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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隨聖靈，走出限制 

A.聖經的例子： 

使徒行傳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 

這是耶穌升天之前對門徒說的一段話，到使徒行傳第二章，門徒們接受到聖靈的洗后，

第一個看見就是：耶穌就在我的裡面，就在我的面前。他們說：“耶穌，你在我的面前，

你把這個生命的道路向我指示了，原來我的一生，就是一直活在你的同在裡，我就必得著

滿足的喜樂，永遠的福樂！”然后，他們就開始一直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証人——見証這位

神怎麼為我而死，又怎麼為我復活，祂要來報告神悅納我們的禧年。 

今天，我們活在地上也是不斷地去見証神悅納我們的禧年。這位神是一位活的神，不

是在墳墓裡面，而是活在我的裡面，也活在我們中間。祂來要告訴我們祂喜悅我們，祂要

我們得著真實的自由，得著永遠的喜樂、福樂。使徒們活著就是一直不斷地見証這位基督，

然后神跡奇事就隨著他們。 

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一直去見証耶穌基督是活的一位神，是多麼美善

的一位神。“你看見我怎樣得著自由、喜樂，就知道這位神是活的神”——他們就這樣一

直見証，人數就一直增長。人數一直增長之后，他們就開始忙著供應食物；人數繼續增長。 

使徒行傳 8：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除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

和撒馬利亞各處。 

使徒行傳 8：4-8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撒馬利亞城去宣講耶穌基督。

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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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路撒冷，他們就忙的不得了，以至於忘了神對他們說的：當我的能力臨到你們，

你們不只在耶路撒冷，還要一直傳福音到地極。所以，神就興起逼迫來，結果，只有使徒

留在耶路撒冷，其他人全都出去了，就分散在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使徒行傳第八章 5-8 節講到：腓利下撒馬利亞去宣位彌賽亞，就有神跡奇事隨著他，

那個城裡就大有歡喜。在使徒行傳第六章說，腓利本來是管理飯食的。在耶路撒冷，使徒

們只負責傳道，就選了七個職事管理飯食，腓利就是其中一位，他管理飯食。 

可是，等到逼迫來了，他們就全都出去了。腓利就跟隨神到了撒馬利亞，之后，他一

宣講基督，趕鬼、醫病的神跡奇事就隨著他，以致於整個城的人都聽從他，一個人就使整

個城的人都大有歡喜！ 

你知道你是誰嗎？你在這裡許多年了，覺得都是牧師們在講道，我什麼都不會，只是

來負責煮飯，發便當。但是，當你充滿喜樂地做時，還要留意教會現在的水流是什麼，神

現在要在教會做什麼事，你就全心地在這方面去做一個幫助者，神就在你這樣服事的年日

裡，一直醞釀一個合神使用的器皿。 

神看見，這個人是我可以信任的，因為他不在乎頭銜、地位，不在乎是不是顯在人前、

被人稱贊，神覺得這是祂的屬性，就很喜歡靠近這樣的人。當神的時候到了，神就開始用

這個人，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器皿，就會使滿城的人都大有歡喜，連那個行邪術的西門看

見腓利行了那麼多的神跡和大異能，就大驚奇！ 

在使徒行傳 8：26“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

迦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他就馬上順服。他不會說：“神哪，我現在正被大大地

使用，這麼多人需要我，我怎麼可以離開呢？搞不懂這個時候，你要我去一個鳥不生蛋的

曠野做什麼？”當神的使者一這樣講時，他就馬上去曠野，他是一個懂得跟隨神的人。結

果，當他去到曠野時，就知道原來神要他給一個埃塞俄比亞的太監傳福音，這樣，福音就

傳到了非洲。 

雖然門徒們的人數很少，卻能夠在初代教會的時候把福音大大地廣傳，這是因為他們

每一個人都很留意跟隨聖靈的引導。 

B. 聖靈的感召：慕主青年學校 

在 2016 年這一年，世界將被大大地震蕩，但也是這位萬王之王要把祂的國度大大降

臨。所以，我們要小心地跟隨神，願意走出我本來的頭腦的限制而跟隨神，你就會發現，

原來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命定是這麼奇妙、這麼偉大，這呼召命定會一點一滴地被打開來。 

