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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你生命的機會之門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 年 10 月 20 日主日信息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8－20） 

門徒對耶穌的這段話很疑惑：「憑我們這群人，怎麼可以使萬民做我們的門

徒呢？」但這個應許卻成就了。所有神的兒女，靠着聖靈住在我們的裡面，把耶

穌教導我們的，去教導別人，神就與我們同在。重點是，因為神與我們同在，我

們去做祂要我們做的，我們就凡事都能作。 

 因著順服，拓展出 16 個事工 

林治平教授當年只是領受了神的一句話，讓他辦雜誌，他覺得沒有錢、沒人

力，這怎麼可能呢？神說：「你去，給他們吃。」耶穌說這句話也是要試驗門徒，

因為耶穌已經知道該怎麼行。耶穌知道我們的不容易，但祂已計畫好了，會供應。

當林教授接受了這個使命，開始辦《宇宙光》雜誌。從 1973 年開始，又發展出

16 項事工。 

在宇宙光 20 周年慶的時候，太太張曉風寫了一篇文章 ：「何時還我丈夫？」

丈夫是全時間工作的教授，他們也有兩個孩子，她自己也是教授。當耶穌給他一

句話，他就接受了，太太寫的這篇文章的意思是：「丈夫如此奉獻，我也和他一

起獻上。」 

這位太太寫過一本書「紅毯的那一端」，她將書店 500 本簽名，送給宇宙光

事工。她是歡喜地獻上，神就祝福這個家。他們的孩子都很有出息。孩子被好好

教育，在乎與父母的 quality time，讓他感受到神的愛，看到父母的榜樣。他

們的兩個孩子都在美國讀書，他們每星期的電話是四個小時。 

有一次，林治平教授去看兒子，兒子在生活上非常節省，卻很愛爸爸，為他

的事工奉獻$300。兒子讀完博士，回到台灣，也像爸爸一樣當大專團契輔導。神

的國就是這樣擴展，當神的兒女明白神的心意，就踏出去。每個人就會經歷神的

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 

歷代宣教士所做的，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林教授做了許多不可能的事，他們

曾經送炭到泰國的難民營，就發起台灣將神的愛送出去的運動。台灣的一個電影

歌星孫越也去了，很被感動，他看到神的愛那麼真實，就信主，還戒煙，並成為

宇宙光的義工。 

神的國的擴展，常常是藉著一個人順服神的一句話，就踏出去，天上的豐富

和能力，就藉着這樣的一個人展開來，跟着他的人也看到神的奇妙，也開始跟着

神的腳蹤繼續去做，神蹟奇事就一直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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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福音如何傳遍地極 

在使徒行傳中，當聖靈澆灌在他們的身上，神蹟奇事出現，上千人信主，

教會就需要找人管理飯食，找出七個有好名聲，且智慧充足的，又被聖靈充滿

的。他說：“我們使徒就是要專心祈禱傳道為事。”當人數多起來，三千、五

千會眾，就有好多人要去做很多世務上的事，來供應整個百姓每一方面的需要。

他們聚在那裡很快樂，每天都掰餅聚會，有神的同在，神蹟奇事層出不窮，也

得眾民的喜愛。 

他們就忘掉了神跟他們說：“你們要去，聖靈會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要

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他們單單在耶

路撒冷的工作都做不完，那麼多人信主，又要煮飯，又要照顧孩子，夠忙了。

他們也有很多神蹟奇事，也很喜樂，雖然也有逼迫，但他們一直經歷神的奇妙。

所以，他們就一直在耶路撒冷。從使徒行傳 8:1 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

迫，這是神允許的，除了使徒以外留在耶路撒冷，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

亞各處。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眾人聽見

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地聽從他的話。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

