，他遇見誰
就可以把這個人帶到神的面前。�
你渴望有這樣恩膏嗎？我很渴望！我很渴望就是我可以一

直把人帶到神的面前，而不管是在教會的建造，我家庭的建
造，我兒女的建造，甚至我在工作場合的建造......使徒性的
恩膏是我們可以去傳承的，因為我們的屬靈母親就有一個使徒
性的恩膏在她身上，我們在教會的每一個兒女，你都可以在這
個傳承上面有份！阿們！你是可以有份的！所以即使我到了職
場，即使在我的家中是有壓力，是有一些環境的改變，雖然在
面對企業的文化我也很難去做些什麼。而且，在我們的家中，
在我的家族裏面，有些問題可能從小時候就已經存在，長達20
多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了。可能過年大家聚在一起，在一起商
量事情的時候，我只是其中的一個孩子，我沒有辦法改變什
麼......�
不！你有使徒性的恩膏，你向神要！企業文化是可以被改

變的，家族的文化是可以被改變的，所有一切的咒詛，藉著我
領受這個恩膏，我能夠有權柄對我的家族說話！對我的職場說
話！對我的家庭說話的！阿們！在這混亂的世代，在整個動盪
的世代，為什麼神解決的辦法是教會？因為神給教會有極大的
權柄和能力，關鍵就在於你要不要這個恩膏？是不是？�
所以我常常就是無論媽媽講話的時候，或是誰講話的時

候，就在下面，“我要！我要！”因為我是兒子，我有產業！



戴爸的產業我也有，畢邁可的產業我也有，Henry的產業我也
有，阿們！你們要興奮一點呐！�
再來先知，先知性的恩賜就是可以指引出方向，可以指出

你的靈命光景，可以引導你過一個聖潔的生活。我們教會是有
先知性的恩賜在我們當中的，你會發覺代禱團整個的禱告，你
會發覺常常有異象，常常有方向會在我們的當中。如果我們一
直去連於使徒，你知道你裏面很多的恩賜會被啟發出來的，說
實在的，我很羡慕這種先知性的恩賜，我真的很羡慕，真的。
我一閉上眼這一片黑，我什麼異象都看不到，你知道嗎？剛剛
利未牧師一閉眼，他就有看到異象，我是一閉眼我就緊緊跟著
他你知道嗎？因為利未緊緊跟著媽媽，你看他也領受了使徒性
的恩膏。所以我講說主安童牧師也是我們的屬靈父母，所以他
每次來的時候我就怎樣？我也要！我也要！雖然到現在還沒有
長出來，但我也要，我也要！我們的代禱團隊你真的可以去參
與。在每次禱告的時候，你會發現這種恩賜在我們的教會裏
面，是會長出來的！�
傳福音的恩膏，就是裝備慕道友，宣講福音，差遣門徒。

我真的要講我們教會有個姐妹，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自己有傳
福音的職份跟恩賜在身上。剛來美國是，我們家去上中文班，
我們聊著聊著，對方就說：“我認識你們教會的一個姐妹。”
我們去上游泳課，游泳教練說：“我認識你們教會的一個姐
妹。”去年我們去吃漢堡吃到一半，有人跟我打招呼：“嗨，
蒙恩傳道”，我說：“嗨。”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我就也不知
道怎麼稱呼對方，他就講他的名字。講到第二句，他就說：
“我認識你們教會的一個姐妹。”我就想說這個姐妹太厲害
了，那些打招呼的人都是非基督徒，所以我猜可能他們根本不
認識我們的屬靈母親江牧師，但她認識這個姐妹，這就是傳福
音的人，到哪里都遇到她。我真想說姐妹怎麼那麼厲害啊，那
傳福音的恩膏就是有這種恩賜。�
我認識一個弟兄，其實他的外語能力也不怎麼樣，但是他

只要遇到人，就會說：“Hola�buenos�días!”（西班牙語“你
好，早上好！”）去吃飯，只要遇到墨西哥人，就隨口講一句
“Gracias”（西班牙語“謝謝”）我看到這個弟兄，他從頭到
尾就只會這三句，但他每次到哪里都可以跟人家聊成一團，用
他的英文夾雜著西班牙語，再夾著一些肢體動作，就可以把我
們的教會講的生動的不得了。我都覺得可以藉著他，我們教會
都可以成立一個墨西哥團，墨西哥小組了。所以傳福音的人太
厲害了，他有一種能力，就是他跟人家說什麼，對方心都會動
誒！他形容那個多好吃就真的有多好吃，你知道嗎？我們朋友
多，費力的解釋，倒不如傳福音的說一句：“你應該要來教
會。”他就來了。�
我們當中真的有這樣恩賜的人誒。親愛的家人，你是那種