去年的 9 月是猶太歷 5776 年——禧年的開始，9 月初，我有一個感動，覺得我們不

但 7 月份在台灣有青年學校，在美國也要有，為著北美的和各地來的學生。那時，我對

幾位同工講：“12 月開始，我們這裡要有青年學校。”他們說：“太趕啦，來不及了，

明年再說吧。”可是，明年就要等到 7 月。 



只有蒙恩弟兄回應我說：“江牧師，你是不是勢在必行？是不是非得做不可？”我說：

“是的，勢在必行！”他說：“好！那我們就來做！”就這樣，12 月，我們就開始了這

裡的青年學校，沒想到來了 100 多位。有從英國、加拿大、台灣、中國和其他海外的國

家來的，還有從美國許多州來的，我都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這 10 天，神在他們身上做了極深的工作，有人因舍不得離開而流淚；有一位牧師，

從加拿大送來 14 位學生，他說：“我們這些青年人，我已經通過電話知道他們的生命有

好大好大的改變。請幫助我們，怎樣來幫助這些學生們繼續在這樣的根基上增長？” 

我們教會的一些家人甘心樂意來做屬靈父母，我看見他們也有極大的改變。有位弟兄，

他是請假來當屬靈父親的。上個禮拜天，我對他講：“你當青年學校的屬靈父親，你一定

會變年輕。”才隔幾天而已，他說：“我現在已經變得年輕了！”本來，他請的假不能夠

全程參與，就再去請假延期，他要全程做屬靈父親。他撇下家庭；太太也全力支持他來青

年學校做屬靈父親。我看他那麼喜樂，真的變得好年輕。我們中間做屬靈母親的，也變得

年輕。 

我問 Martina 牧師：“1 月，你要不要也來台灣做屬靈的母親？”她說：“謝謝你邀

請我！我太高興了！”另外，我們有兩位同工都是上班的，25 日公司放假，他們把聖誕

節的假期到 1 月 3 日全部的假期都拿來為青年學校做行政、飯食的工作，服務他們。所

以我相信，神的同在一直在報答他們。昨天，Martina 牧師問她說：“1 月 31 日到 2 月 5

日在台灣的青年學校，你要不要再來幫助？”她說：“我的假期都給你用。”為什麼？因

為他們嘗到跨出自己日常的作息安排，願意這樣擺上來服事，神就用祂的同在來報答，他

們就得著這喜樂。 

我們教會獻堂的那一天，邁比克牧師很少發預言，但那一天他真的發預言說：“這裡

會成為天開的地方，神的使者會上去下來，這裡會有許多的神跡奇事發生，但每一個神跡

奇事都是你們爭戰而得來的。”也就是說，神的應許常常是加上我願意去回應——在不方

便、時間環境有限時，願意爭戰來回應神的應許，神跡奇事就會發生。 

在這為期 10 天的青年學校裡，神的靈大大澆灌在他們身上。12 月 31 日晚上，他們

一直敬拜到 1 月 1 日的凌晨，忽然間，神的靈就大大地澆灌在一個青年人的身上，他就

開始有一個靈裡要生產的反應，全體青年人就一起禱告，他們就生出了一個復興的嬰孩。 

我們中間的有些青年人已經渴望青年人的復興已很久了。在青年學校的學生當中，有

一位弟兄來之前，神給他看見異像：“這個青年學校像一群年輕的馬利亞，這個集體成為

一個馬利亞，會生出耶穌來。”這就是復興，耶穌就是救恩，就是神的國，他們就是要把

神的國帶下來，那就是復興。 