附著，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

醫治。在那城裡，就大有歡喜。（徒 8:4-8） 

腓利就是第六章中七個管理飯食的其中一個。他到撒瑪利亞以後，看見有

需要，就為人禱告，發現那人就得醫治，他發現自己會醫許多癱瘓的、瘸腿的。

他還發現自己有趕鬼的恩賜，禱告後鬼就大叫跑出去。他看到許多人都沒信主，

他就開始講，發現自己講道也很有恩膏。在那城裡，人們因他就大有歡喜，他

一個人影響了整個城。 

由此可見，神允許逼迫臨到就是為要把他們散開來。當老鷹攪動巢窟，小

鷹驚慌地叫：“不要攪動巢窟啊！我們在這裡很好啊！媽媽都喂養我們啊！”

可是老鷹覺得，這時候應該讓他們開始獨立，要讓他們起來飛，就攪動巢窟。

小鷹的巢窟被翻，小鷹就掉下去，只好展翅一下，牠才發現：“哇，原來我可

以飛！我不是一只張口要吃的小鳥，我是老鷹！”於是，長大的小鷹就飛起來，

就好快樂。 

後來，神又叫腓利去曠野，他就順服地去了。正好一個太監正在讀以賽亞

書，“他象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象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

開口。”他就是讀不懂。腓利問：“你讀得懂嗎？我來跟你講，這個就是指耶

穌。”那個太監就信主受洗，然後就把福音帶回到非洲。 

神對他們說：“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這十一個門徒會覺得：

“憑我們，怎麼可能？我們都沒有什麼學問，怎麼可以傳到萬民？他們怎可能

麼都來做門徒？”看起來很不容易啊？其實很簡單，他不需要計劃怎麼傳到萬

民，他如果要算一算，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年。可是，神先把巢窟攪動了，門徒

就都散了，他們所到的地方，福音就帶到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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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腓利派去一個鳥不生蛋的曠野，正好那裡有一個有權勢的人。他一傳，

福音就被帶到非洲。到了使徒行傳 11:19-26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

的門徒都分散，有一些人就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歸主的人就很多，然後這個消

息就傳回到耶路撒冷-他們的母會。然後母會聽到這個消息，就派巴拿巴到那

邊勸勉他們要怎麼樣地一直向著神。 

當一個人忠心誠實地回應神，就有更多人信主，然後巴拿巴就去找掃羅，

就把他帶到安提阿。有一年的功夫，跟他們一起聚集，教導他們。為什麼門徒

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與那一年的教導是很有關係的。耶路撒冷教會因

為一講道就三千人信主，然後就忙著醫病、聚會、煮飯。再講一個道，又有五

千個信主，所以他們一直很忙。但保羅很有教導的恩賜，很熟悉聖經，保羅跟

巴拿巴在安提阿教導一年，信徒們就更上軌道，更像耶穌。什麼叫基督徒？就

是小基督的意思，很像基督耶穌。 

從使徒行傳徒 13:1-3 ，在安提阿教會，神興起一些先知、教師，他們都

固定在敬拜、禁食、禱告、敬拜。有一次聚會當中，忽然間聖靈就說：“要為

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然後他們就為這兩位禱告，

這兩位就去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回來報告一些事了以後，再去第二次、第三次。

福音就這樣一直地傳出去，傳到整個歐洲、美洲。神使徒們所說的話就此應驗

了。福音藉著門徒們去到哪兒，就傳到哪裡，許多神蹟奇事就一直發生。 

 教會的異象：分點遍滿灣區 

去年，代禱者在為我們教會禱告的時候，就看見在我們教會的周遭有一個

個的紅點很快很多地設立起來。今年，我們幾位主管一起，不約而同都有這個

感動，就是教會每一區，特別從遠一點的區，讓他們獨立，在那裡開始設立分

堂。因為耶穌說：“天上地下的權柄都已經給我了，你們要去，不是你們坐在

這裡，要去使萬民來做我的門徒。” 

這段話的意思不是說你們禱告，叫他們來，來做我的門徒，而是“你們要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我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教訓他們遵守。”然後祂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有時候我們追求，就不想離開，覺得母堂人多，各樣

的資源豐富，我來這邊，神的同在已經很豐富了，每一次聚會，我都這麼得著，

我就不要去。可是神說：“你要去，我就與你同在。” 