看到任何人都可以搭訕一兩句話的，有沒有？我真的要祝福
你，你真的有傳福音的恩膏在你上面，隨便聊聊聊足球、聊電
影、聊經濟、聊政治，第三句話就說你需要耶穌。傳福音的恩
賜就是有這種能力啊。�



我講個笑話，就是我的表姐以前每次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
是：“哈哈哈蒙恩啊你最近好嗎？你現在做什麼？”第三句就
是：“你的臉還有救，最近又出新的產品了，就是為你來預備
的。”所有一切都跟我有關的，你知道嗎？一個大公司出了一
個產品，說那是為我預備的。你看看這太厲害了，聊著聊著笑
著笑著就說到本業。你有聽過什麼叫活力八寶嗎？講著講著就
說到：“你沒有保險嗎？那我可以告訴你。”你不管講什麼，
第二句，第三句就講到本業了。�
傳福音的人就一種能力，不管講什麼，聊什麼，聊到最

後，他立刻就能看出他心裏的需要，“你需要耶穌”，管他需
要什麼，反正他需要耶穌就對了。那這個人就會說：“對對對
對，我需要耶穌。”我們這邊講半天“你需要耶穌”，結果人
家說：“哎，亂講。”但是傳福音恩賜的人說：“你需要耶
穌。”對方就是：“對對對對。”這恩膏在他身上嘛！我最常
聽Martina講的就是每次媽媽一坐計程車，我們的媽媽坐計程車
就跟司機聊起來了，聊到第三句就是：“你需要耶穌，我為你
禱告”，一下車那個司機就跟媽媽禱告。我說我坐計程車坐那
麼多次，怎麼我都不敢跟他講，我只敢從後面拿起雜誌來看。
我說：“主，為什麼我沒有？主，把這個傳福音的恩賜也給
我！”�
我們在中國遇到一個姐妹，她是私婚的婦女，被家暴。真

的，我每次看她的見證都會流眼淚。前陣子她一直在打官司，
沒有住的地方，她就說：“蒙恩傳道你為我禱告。”我就為她
禱告，然後她就說：“我不管我能不能拿到得到我孩子的贍養
權，我不管我有沒有住的地方，我不管我再痛，我都要笑著來
讚美我的主耶穌！”這句話好有力量，“我不管我有沒有地方
住，我不管可不可以拿到我的孩子的贍養權，我不管我有沒有
錢，別人看我有多麼的慘，我都要笑著來讚美我的主耶穌！”
哇，這句話真的是打到我的心裏，我中午就在為他禱告的時
候，我說：“主啊，這個姐妹你興起她興起她，興起她！”她
就藉著讚美，藉著禱告，前陣子傳簡訊給我，先生願意把那個
房子給她住，孩子的贍養權也在她身上，法官一判決先生還要
給他們贍養費，所以她就興奮的去跟人家去傳福音。神就讓她
遇到許多失婚的婦女，她就帶她們，告訴她們在一切困境的當
中，讚美可以找到出路！這個就是一個傳福音的人啊！�
這傳福音的人，不見得他是多麼成功的人，而是傳福音的

人有個恩膏，我經歷到神的恩典，我希望別人也可以經歷啊，
所以你會對碰到的人說：“你需要耶穌，你的婚姻需要耶穌，
你的家庭需要耶穌，你的感情需要耶穌。”我就覺得這個人太
有恩膏，太有能力了。阿們。�
原來神藉著五重執事來解決這世代的需要，解決這世代的

問題。牧師，是愛的父母親，牧養、照顧、陪伴、成全聖徒。
我們教會有個小家長，我真的是愛他愛的要命。他很會種東
西，他每次去探訪，就帶著他種的絲瓜，去哪里都帶著絲瓜。
這個人很軟弱，他就帶絲瓜去探訪他，這個人很傷痛，就帶絲
瓜去探訪了，就藉著絲瓜，他把好多傷痛的、離開教會的、生



病的、軟弱的一個都探訪回來。好棒啊，是“絲瓜牧師誒！”
他就藉著這樣的一個去禱告，藉著這樣一個去關懷，藉著他所
種的東西就這樣子去給予。�
我真的覺得他是牧師，我常常就在我的靈裏，甚至我嘴巴