在青年學校開始之前大概一個禮拜，有一天，我忽然有一個意念：我們這裡將來會有

一千多人的青年特會。神的國能不能大有能力地擴展都在乎青年人，這就是為什麼仇敵氣

忿忿地一直要摧毀青年人。青年人在成長的過程，迷迷糊糊的、不大知道、不知不覺就陷

入這個陷阱、那個網羅，這些一直把他們帶到那條滅亡的路上去。 

但是，耶穌說：我為他們有更大更美好的計劃，在他們身上我早有計劃、早有策略，

我會得著一批的青年人，是那樣的為我的愛情而癲狂的青年人，我的同在降臨在他們身上，

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像保羅、像腓利一樣，成為屬我的大有能力、影響整個世代的人！ 

第一個晚上，這些青年人敬拜時，我們看見很多人都不開口，非常酷，但是后面的幾

天，他們每一個像小孩子一樣，那麼火熱，那麼熱情，那麼自由奔放——被擄的得釋放了！

被囚的出監牢了！受壓制的得自由了！他們整個心都活過來了，因著耶穌的愛而活過來了。 

C. 發聖經活動，將帶起城市的復興 

福音使命團的一群同工在一起禱告的時候，神對他們講：費利蒙會成為一個復興的城

市。所以在年底，他們就以我們教會為基地，在費利蒙市挨家挨戶叩門去發聖經、傳福音。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們的領受，只是願意支持他們。神就在我們這裡做工。  

當我們牧區的弟兄姊妹接受訓練，一個個跟著挨家挨戶去傳福音時，就有很多奇妙的

神跡奇事發生。所有出去挨家挨戶傳福音的都非常喜樂，即使被拒絕了，但更勇敢，不以

福音為恥，而且開始經歷到與神同工的喜樂。那天，我把教會收到的一共一萬五千多塊的

奉獻拿給他們，他們每個都瞪大眼睛說：“這麼多啊！興奮到不得了。”我覺得，我們中

國人可以在金錢上更多地祝福別人是很快樂的一件事。 

見証：1）忙著玩游戲的孩子歸向主 

有一位姊妹和我們教會得勝者牧區的一位青年弟兄，兩人一組去‘叩門’傳福音，他

們去到一個家，一叩門，有一位印度媽媽出來開門，他們就說：“我們是來祝福費利蒙這

個城市的，你們家需不需要祝福？我們很願意來為你們家祝福。”這位媽媽說：“我不需

要，不過你可以進來為我的兒子祝福。”他們就進去。媽媽就叫兒子出來。 

她有三個兒子，只出來了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說：“我也常會想，到底生命的意

義是什麼？”這位姊妹就和他講生命的意義，但她才講幾句，他們兩個就跑到樓上去了，

說：“我們很忙，不想聽了。”這位姊妹就說：“沒有關系，你們忙，我就上樓去和你們

分享。” 

上樓以后，她發現，他們兩個都是在打電動玩具。這位姊妹就覺得被冒犯：我代表萬

王之王，花時間來跟你們講這麼寶貴的生命意義，結果你們是在玩電動玩具啊！這時，神

就對她說：“他之所以會一直玩電動玩具，是因為他的生命非常空虛，他一直要用玩電動



玩具來提升自己生命的意義，因為他覺得活著沒意義。”這位姊妹就對他說：“我知道你

玩這個是因為你怎樣怎樣，但是，你玩這個你並不會滿足的。有一位神，祂要住在你的裡

面成為你的滿足和快樂。你要不要這一位神住在你裡面？” 