也許你信主很多年，也聽了很多年的道，如果不更多地出去，你裡面這個

器皿就只有這麼小，每次神能夠向你顯現，能夠充滿就這麼一點點。你每一次

禱告說：“主啊，更多充滿我！”耶穌說：“可是，你的罐子只有這麼小啊！”

你去，就發現，周遭的人都有這麼多需要，你就一直乳養，一直給，把時間、

愛都給出去。然後你再向神要，你的器皿就更擴大了，因為你要養這麼多孩子

啊。當你一直給下去，你器皿就一直擴大。這是神做事的法則。 

腓利如果不去，他只繼續管理飯食而已，雖然管理得很好，但是他去，才

發現原來他可以講道，一講道就有很多人信主，一禱告鬼就出去了。他發現：

“原來，我也可以趕鬼，可以醫病！”如果他沒有去，就不知道他是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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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跟使徒對齊，因為所有講道、行神蹟的事都是使徒在做。但他們分散出去

建立教會。 

巴拿巴到了安提阿，發現這麼多人信主，就把保羅找來。保羅就去講道，

去建造他們，他們就一直被改變。這時，聖靈要把保羅送走，他們就說：“保

羅 不要走，你繼續在這教導我們，你教導得很好，巴拿巴，你在這裡把我們

照顧得很好，因你們在這裡就有很多人信主了。”可是聖靈說：“不，把保羅、

巴拿巴差出去，做我召他們要做的事。” 

對於每一個神的器皿，神不要你一直停留在一個地方一直做，否則，你就

不知道你是誰，器皿的容器就一直保持保持原樣，存裝量只是這麼少就。神說：

“不！我還要給你是幾千倍的！” 

像我們王文正弟兄，他開始帶以色列的事工，我每次去看他講得很好，帶

得很好。有人開始教成人主日學，我發現他們也教得很好。如果沒有更多的人

順著聖靈的感動，開始承擔一些神召他的使命，就不會知道神召我們，在我們

身上的建造有這麼大。 

二個禮拜前，我們在舊金山租了一個地點，我們的青年青崇大區長 STEVE

就帶著小組長 Yang 設立小組，我對他說：“神一定要差派你去舊金山得人如

得魚。”在舊金山的小組地點離舊金山藝術學校、舊金山州立大學、UCSF 幾

所大學都很近。原本那邊都有少數的人來我們青崇聚會，可那邊還有很多人都

不認識神，或者你給他傳，他願意信，但他不願意開車這麼遠來聚會，所以我

們必須去。 

 我在新竹也是這樣，交大、青大離新校區較遠，我們就去宿舍發單張，

探訪人，邀請他們，在新校區建立小組查經，像慕道班一樣開始帶到四次，他

們信主了並繼續查經，慢慢渴慕主了，我們就邀請他們來我們教會聚會，他們

就過來。剛開始我們要去，才能夠帶他們來。整個灣區這麼大，有些人是有家、

有孩子、有工作，他們不願那麼遠來，我們就開始在那裡設立聚會的地方，就

像安提阿教會一樣。 

 一個膽小女孩的突破 

我們在舊金山的工作，除了 STENE 帶 Yang 以外，他們也邀了一個姊妹，

因姊妹是讀藝術學校，姊妹就同她的小組長說不願意來，因為不願意離開教會。

小組長說：“教會是個大家庭，人數一直多起來，會一直擴張，我們每個人都

會經歷去不同的小組和小家，並沒有離開這個家”姊妹回答說：“我要幫助你，

你一定需要我幫助！” 

這位小組長真的做得很好，她都讓剛信主的姊妹，還有別的人有時來家裡

吃飯，靈修 QT,有時睡在她家。當姊妹不願離開，小組長說：“你不能專注在

我是身上，你要專注在神的身上，神在這個階段要你在哪裡服事，這才是最重

要的，我雖然需要幫助，但你去了，神又會為我興起別人來幫助我，但你自己

要禱告，我們是家人，家人的關係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但姊妹還是不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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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長說：“你答應我，你去禱告問主”姊妹同意了。隔了二個禮拜，姊