也常對他說：“我覺得你就是牧師，因為那些軟弱的、下沉
的、失望的都被你一個探訪回來了。”�
前陣子他的工作有些異動，他就在想自己下一步該怎麼

辦。神就引導他去翻著電話簿，突然就看到了一個20年前的老
朋友，你知道20年前的老朋友，打電話過去他不一定會接對不
對？因為很少有人20年都用一個電話號碼嘛。他就突然想到我
打給他好了，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二十年前，這個人他也因
為工作的關係，陷入到一個人生的穀底，他幾乎仿佛是好像得
病了一樣，僵在那裏都不會動，對人生失去盼望。那我們這位
“絲瓜牧師”就去探訪他，為他禱告，宣告釋放自由。20年
了，可能早早就忘了這件事。但神就是引導他去看電話簿，他
就去看了電話簿，也不知道這個老朋友還在不在，想著自己現
在的工作有些異動、影響，就想說聯絡一下好了，他就一聯
絡，對方電話竟然沒變，兩個人就聊起來了。�
他就講到自己工作有些異動和需要，現在整個灣區也都有

些的調整，結果那個人他竟然講說：“沒問題！沒問題，你
來，來我公司，我安排我的秘書，我安排人給你面試。”於是
他就去了。後來他才知道，20年前那個僵在那裏什麼都不會動
的人，原來已經成為一個公司的負責人。這20年來，他從來沒
有想過自己20年前對人的一個關懷，對人一個探訪，卻成為20
年後神藉著那個人來陪伴他，甚至是幫助了他。我就問他說：
“你有什麼感想啊？”他就說：“我對神充滿敬畏，我不敢輕
忽，甚至我也不敢隨便，如果神把要去探訪一個人的負擔放在
我裏面，我真的要去做。”�
親愛的家人，剛剛利未牧師在那邊說：“有沒有一個名

字，神把它放在你心中的？”去禱告啊，行動啊，關懷啊，撥
通電話，傳個簡訊，可能你的一句關懷，你的一個禱告，這個
人就怎樣？死裏復活了！這個人就這樣生命翻轉了！我不是說
有一天你需要他的幫助，而是有一天你可以看到這個人他改變
了，他成熟了，他有一個健康的家庭了，他有個美好的婚姻
了，你真的會在神的面前：“主啊，謝謝禰，藉著我翻轉了一
個家庭，謝謝禰，當初藉著我改變了一個家庭，謝謝禰使用我
成全了一個家庭。”�
牧者的生命是很有力量的，你看像遊哥，像小餘姐真的就

像我們當中的哥大姐，我們的屬靈爸媽一樣，看到人就是一個
擁抱，拍你一下，每次看到我就是拍我肩膀一下說：“嘿，蒙
恩，你可以啦！”你有沒有覺得很溫暖，這樣一個大哥對你如
此的鼓勵，一個大哥對你的一個幫助。安童牧師曾經說過，我
們整個教會都是屬靈父母。我就“阿們阿們，我要我要！求禰
幫助我，從一個訓練者、教練，我也要成為一個父母，我想把
愛從我裏面去吸引出來。”�
最後一個教師。我認識一個姐妹，她們出國去玩，不知是



去埃及或是去以東，還是到哪個地方去玩，她玩的全程都在拍
照，分享一點一滴，我就覺得聽她分享都好像是在上《聖經》
課程一樣。有些人真的是很會講《內在生活》，他一講《內在
生活》，我就覺得我好想過這種生活；還有很多人好像好會分
享見證了，他一分享見證就活靈活現的，你就覺得那個過程當
中是這麼的精彩，你久看到神這麼的奇妙，神這麼有能力。你
會發覺教師有個恩賜，總是把很複雜的東西，經他兩三句描
述，一講出來就變得很簡單了。�
神藉著這五重執事，轉變這個時代。神界藉著這五重執事