忽然間，他就轉頭對她說：“好，我要這一位神住在我裡面。”她就帶他做了決志禱

告。然后，神又給這位姊妹智慧的言語，她就藉著這個給另外一位講，結果，他也願意接

受主，因為他覺得：這位神好神哪，祂怎麼會知道我都在想什麼？ 

見証 2）按手禱告，一家五口得醫治、得救恩 

下樓后，這位姊妹就對這位媽媽說：“你們家有沒有人背痛？因為剛剛進門之前，我

背痛，你們家有沒有人背痛，需要得醫治？”她就把她先生帶出來說：“有，我先生就是

背痛。”她的兩個孩子都已經 20 幾歲了，這一位先生就說：“你不用為我禱告，我這背

痛是從 6 歲就開始的。”我們的弟兄就對他講：“沒問題！在神凡事都能，我為你禱

告。”弟兄就為他按手禱告，這位爸爸說：“背好熱好熱，這是什麼啊？感受到能力。”

弟兄說：“這是神在觸摸你。”他就得醫治了。 

然后，這位媽媽就摸了摸弟兄舉起來的手，是冷的，可是按在他先生身上的那只手是

熱的，她就知道這個真是從神來的。這位媽媽就說：“那你也為我的肩膀、我的背部禱

告。”可是，他們領受到從神來的智慧的言語，就對她講說：“你的腿不舒服，其實是糖

尿病的原因。”這位媽媽嚇了一跳，她真的就是有糖尿病，她腿的問題確實是因為糖尿病，

他們就又為她禱告，她也感受到醫治，所以，他們覺得好興奮，說這位神太奇妙了。 

他們兩個感受到這個家裡有偶像的靈，就說：“你們家，你是不是真的要信奉這位又

真又活的真神？祂是獨一的真神，祂是忌邪的，厭惡有其它的偶像。如果你們要真的認識、

敬拜這位真神，你們要把偶像都拿到這裡來，除掉這些。” 

夫妻商量后說：“要！我們要信奉、依靠、敬拜這一位獨一的真神。”然后他兒子馬

上進去搬了三個偶像出來，說：“請你拿去，把它除滅！”這一家五口都得了醫治，另外

一個兒子是憂郁症，也得了醫治。神的救恩臨到這一家五口人的身上。這是個印度的家庭，

但他們是自動把偶像抬出來的，說“我們要單單的敬拜這位真神”。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重點就是，神的百姓不以福音為恥，而且留意的跟隨神，

你一直跟隨神，神會做很大的事情。 

C. 對原居民的負擔：解決根的問題 

2015 年 8 月，我感受到美國的危險，許多先知一直在發預言說：神要審判美國，好

像已經沒有轉回的余地，因為多年來，美國確實做了許多傷害天父的心的事：自高自滿、

任意妄為、心中沒有神。我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眾教會一定要合一起來，首先，眾



牧者要合一起來。美國合一的成為一個家，眾牧者成為一個家的家人，我們一起來到神的

面前，尋求神的面。 

但是，好像沒有人要做什麼，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就尋求神：“神啊，我們怎樣

才能夠安慰你的心？”有一天早上，快要醒來的時候，我裡面就有一個感動：9 月，我們

這裡要有牧者聚集，本來是一堂的聚集要變成兩天。我只知道我們聚在一起就是彼此相愛，

能有更深的連接，成為家人的關系，然后一起來為美國禱告。然后，我們就寄出邀請函。 

9 月的一天早上，要醒來之前，我裡面有個意念，說：去邀請一位原住民牧師。我只

認識溫哥華的一位牧師，他去過原住民的教會。我就把邀請函寄給他說：“你能不能幫忙，

邀請一位原住民牧師來。”他就幫我邀請，但是回信說：牧師去了以色列。我在這邊也找

了美國的牧師問：有沒有認識原住民的牧師？也都沒有回音。 

一直到我們那天下午要開始聚集的時候，早上 11 點鐘，我們幾位同工在一起禱告之

前，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間說：“哦，下午兩點就要開始了，可是神托付我要邀請一位

原住民牧師來，我都沒有辦到。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神要我辦的一件事，我卻沒有做到，

我真的很難過。而且我有一個困惑，神從來沒有要我去做一件事，卻是我能力做不到的。” 