妹說：“我要離開你了，我要去舊金山，因為我禱告以後，我發現我的性格就

是最怕遠、怕接觸、關懷陌生人，雖然我信了主，我知道福音那麼寶貴，有傳

福音的熱情，但我沒有行動，因為我怕遠，怕跟陌生人講話，怕照顧他們，怕

打電話給他們，我不知道要講什麼。禱告以後，神感動我，我真的需要突破，

需要長大！” 

他們在舊金山已經開始了二個禮拜的聚會，小組長發現這位姊妹好開心，

好興奮，很有自信，為什麼呢？因為她在這邊是最小的，都是別人關心她，現

在到那邊，她要去關心人，去照顧新來的朋友，要去傳福音，結果，她就越來

越有自信了。她發現：“我可以的！”她就開始帶領她的室友決志。 

我們喜歡躲在媽媽的旁邊，風雨來時，有大樹擋住，神說：“你要出去，

才知道你是誰，你是老鷹，可以在高空飛翔，不是像雞一樣在地上走走吃小虫，

你是可以飛的，你從高空看下去，會看得很清楚，你的速度可以這麼快，能力

可以這麼大，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誰！”這個姊妹出來就變得很有自信，她發現

傳福音的渴望來自於有了行動以後，她也越來越勇敢，越來越蒙祝福。 

 莊家已經熟了，你們要去收割！ 

 在我們的四區（Cupertino），明年初會開始設立分堂，現在已找到合適

的地方了，離一些學校很近，我聽了很興奮，因為幾年前，神就告訴我服事的

3條路，其中一條路線就是我們的下一代青年人。多年來，我一直盼望福音移

民，有一、兩對夫妻願意搬到大學的附近，住在大學的附近，因為大學的禾場

是何等的大！ 

聽說，哈佛大學畢業的許多學生回去，成為大官，我就好想搬到哈弗附近，

但是神沒有給我話，斯坦福大學也是我想搬去的地方，因這些學校有好多的中

國人來讀書，他們畢業後，一定是大企業主管或是大官，我就想把福音傳給他

們。像神叫腓力去，福音就到了非洲，好消息就到了那裡，神的心是那樣的火

熱，所以，祂為我們預備了這個地點，我們在新的一年裡盼望凡離教會遠的地

區，我們都開始去設立分堂。 

 神說：“你們要去，因為庄嫁已經熟了！”這二年是福音大收割的日子，

環境會有震動，更多人開始發現，他快不行了，他好需要有人告訴他這個好消

息，告訴他，有誰成為他的依靠，能成為他的幫助？這時，你把這麼寶貝的一

位神介紹給他們，神的心非常火熱，你會發現，神的同在就會越來越大。 

當我們在那裡設立分堂，有些人很可能會擔心：“我的孩子怎麼辦？來這

邊都是把孩子放主日學，去那邊我怎麼辦?”當你出去，你們的 18 般武藝都會

發揮出來。  

 一個兒童傳道人的崛起 

  我的屬靈兒子在 15 時，媽媽把他送到新竹，請我救救這個孩子，我們

就帶他信主，他 17 歲，我們和他說：“你能不能去當兒童主日學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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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的小孩只有十個左右，他就順服了。他在家裡最小，也不懂怎麼教小孩，