可以翻轉我們在職場上的關係，神界藉著這五重執事也可以建
造你的家庭。如果我們每一個父母親，我們在這教會當中，我
們都領受這種使徒的恩膏，我們真的可以指出神給我們兒女，
那些一定要他們去贏得的命令和產業；如果我們這個領受先知
性的恩膏，我們真的可以引導我們的孩子真實的過一個聖潔、
敬虔在神面前的生活，甚至是你可以感覺到這孩子有點走岔的
時候，孩子裏面好像那些負面情緒真要是發出來的時候，甚至
是口無遮攔的時候，你覺得他的人，他的信仰，他的品格，或
者他的一些習慣開始有些走岔的時候，你可以很快的指證他，
讓他回轉到正路的上面；如果你是傳福音的恩膏，你常常就帶
著你的兒女來，對他們說：“兒子啊，女兒啊，我們為誰誰誰
來禱告，我們為慕道友來禱告，我們為下個禮拜要受洗的人來
禱告，我們為那些我們今天在賣場，在市場遇到的那個人來禱
告，我們在賣場門口有時候我們會遇到�流浪漢，我們來為他禱
告，”這個恩膏在你的裏面，凡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孩子就會
清楚的看見，“哇，五重執事就在我爸媽的身上呈現出來！五
重執事在我現在所待的教會看得看得見誒！”我們的孩子就不
會是來教會，覺得今天的節目很好玩，今天這節目不好玩，他
只看到這教會的節目好不好玩，有些人找教會就是找節目多。�
但神在末後的世代，祂要建造的是一個五重執事的教會，

因為要解決這個時代，不管是政治，不管是經濟，不管是教
育，不管是婚姻，不管是整個環境的當中，這時代中惡者在混
亂的時候，在敗壞的時候，五重執事能夠讓人看見神的心意，
神的愛，神的恩典跟神的見證，阿們？�
跟我來辯一辯，我們既然都知道五重執事這麼重要，可是

每個人都踏上了嗎？�
許多基督徒無法踏上命定，大多是信仰根基出了問題。因

為他們只把耶穌當做救贖者，不願意將耶穌視為生命的主人，
他們只想要被拯救、被祝福、被呵護，卻不想生命被改變、被
要求、被訓練。你想被改變嗎？我們需要被改變嗎？很需要
啊！五重執事在那裏，可是說實在，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踏上
去，為什麼？根基出了的問題。因為我覺得來到教會，我是需
要被人家愛的，我是要被呵護的，你們要給我舞臺來成全我
的，這個教會的節目是不是我能夠接受的，是不是能夠實際的
給予我一個好的感受的？如果沒有，有別的教會達到我的需
要。你有沒有聽過人家換教會最常講那句話是什麼？我要找一
個什麼？適合我的教會。有沒有聽過人家這樣講？你有沒有聽



過，有人換教會說我要找一個合乎神真道的教會？我大部分聽
到人家換教會就是我要找一個怎樣適合我的教會。�
曾經我們在臺灣服侍一個姐妹，非常優秀，她是一位非常

優秀的國中老師，她帶著孩子比賽或幹嘛，總之非常優秀。但
是因為教會反對同性婚姻，她厭惡這個教會，她說我要離開這
個教會，我要找一個支持同性婚姻的教會，我要找到一個適合
我的教會。她找得到嗎？我告訴你她找得到，他現在就在教會
聚會。為什麼？因為人都是傾向我的老我，我的驕傲，我的需
要，我的想法，我們都在找可以滿足我的教會，我們很少去找
一個滿足神的教會。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在我們的人際關
係，在婚姻、在生活、在經濟，甚至在我各樣的環境的需要上
面，我們常常是舉白旗，痛苦的那一個，求神解決問題，求神
解決問題，整天就是叫神來當我們的救贖者，你很少把神當做
君王。君王來管理你，君王在訓練你，君王在修剪你。�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第一支軍隊的體質，我們才有

辦法真的謙卑、順服、委身、合一，我們才是慕主的新婦，我
們才是先鋒的軍隊，我們才能夠對混亂的世代，五重執事才有
辦法去影響跟去改變。否則我們拿什麼影響呢？所以很多人會
有一個誤會，那就是我有這方面的興趣，我是不是就是五重執
事的其中一個了？我很喜歡讀《聖經》，所以我就是教師了；
我蠻能夠傳福音的，所以我就是傳福音的了；我對人蠻有愛
的，所以我就是牧師。不是，這是有進程的。首先你會羡慕善
工，我真的蠻羡慕有這種恩賜的人，我真的蠻羡慕這種職位
的，這種善工會吸引到我，記住這是第一步。第二個你開始要
去裝備訓練了，你需要過內在生活啊，你需要在你的生命裏面
真的是被主修剪跟製造，免得這棵樹主幹沒長出來，結果你次
幹長得特別的強壯。還有這個服侍不是愛來不來，有空才來，
而是一個全人委身的侍奉，降服在權柄和遮蓋下的侍奉。我能
夠被指正的，我有可聽的耳的，我可以被修剪的，我是能夠犧
牲的，我能夠放下我的喜好的，我能夠活在神的時間表的。�
大部分的都是在這第二或第三步，很多人就退出了，因為