我正這樣講的時候，敏文牧師正在看智能手機說：“有了，有了，那個原住民牧師剛

從以色列回來，他剛下飛機，他問我們還需要他嗎？如果需要，他可以來。”我說：“好

啊，請他來。”結果，我們發現，他是北美的大酋長。 

在那兩天的聚集，神從第一堂的聚會就賜下很深的悔改的靈。我們這些華人來到美國，

我們取這塊地的好處，但沒有真實的用心跟這一塊地結婚，沒有嫁給這塊地。我們就為這

個悔改。我那天跪在那裡悔改的時候，忽然間感覺到：原來美國那麼多移民都沒有愛這塊

地，沒有嫁給這塊地，以至於這塊地沒有人愛它，導致這塊地會越來越貧窮，越來越遭到

各樣的不容易。我感受到，天父在等我們悔改，並不是審判已定，我們還有悔改的機會，

以我們的悔改來安慰天父的心。 

那一次我們悔改，以至於我們就更明白：為什麼華人的下一代 ABC 很多都像沒有根

一樣，因為父母沒有嫁給這塊地，所以孩子們都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他”屬於哪

裡，所以他們就像沒有根的浮萍一樣。我們這一次的悔改，使我們嫁給這塊地，使我們能

為這塊地禱告，我們才擁有權柄。然后，原住民的酋長來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地都

是我們從他們的手中搶奪過來的。 

十月初，我去參加原住民的特會。在第一個晚上聚會結束的時候，有一位為美國政府

代禱的代禱者領袖，來坐在我旁邊，他告訴我，神對他講說：“加州的干旱就像大衛期間

的飢荒一樣，那個飢荒是因為掃羅毀約。而加州的干旱也是因政府和原住民的毀約，這是

同樣的道理。” 



他說：“你們費利蒙城市是因為約翰.費利蒙取名的，而他當時殺了很多印第安的原

住民。”原來，神把我們擺在費利蒙這個地方，是讓我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就邀請原住

民的牧師、大酋長來，在 12 月 7 號、8 號有了第二次的聚集。我這樣做是因為 5 月的時

候，國瑞、張瑋牧師他們去 IHOP 國際禱告中心被發預言，而第一句是為我們教會發的預

言說：“加州的干旱，其實你們教會是可以解決的，但是你們要找出根源性的原因，其實

這個原因是很簡單的。” 

我們 12 月 7 號、8 號的舉行的聚集，神做了極大的工作。有一位美國人的代禱者被

任命為全美國禱告代禱團隊的領袖。他說：“幾十年來，我們參加那麼多的聚會，偶爾會

有一堂聚會天開了，從來沒有過連著兩天的聚會，持續天開。”那兩天的聚會，神真的做

很深、很深的工作。 

從那個聚集的隔天開始，我們加州幾乎每天都在下雨。原住民大酋長說：要解決流無

辜人的血的罪，要有好幾個步驟。我們這次只做了第一個步驟，神就這樣的喜悅，隔天就

開始下雨。我們這裡已經干旱四年了，四年從來沒有這樣下過雨。 

二、跟隨聖靈，跟隨教會的水流 

在 2016 年，你要留意去跟隨：“神，你要我做什麼？”你要常常問：“天父，你在

想什麼？你要我為你做什麼？”還有，你要留意周遭什麼事已經在發生，復興的腳步真的

越來越快。 

就在前幾天，兩個印度的研究生進來，有一個說：“我哥哥的肝發炎，我想來這裡找

平安，我想認識這位神。”國瑞給他們傳福音，帶他們兩位決志信主。我們青年學校有一

位姊妹的父親來，她父親幾十年都不信，只是來看女兒，陪女兒來參加了幾堂聚會，就決

志信主。 

這些日子，進到教會的人，不但很容易信主，而且神跡奇事非常多。參加基要真理班

的一位弟兄，原來是老花眼，考駕照看不見，我們憐憫他，就為他禱告。他的老花眼看得

見了，連智能手機上的小字都看得見了。神在給我們講什麼？神在說：“我的王子、我的

王女，我在你們的身上的心意是極大的。” 