我們有教材給他，他就學著去做。 

他說：“因為你對我說了，放學回來要花半小時親近神、禱告，不要急著

去做功課”他就照著做了，從他那時起，他就和神建立了親密關係，也繼續教

孩子。當完兵後，在台北工作，神又帶領他繼續教孩子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

了。神一點一滴地把恩膏、智慧賜個他，因為他真的愛這些孩子。後來他到一

個教會當兒童部的傳道人。神帶來一些智障、自閉症、多動症、情緒障礙、憂

郁症的孩子，有一個孩子因家庭暴力，問題很多。 

這個孩子可以連續罵人到半個小時，且罵的每句話都不同，很可怕。這孩

子兩歲時看見爸爸打媽媽，驚恐驚嚇加上情緒障礙，又是自閉，心裡就有憤怒。

我的屬靈兒子利未傳道就把他邀來家裡住，教他怎樣讚美，讓他背一節聖經。

剛開始，他背不起來，到現在，他背聖經在班裡第一名，功課也突飛猛進。每

一個小孩都非常寶貴，關鍵在乎有沒有人願意去喂養他、愛他。 

利未傳道教的孩子都有好多改變。他真實操練內在生活。其實，他個性比

較好動，在我們眼中永遠是個小孩子。神使用他來我們教會訓練主日學教師，

因為他有好多教兒童主日學的經驗，好多大教會的主日學校長都來參加。當他

做完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以後，神感動他教青少年，他就開始小先鋒訓練營，

小學到初中都可以來訓練，訓練後就帶他們去短宣，一年有幾次的短宣。 

有一次的短宣，他就帶小先鋒的 20 個孩子，從小學 2年級到高中，他們

要教導 102 個孩子，其中有一半是慕道友。他不是只教孩子們追求主、遇見主，

還教他們品格、服事。在短宣服事中，他們做的是大人的服事，例如報道、行

政、發飯食、會前禱告、仰望信息、會中守望、為利未傳道的講道守望禱告、

會後為孩子們禱告，結果，沒信主的孩子在第一場就全部決志。利未傳道本想

最後一場呼召決志，但那些小孩子在會前禱告仰望時說：“老師，你第一堂就

來呼召好了”。看來，小朋友比我們所知道的潛力更大啊！ 

當我們開始分堂的時候，我們開始訓練一些青少年的孩子，讓他們學著去

帶兒童。昨天，我呼召了青崇的大專生、社青、青年人，在舊金山、斯坦福大

學附近開始有聚會點，你們願意參與服事，去帶領孩子們的，可以向張瑋牧師

報名，果然會後有好多人向她報名了。 

有一個剛受洗的說：“張瑋牧師，你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我能有什麼

服事呢？”張瑋說：“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順服你的小家長。”她真的就跑

去問她的小組長有什麼服事。這個青年人剛信主，他爸爸在中國大陸教哲學。

年輕人是大堆的魚群，希望你能夠投資你的時間、愛心，煮些點心之類的，送

去舊金山的小組，送去第四區分堂，那裡真的有很多的需要，當你這樣服事，

你各樣的恩賜就會長起來。 

從使徒行傳去看，他們是被逼迫分散，才開始各就各位，才發現自己的身

份是萬王之王的兒子，發現自己各樣的才能。如果你沒去，你永遠就覺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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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那個年輕的姊妹去了才發現自己可以飛翔，就好快樂，好開心。小鷹是

要長大的。 

利未傳道當時 17 歲，他教小孩，並不是因為他有負擔，只是覺得：“牧

師告訴我，我就順服。”神就把他生命的藍圖一點點打開。這二十幾年來，神

揀選他帶領兒童，並大大的使用他，因為他真的愛這些孩子，現在的孩子一個

個都稱他為屬靈的父親，他為他們禱告，孩子也被一個個建立起來，他所帶的

孩子現在都有二十幾歲了，有一個孩子在音樂界很被神使用，他說：“我這一

生影響最大的是利末老師，他是我最棒的屬靈父親，從他身上，我感受到天父

細膩、無條件的愛。” 

 凡我所行，都為福音的緣故 

我盼望你們當中有些人願意去帶他們當中的孩子、青少年，以及舊金山的

學生，那裡才第一次聚會，就有 10 多人來，那裡有很多的學校，這些學生都

舍不得走，好高興這裡有聚會的地方，他們信主就好喜歡，所以，去帶學生是

多麼值得。 

- 林治平和張曉風夫婦。他們在大學時戀愛，但一直沒結婚。有位媽媽問

他們：“你們為何還沒結婚？”治平說：“沒有錢怎麼結婚？”媽媽說：“沒

錢也要憑信心結婚。”治平發現，原來結婚也要憑信心，他就告訴張曉風，曉

風就禱告領受到一句話：“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

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 9：23） 

張曉風就說：“我們可以結婚，這節聖經要成為我們婚姻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神要我們結婚，就是凡所行的，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神真的就祝