我有興趣教《聖經》，我有興趣傳福音，我有興趣去牧養人。
可是要到下一步裝備操練，ok我可以來上課；要到全人委身，
這個已經是太高的要求了，你就讓我沒有我了嘛！哇，還指正
我？都已經來服侍了，你還要告訴我哪里需要改？我人已經在
這裏了，你應該給我拍拍手了！我太太常常在講：“不要老是
貶損我！來參與服侍，你應該要開始很開心了。”� “是的是
的。”我改我的口，我常去改我的口，改我的口：“感謝您！
謝謝您，感謝您的支持，讓我在教會能夠有一點的服侍。”我
就開始這樣謝謝她。但是後面加一句話，“我該說的還是要說
了。”�
感謝主，我們都是這樣一路過來的，為什麼？因為我知道

神要藉著五重執事的教會，神要翻轉這個時世代，神要祝福這
個世代。所以如果我停在這一步的話，我沒有辦法踏上命定。�
到了第四步，我才開始奉神差遣了。領袖認可了，神也差

遣我了，在你身上有顯明這樣的一個恩賜了，真的把你可以放



在那個位份上面開始去侍奉了。最後就藉由你服侍的果子，你
服侍的命定就顯明出來了。�
所以發覺從一開始的羡慕善工，直到我的果子的顯出，這

是一個過程，這是需要有個“可聽的耳”的過程的，這是需要
一個被修剪的過程，這需要在遮蓋下的過程，這是一個需要門
訓的過程。但是有時候我們有一些想法，我有熱情，我有專
業，我應該就是這方面的執事了。可是你知道嗎？從全然委身
到奉神差遣到執事命定，還有一個過程。�
我很訝異一句話，我不知道媽媽你還記不記得：你曾經有

一次說過：“我的服侍就是每信心的回應一步，神就開一步，
每信心的一步神就開一步，每信心的一步神就開一步，直到幾
年前，你才說，我開始清楚我的命定。”那時候我聽的時候，
有好幾個情緒在我裏面。第一個情緒是震撼，你建立了三間教
會，影響了那麼多亞洲人，直到現在才明白命定。哇！那我以
前我是什麼？那不都是瞎子摸象？服侍到現在，一步一步走，
信心一步門開一步，走一步門開一步，走一步門開一步，仰
望、決定，可能有些的錯誤又趕快再悔改，又再回正，這樣一
步一步走來。我說：“主啊，我快50了，我踏上命定了沒？在
禰來的那一日的時候，我在命定上了嗎？”所以你知道我現在
我心裏有個焦急，“主啊，在禰來的日子至少之前吧，讓我可
以在命定上面來服侍禰，而不是我有服侍。”�
這兩個很大的差異，我在命定上面侍奉禰，以至於教會五

重執事有能力，我的家庭被改變，我的生命帶出一個福音的大
能，叫人看出不管政治、經濟、體育界、教育界，不管什麼樣
的一個環境不斷的在轉變，這裏有個不震動的國的人，他正在
活得像基督。還是我也有參與教會服侍，那個服侍我也有，那
個服侍我有，這個小家我有參加，那個我也都有參加，但是我
的生命往往還是隨著這個世界的動盪飄來飄去？哇，那裏有基
督，啊，這裏有神，那裏有神跡奇事......我在追的是哪一
個？同樣有服侍，一個是在命定上的服侍，一個是在什麼？在
我自以為我在服侍的服侍。�

《哥林多前書》3章12-15節，我們一起來念一遍，來請：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
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
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存得
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
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仍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阿們。所以
你要被改變，你要被門訓，你需要被修剪，你需要有“可聽的
耳”，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是只是說我有興趣來參與一
些侍奉，我有一些專業我能夠來參與一些侍奉。我害怕我自己
的一件事，我非常害怕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以為我有
在侍奉，但那日主卻對我說：“我兒，我實在不嘉許你。”�
我真的是害怕這種事，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那一天黑色星期

五當天早上5點，聖靈叫我起來，我是不敢不起來。你知道對於
我而言，我以前聽到人說，聖靈叫他去哪里、去做什麼，他就
去。我都覺得這個人是不是太敏感？神經質？這是我以前的想