今天聚會之前，我們的代禱者說，神一直持續地把這個異像顯給他：我們這裡充滿了

天使，都拿著鑰匙要來給我們，天使拿著鑰匙先發給領袖，然后領袖再發給他下面的弟兄

姊妹。只要這個人說我要，他就拿到這塊地的鑰匙。把這些地關鎖起來的，不是門，是柵

欄，那個鑰匙也好簡單，只要一打開那個柵欄，這塊地就是他的，他就可以在這塊地上經

營建造；他只要再去旁邊開墾，他的地就一直擴展。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賽 54 章

2-3 節） 

2016 年，神就是要擴張你的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你不要習慣住在這個地

方，感覺很好。神說：“你要擴張你的繩子，一直拉長，你拉到多長，釘下去那個橛子，

那個地，我都要賜給你。”神說：“今天，我要打開你的頭腦，要把我的血，一包的血放

進你的腦部，這個血會一直流，流到你全身的細胞、組織、器官，你的眼光就會明亮起來，

會看見所沒看見過的，會開始有一個新的價值觀、一個新的做事方法。” 

神的生命在我們的裡面，會使我們軟弱、虛弱的生命剛強起來，我們當中就會有一些

人開始出去，像腓利一樣，不止是像腓利，也像當時的門徒們那樣都出去了。我們在這裡

多年接受的裝備：都是為了要出去得地為業。沒有出去的人，我們要留意神的家，現在正

在做什麼？我們就起來回應：我願意成為幫手。就好像這些屬靈父母，他開始回應：我願

意來做屬靈父母，願意陪伴他們、愛他們、為他們禱告。這樣每一個人都是踏出去，都是

一個獻上。 

在假日期間，放下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來與我所不認識的青年人在一起，當他一

踏出去以后，神就把那個愛，放在他裡面，他就會真的好愛這些青年人，與他們在一起真

的好喜樂、好興奮，流好多的眼淚，也笑得好開心，最后，好舍不得他們離開。 

我們這裡的參加這次培訓學校的青年人，他們也更深地得醫治、生命更大地被建造起

來，與成年人整個連在一起。以后，這些青年人就要來帶領。這就是要擴張你的帳幕之地。

留意每一次台上的報告，教會現在要做什麼？我只是一步一步地順服神，我們將會有第三

次的聚集。 

原住民大酋長說，他會帶 250 個原住民來到我們當中。這樣的聚集，要解決當時美國

殺害原住民先知的罪。神對這個大酋長的牧師說：“如果美國殺害原住民先知的這件事沒

有解決，美國是沒有辦法復興的。”神把這個恩典臨到我們的身上，驗中我們，讓我們來

合辦這樣的聚會，接待這樣的聚會。還有些未了之言等下次再說。 

2016 年，神要給你鑰匙，你要不要？神說：“你願不願意讓我幫你把你的頭腦打開？

讓我把我的生命的血流進你的裡面，開啟你很多的眼光，讓你知道我正要做的事，你願不

願意在其中有份？”你願不願意被神打開你的頭？當你被打開的時候，你就不會再說：

“哦，這不可能，這太難，這是不可能的事。”你就不會再說這樣的話了。你就會說：

“主啊！可以的，在你真的凡事都能，謝謝你驗中我，謝謝你讓我在其中有份。” 