福他們，為他們建立家室，在沒錢的情況下結婚。後來，神預備了一間房子，

成為我們大專生幾十年聚會吃飯的地方。神也祝福他們兩個孩子，繼續為大專

團契的輔導。 

平哥在退休時就馬上有別的大學、機構聘請他，給他薪水和很好的待遇，

他說：“我退休後，進入人生的第二春，給我這麼好的待遇，當然就會要求我

擺時間，可是，我的價值不只這些。”，他決定不把更多時間用在世界上，要

全部的時間都用來服事神，所以，他做義工，一直做到現在。 

他對孩子、太太說：“我有這個機會和錢，但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我要

為神國得人如得魚”太太、兒子說：“爸爸，我們支持你，讚成你。”以前他

做義工，還有學校的工資，但現在都沒收入，還要供養孩子讀大學，但他還是

選擇神國的事業。父母要做什麼，就要帶著你的孩子一起做，一起看，讓他知

道你所做的神國事業是這麼有價值，可以帶給人生命極大地改變。 

- Rosa 姊妹。我們開始分堂以後的，許多人身上的恩賜就會開始長起來，

在這邊所接受的造就要給出去。Rosa 姊妹好多年前，大陸有一個教會邀請她

去講道，Rosa 說：“我不會講道，只會傳福音，帶領人信主後就丟給別人。”

可是神感動她去，她就去了。沒想到，她可以從早講到晚，講的比我還多，每

一堂講兩三個小時，還要講幾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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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人，你知不知道你在這裡接受的裝備已經到了飽和的地步，你要