法，但是現在我就說：“寧願我錯，寧願我敏感，我也不要消
滅聖靈在我裏面的感動！”“主啊，我就是要知道禰在每一次
關鎖的時候，禰對我的說話；我在等候神當中，禰向我的一個
顯現；我在讀經當中禰帶給我的每一個感動，我沒有一個敢輕
忽。我就是緊緊要抓住禰，我希望我知道我一直站在命定上
面，我正在用金、銀、寶石，我正在建造。”�
我最近很認真的重新去聽過去江牧師講的一篇資訊，叫做

《末世教會的位份與機會》。我去重聽第一篇跟第二篇的時
候，裏面有個異象抓住了我的眼，又抓住了我的耳朵，也蠻震
撼我的。她說：“在末後的世代，有一個很高很高的高樓，在
最上面是我們的教會。”如果你有聽到這些資訊，你一定知道
我在講什麼，對不對？你有聽過這個異象嗎？然後風非常非常
的大，有聽過嗎？好，我現在講一遍：“有個很高的大樓，我
們教會在最上面，阿爸父在吹風。聖靈的風一直在向我們吹，
這個風很大，大到一種地步，整個屋子、屋頂跟牆面全部都被
吹散，都被吹散，只剩下4根柱子，還有中間的祭壇。風吹的大
到一種地步，每個人都抓著那個柱子，頭髮被吹，衣服被吹，
抱著柱子人都快飛起來了。”抱歉，我表演不出來，就是這
樣，“人都快飛起來了，然後聖靈的風一直在吹，下麵的人看
到我們上面的好狼狽，我就在想，如果有帶假髮的，應該假髮
都被吹掉了，妝也花了，臉也花了，風大到一種地步，可是你
知道嗎？風越吹的過程當中，慢慢腳著地了，在屋頂上面的人
就開始可以自由行走了，風沒有變小，風還是一樣的大，聖靈
的風還是一樣的大吹，但是在屋頂上面的已經開始可以怎樣？
行走自如了。這個時候在屋頂上這些人就同心的敬拜，然後中
間祭壇就不斷的發出亮光，不斷的發出的亮光。而在整個屋頂
下麵，所有的人那時候全地都在這淹大水，這時候就吸引這些
人，“哇，那裏有光！”他們就開始往上爬，從大樓上面開始
上來，他們也要開始爬，越爬越爬的過程當中，他們末世先鋒
的體質就被建造起來。”你有聽過這個異象？我在這個異象裏
面我好被震撼！�
我剛剛問了李群牧師，說這個是17年前的一個異象，可是

這個異象放在今年2022年還是同樣的鮮明，是有可能2023年也
是這樣子。風呼呼的吹，所有人向飛的一樣，但是慢慢因為我
們有肌肉了，屬靈的肌肉建立起來，我們可以行走自如，我們
可以在那邊敬拜，我們可以在那邊禱告，光就顯明出來，這不
就是在預備年底的光明節嗎？太合適了！我就發現神對我們當
中的說話，不管在哪一年分看，都是對的。神的話，不會那是
過去幾十年的，神的話在現今的世代還是一樣帶著恩膏和能力
的。我們就這樣在飛的過程當中，所以我就想到說：“主，你
把我帶來教會，禰對教會的心意是什麼，禰對教會的命定是什
麼？”�
2004年現場的那一次畢邁可牧師在我們當中，他就在禱告

的過程裏面就像是預言一樣，就說：“這是一個天敞開充滿神
跡奇事的教會！在每一個艱難處境當中藉著屬靈爭戰而得到超
自然的供應。”阿們？“我要！主，我要！我被帶來就是為了



將來經歷這一塊的。”阿們？你被帶來也是要來經歷這一塊
的，你帶來也是要完成這塊的。�
末世的逃城，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請：許多先鋒在此重

新得供應安息，再出發到亞洲去，興起華人承接福音使命傳回
耶路撒冷。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事嗎？在疫情的
時候，一個饗宴，一個線上的饗宴，神就好像一下就打開了。
我現在服侍許多亞洲的家人，我們的晨禱，我們的禱告會和我
們各樣的聚會，包括現在線上上在看著的家人，你們也在這個
祝福，跟恩膏，跟這個使命的裏面，阿們，我們都有份，在這
其中。你也有份，我也有份。雖然這是一個18年前的異象，禱
告18年的異象，但直到今日這個預言的恩膏仍然有效，這個呼
召也仍然有效。阿們。�
推喇奴學房：神會釋放話語大能裝備成全各地華人得著內