我希望我們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能把握每一次被建造的機會。我們不要停在這裡，

目的是要出去，我們不要像使徒行傳 8 章裡，等逼迫來了才出去。我們要對主說：“我



們這個禮拜六就要出去了，去為你尋找珍寶。”你願不願意？我特別鼓勵我們英文部親愛

的家人：這個英文部太重要了！所有周遭的鄰居都是講英文的，你們是站在最前線的，我

們全部跟著你們。但是，我們所有中文部的也要好好學講英文，好讓這個家可以真實成為

一個“國際家庭中心”。 

這是戴冕恩牧師在這裡時，神對他說的：“你們會成為的國際家庭中心”。許多國家

的領袖會來，包括以色列、阿拉伯的領袖都會來到這裡。很多人會來到這裡，他們在等著

我們，等著我們預備好，我們要開始願意起來，走出我的有限。你只要多踏出一步，你就

會開始經歷到：“哇！這麼奇妙！這麼喜樂！”在這一年裡，你對神說：“神，我絕對不

要停留在我原來的生活形態中。” 

• 結語：走出安樂窩，擴展神國疆界 

2016 年是擴張的一年！這一年是得地為業的一年！天使在這裡要把鑰匙交給你們。

你說；“神啊！打開我的頭腦，打開我這個有限的頭腦，讓你來灌注你生命愛的大能。”

願意的你可以出來，要接受這個鑰匙的你也可以出來，說：“神啊！我真的要擴張我的帳

幕，我絕對不要再停留在我原來的樣式，我絕對不要停留在我原來的生活形態裡。我要多

踏出一步。” 

這個周六早上九點，在這裡集合，你要開始經歷與神同工，去到商場，去得著神心所

在乎的那些人，使神的心喜樂。我們來禱告：“神啊，我身上所有的城牆都要倒塌，所有

不信的城牆都要倒塌，所有不可能的城牆都要倒塌！神啊，在你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

都能。” 

你告訴神：“神啊，我不要停留在原地！神啊，我要踏出去！神啊，我要擴張我的帳

幕！我要張大我居所的幔子，我把自己獻給你！更大地來充滿我！帶領我！去做你要我做

的事。”，“神啊，我願意像腓利一樣把自己獻給你，願你的靈引導我，讓我成為使一個

家歡喜的人、使一個教室歡喜的人、使一個學校歡喜的人、使整個教會歡喜的人。” 

“聖靈更大的澆灌，把鑰匙交在每一個人的手上。”，“神啊，我把自己獻給你，願

2016 年的恩膏雙倍地臨到我的身上，讓我成為一個祝福人的人。讓我的生命成為許多人

的祝福。” 

• 領袖之夜（1-5-16）對主日信息的補充： 

腓利之所以大大被神使用，關鍵在於忠心和順服。你的恩膏、能力在乎服事，因為神

愛那些你所服事的人。 



我的負擔：神預定，就會成就。生出的嬰孩：復興，要兩代同行。所以，我們要建立

家的關係。但神的預定要成就，在於有人跟隨，所以，你要留意聖靈的工作。 

異象：聖靈要讓你的眼光改變、思想改變，開始有熱情。我們信主，是許多的宣教士

的付出，我們的時候到了。神與我們是婚姻關係，是真實的。復興，我們要接住。 

• 小家分享重點： 

1）留意跟隨聖靈的引導。聖靈的引導是輕輕的意念，你很容易抹殺，就會錯過神的

心意，就會失去很多。你的夢，若只是在今生，就會帶來毀滅，你的夢要在神的裡面、在

永恆裡。你願意讓神打開你的頭嗎？ 

領袖要張大，要拿鑰匙，要得地為業，不只是被聖靈充滿，要出去，否則裡面會變成

死水。當領袖領受，你就跟上。你就會擴張。 

2）留意教會的水流。 

• 兩個問題： 

1）後面的台灣青年學校、美國慕主青年學校（6 月 24 到 7 月 3 日），需要很多人做

屬靈父母，或開放家庭接待，或做點心水果。你可以做什麼？ 

2）今年，你有什麼需要擴張的？本周六，全教會在大堂被訓練，出去尋寶，傳福音，

9 點到 12 點，鼓勵大家都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