開始給出去。你給出去，就會發現：“原來我是可以的，原來神在我身上的藍

圖是這樣的！”保羅和巴拿巴可以繼續留在安提阿，因為安提阿的信徒很多，

但是神就親口說：“要為我差派他們兩個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作。”但是

做什麼，他們也不知道，很沒有安全感，但他們都一步步仰望神，奇妙的事就

一一展開。  

- 江牧師。當初神呼召我來美國，我可以抹煞掉這個輕微的感動，但我願

意認真地面對，林治平教授也是如此，他只是讀到一節聖經：“你們給他們吃

吧！”耶穌為了試驗他們，祂知道怎麼做，帶領他們把每一個呼召的新事工都

做得那麼好。開始的時候都很艱難，沒錢沒人。但是，他一順服神，就一一展

開。 

我本可以一直留在新竹，那時我已經決定嫁到那邊。後來我順服主，來到

洛杉磯拓荒，我就變成凡事都要靠神，都要問神，因為這裡沒人懂得內在生活。

不像在台灣已有很多年的根基，我從母堂到新竹，另一個同工先去，她已經安

排整個聚會，我只做事情、司琴、買菜，做飯給學生吃，我是第二把交椅。 

當神呼召我出來的時候，遇到很多難處，以前的講道是平均分配，後來變

成我一個人要講很多。於是，我每一樣都要問主，我才能講《如何能明白神的

旨意》，但是，我因此經歷許許多多的奇妙又奇妙的事、許多神蹟奇事。我發

現，原來我是可以這麼細緻地去問神、仰望神。 

神好喜歡我們順服祂，開始新的據點，會有好多神蹟奇事發生。祂說：“我

天國的豐富是要臨到還沒有經歷的人身上。”神的心永遠在九十九只羊以外的

那一只迷失的身上，永遠在那些還沒有經歷祂、認識祂的人身上，在那些還沒

有和祂聯合的人身上。因此，我們不能在同一個地方一直吃，一定要給，然後

才會發現我現在吃的胃口已經大了，這是神做事的法則。 

 孩子，未來的希望 

現在的青年人潛力真大，神在他們身上的恩典、心意真大，因為魔鬼一直

在得著下一代，要來摧毀、玷污他們。但是，神極榮耀的事要臨到他們身上，

像利未出去短宣，五個小孩子為一個主日學校長禱告，主日學校長就哭了，因

為孩子為他禱告時，講出他人生五個不同階段、不同的事，他好感動神所做的。 

一位很有先知恩膏的青年人，前幾天給我打電話，說有一天去參加一個聚

會。有一個小學生為他禱告，小學生問：“你讓我為你先知性禱告？還是祝福

式的禱告？”他就說：“我要先知性的禱告。”小孩子就為他發預言，正是這

個青年傳道人向神仰望的一個決定，神就藉這個小學三年級孩子回答他。  

一兩年前，我跟兒童主日學的校長講，不要讓孩子只是聽，要讓他們去服

時，讓四、五、六年級的孩子去教一、二、三年級，或去教幼稚園，那麼，他

們跟神的關係就會更真實、會更親密，因為他們越服事，就會越問神，就會經

歷這位神在他裡面又真又活。我們不要把孩子看成很小，要讓他們開始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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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要開始去服事兒童主日學，越服事神，就會越認識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神的國就是這樣的擴張。 

 結語：攻占神給你的領土！ 

感謝神，我相信當我們明年一月初開始分堂，舊金山又有一個堂，我們這

邊葛伯伯和國瑞在老人公寓有一個聚會點。當我們這樣的時候，神好喜悅。你

們已經吃多了，吃的時候夠了，你們真該出去喂養，就會知道你是誰，多年給

你們的栽培和造就不是徒然的；如果你信主一年就不應該只聽道追求，要開始

去服事，在屬靈的事上去服事，做人屬靈的父母親，因為青年人都很需要屬靈

的父母。你可以把你的時間去做神國的投資，你的產業將是極大的。 

神設立以色列國，就是一個樣品國。神說：你們要看我怎麼做在這個國家，

就是我要做在你們的身上。九月是猶太的新年，稱為 5774 年，代表著你要從

這個敞開的門看見新的涌泉。這一年，你要在神所賜給你的產業上，建立你自

己，你的土地上就會有一股新的涌泉正等著你。 

你要怎麼得著呢？就是當一個機會之門在你的面前打開，你要進入，而且

要佔領神所賜給你的土地，你就會發現，神所為你預備的新的涌泉，是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你要把握進入這個機會之門，去攻佔神所給你的領土。 

每一個父母都喜歡孩子在自己的旁邊撒嬌，當女兒結婚出去，你祝福她，

她就建立一個家庭。隔離幾年，你去見她，發現女兒怎麼會煮菜，治理家啊！

她在家時都不會整理的，因為媽媽太能干了。當她出去，你會發現，原來她什

麼都會呀，原來她在家的時候都看在眼裡了。這就是神的心意。 

地上肉身的家，神讓你生生不息地擴展，一代一代傳下去，屬靈的產業更

是這樣，神要得著許多後裔，並且他要延長年日，一代一代，更多更多，尤其

現在，主快回來了，一方面要讓福音更快臨到還沒有聽到的人，特別是青年人；

另外一方面是藉著服事，幫助我們更長大成熟，一出去，噴涌的泉源就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 

我祝福每一個分堂比母堂更豐盛，更大的恩膏在這個地方。今天，你願意

跟神說：“神啊，只要你願意給我打開這個機會之門，我不願意有保留，願意

去攻佔你所要我攻佔的！”當你的心對祂降服，神就得著了安息之地，這些人

不是一直和神辯論，一直拔河，而是願意降服，願意踏出去，願意做屬靈的父

母親。  

 問題討論： 

1. 請分享你的經歷：當你順服地給出去，神就更多加給你。 

2. 徒 8:1 門徒去哪，福音就傳到哪。這一兩年是福音大收割、失喪靈魂

迫切尋求神的日子，當你的牧區要分堂，你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參與？如：

牧養（兒少、成人）、行政義工、教導、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