在生命供應。阿們。所以廣告一件事情：明年的1月到3月，我
們將會有內在生活的門訓班，我們會有我們一線的牧者，我們
現在的牧者他們多年來操練內在生活，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經
歷、他們的突破，他們的見證，會真實的藉著這個課程來門訓
每一個有心想要在內在生活建造的弟兄姐妹。不是來教你怎麼
聽，也不是來教你是什麼內容，而是你要先聽你要先操練，他
會幫助你怎麼被門訓，你也起來成為一個傳講《內在生活》的
人，你也會被門訓，你可以省掉很多摸索的時間，你可以省掉
很多那種瓶頸，你會在被門訓的過程當中，你也知道原來我也
可以去門訓人！我怎麼去培訓我的孩子過內在生活？我怎麼去
陪伴我的小家員過內在生活？我怎麼去跟一個慕道友告訴他內
在生活的寶貴，以至於我就可以帶他，我們兩個一起來聽《內
在生活》好不好？你自然的就門訓他了。明年的1月底到3月，
我們開始第一季，我們會操練、明白什麼叫做內在生活真諦？
什麼叫做等候神？什麼叫做讚美？我們的史蒂文牧師，遊哥、
李群牧師會帶我們聽《順服》的資訊，教導我們怎麼在恩寵之
下明白神對我們最深的一個心意，好讓我們真的一直活出阿爸
父的心，讓阿爸父的心得著安息和滿足。鼓勵家人一定要報
名！一定要報名！因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是一個門訓
的機會！是一個我的生命真實的被牧者一對一的對待！一對一
的帶，多好！每一堂課程有三位牧者這樣一對一的教，一個一
個的帶，你的生命真的是太寶貴了！我不是老王賣瓜，老吳賣
瓜，我自己都想參加！屬靈父母的教誨，我剛說到藉著許多成
熟的父母親，興起敬畏神、渴慕神的下一代。�
最後一個，2015年戴冕恩牧師在慕主20周年的時候，我記

得非常清楚，那時候他在這裏，他在禱告的時候我就坐在那
邊，張偉牧師就在我的旁邊，我坐在那裏，他當時就宣告：
“這教會將會是國際家庭中心，各種膚色的人會在這裏一同同
心的敬拜，在基督裏家人同行，阿爸父的心會得著完滿的安
息。”我坐在那邊就講說：“什麼樣的一個教會可以領受這麼
大的祝福！各國的人，伊斯蘭教的人，甚至是中東人都可以在
這裏，他不僅被建造被安慰，還可以重新再出發。”我說：
“這個教會的使命我要有份在其中，這個教會的呼召我要有份



在這其中，所以我要被門訓，我要被建造。我來這個教會不是
只是來參與一些教會活動，我的孩子能夠有好的主日學，我也
不是來教會，只是有些的活動吸引我。有人平常在小家可以跟
我聊聊天，談談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我來這個教會是有使命
的！”阿們？你被帶來這個教會是有使命的！年輕人，你被帶
來這個教會，你是有賦予使命的！你是有產業可以傳承的！親
愛的爸爸媽媽們，你們的孩子被生在教會，他們是要來繼承這
些產業的。阿們。�
神在這混亂的時代，藉著五重執事的使徒性教會，祝福這

個世代，翻轉這個世代，跟改變這個世代。我們剛剛講完四印
對不對？白馬、紅馬、黑馬、灰馬，這一切的傷痛最後是藉著
教會要來達到一個改變。但你知道嗎？第五印是什麼？我即將
結束我今天的分享，這也是我很想要讓我們的心真正要去預備
的。不單只是說我們一起來服侍，我們一起來建造榮耀的目的
是因為第五印。�
第五印就是祭壇底下的殉道者，《啟示錄》6章9-11節，我

們一起來念：“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
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
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
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
‘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
殺，滿足了數目。’”�這日會來的，不小看、不害怕，因為我
們在這五重執事的生命的建造的裏面，我們在一個使徒性教會
的裏面，我們在這個呼召和使命的當中，我們一直在走，我們
走到哪里？面對第五印的時候，我們靈裏剛強，我們預備好
了。當眾人在這懼怕的時候，祭壇下麵也不斷的有聲音在呼求
的時候，逼迫會來的時候，恐懼會來的時候，我們不會因為懼
怕而妥協、而扭曲、而放棄了基督的信仰。末世的先鋒——慕
主先鋒，我們是愛慕主耶穌的一群人，我們是新婦，但我們也
是先鋒。我們能夠起來向世代去說：“第六印會來的。”已經
來了，到時候會全面的來，我們在預備。�
所以你真的被門訓很重要！你真的要建造一個體質很重

要！你一個真實的操練很重要！只是我們現在人在美國，你看
現在的亞洲開始了，你看南美洲開始了，你看一些歐洲的各
國，整個一些勢力在集結的時候，教會遭受到逼迫都已經開始
了，我們必須要去喚醒、引導、幫助第五印來到的時候，我們
是能夠站立起來，對所有的弟兄姊妹，甚至對我的下一代說：
“主會有話對我們說，安息片時，等一同做僕人和他們弟兄也
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介紹兩個年輕人，一個人叫做辛恒，他是一個大學生，蠻

熱情的，他大學畢業時，就有心想到中東國家去傳福音，跟他
一起拍照的是他的母親，單親家庭的一個孩子。從小愛主，媽
媽把他獻給神，來服侍神；另外一個叫做莉絲，小女孩也是剛
大學畢業沒多久，是一個很乖巧溫柔的一個孩子，最大的心願
就是她的爸爸能夠信主，所以她每次常常回到家就傳福音給自
己的爸爸。這個女兒說：“在我的生命當中，神永遠是第一



位，沒有事情能夠攔阻我對祂的愛和熱情。”她本來在她說完
這句話的隔年，她的男朋友對她說：“我們先結婚吧。”她
說：“先等一下，因為神有使命在我的身上。”她的男朋友對
她說：“傳福音到處都有，為何一定要到中東？”她說：“這
是神的呼召，神說話了，我不敢不聽。”2017年兩個年輕人在
傳福音的一個下午，在帶小家的一個過程當中，被人擄去殘酷
的被殺害了。在2017年的那個時候，但在喪禮的過程當中，辛
恒的母親對他說：“這個孩子已經做了他最棒的選擇！他唯一
所在乎的就是：主，我願禰來。”莉絲的母親在喪禮當中也非
常難過，但是她卻說出了莉絲在心中一個最深的說話，那就
是：如果一個生命的擺上可以換來一個民族的復興，我想那也
足矣了。�
親愛的家人，我們與罪對抗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我們不

能夠讓自己一直活在諾亞的日子，羅德的日子而不自知，主的
日子近了。我們在一個使徒性的教會，你不要忘了我們有使命
要去承擔，你很有可能就是神所膏立的使徒，你很有可能就是
神所膏立的先知，你很有可能就是傳福音的，你還有可能就是
牧師，你很有可能就是教師，你很有可能就是行異能的，你很
有可能就是得恩賜醫病的，你很有可能就是治理的、幫助人
的、說方言的。神正在建造這個教會，恩賜、能力、豐盛都
在，關鍵就是在於從羡慕善工，我要一直走到奉神差遣，職份
顯明。在這過程的裏面，我需要被門訓，我需要被改變，我需
要被調整體質，我的眼需要被打開，我的耳朵需要被打開，我
裏面那種容易被冒犯的性格要改變，我裏面那種焦躁的性格要
被改變，我裏面那種天然的感情需要被改變，這就是你我被帶
來到這個教會賦予使命最大的目的。�
我們一同站立起來，一起來禱告。親愛的家人，在詩歌的

過後，我希望你能夠去禱告說：“主，你把我帶來慕主先鋒教
會，你的命定，你的呼召我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不清
楚，去問你的牧區的牧長，說我能夠為教會做什麼？你如果真
的不知道，你去問尤哥，問小餘姐、問譽騰牧師，問李群牧
師，問史蒂芬牧師，問利衛牧師，說，我能夠為教會做什麼？
我的恩賜是什麼？幫助我，門訓我，改變我，我要踏上命定。
我也鼓勵你禱告，當我們同心合一的都一起起來的時候，神正
在等我們。我全心的相信：我們的母親，她身體會全然的恢復
得醫治，關鍵就在我們起來了沒有。�
24號、25號的確是佳節的時間，可能你已經早就有出城的

安排，鼓勵你可以調一調，就把這兩天分別為聖獻給神，讓你
的2023年領受光明節的恩膏和能力。你可以踏上命定的，親愛
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踏上命定，慕主先鋒的產業，你可以領受
一起去踏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