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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的 國（1）合一相愛的家 

-根據江秀琴牧師 6 月 28 日主日信息整理 

• 耶穌的禱告，父親的心意 

神的國跟仇敵的國不一樣。我們神國的國王——萬王之王是一位父親，祂借著祂的愛子

耶穌來到地上，把祂是怎麼樣的一位國王，是怎麼樣的一位父親彰顯給世人看。耶穌在馬太

福音 6 章 9-10 節裡教導我們要怎麼樣禱告。 

耶穌說：當我們禱告時要怎麼樣禱告呢？我們在天上的父……。意思是說，我們神國的

國王是一位父，祂是天上的父，祂是一位充滿慈愛的父，祂是有憐憫、有恩典、有豐盛的慈

愛、不輕意發怒的一位父親。當我們越認識這位天上的父親，我們整個人就會被改變、被醫

治。這是開始禱告的第一句話，讓你就知道，祂是一位父親，是一位慷慨的父親，裡面充滿

著火熱的愛，裡面燃燒著烈火般的熱情，祂愛我們，祂照著祂的形象創造我們。 

這個父不吝嗇。地上的父親是不是做牛做馬都為著讓你過幸福快樂的日子，那更何況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呢。所以，每一次你禱告，你不是苦苦哀求，你要知道，你是來到一位很親

愛的父親面前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在天上的父。父啊，你那麼美麗，你那麼不一樣，

你那麼尊貴，那麼榮美！ 

第二句禱告是：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這個意思是說：父啊，願每個人都活出你的那個

尊貴、榮耀、聖潔、美麗。實際中，我們的禱告卻常常是：“主啊，我……；主啊，幫我找個

對象；主啊，讓我的老板給我加薪；主啊，讓我的孩子可以乖一點，可以讀個好學校”。這就

是我們貧窮的原因，因為我們不認識父親。 

我們禱告應該是：“父啊，願每個人都這樣尊你的名為聖。父啊，願我也這樣尊你的名

為聖，願我也這樣活出你的尊貴、榮耀、你的聖潔。”當我們這樣禱告的時候，阿爸父高興得

不得了，祂抱著我們，親我們，你還沒開口，你尚未祈求，祂就想要給你了。所以。你的禱

告不是一直抓、一直要，並且又好害怕阿爸父不給你。 

你要這樣禱告，充滿了信心，充滿了愛，充滿了渴望。禱告中最重要是渴望人都活出他

的尊榮、聖潔。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開始這樣禱告，神的國必大大地擴張。如果我們禱告：“我

渴望……父啊，我真的好渴望像你一樣，你那麼尊貴，那麼聖潔，那麼榮耀；我也渴望我周

遭所有的人都這樣。”我們整個人就開始一直被改變。 

接著的禱告是：“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願你

這榮耀威嚴的國度，美麗聖潔的國度降臨在這個地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美善的旨意可以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國的兒女啊，如果我們開始改變我們禱告的方向，禱告不是祈

求，禱告是更多地稱頌他。在禱告中，我整個靈魂更醒悟，知道我的父親是什麼樣的父親。

然而，我周遭卻充滿了這麼多的黑暗、軟弱、仇敵黑暗的權勢，甚至是神的兒女自己都把頭

給仇敵，讓仇敵來壓制他，來吸引他，誘惑他，踐踏他。當我們每個人都這樣禱告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那麼輕意地去進入那個黑暗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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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始，我要講神的國。神的百姓需要醒悟過來，要知道我是這個天國父王的王子、

王女。我需要知道我的尊貴、我的榮耀、我的不一樣、我的聖潔。而且，我也渴望所有的人

都這樣認識我的父，以至於他們都變得美麗，變得尊貴起來。因為神的兒女不懂得這樣禱告，

不懂得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整個世界越來越黑暗。 

• 神的國，一個愛的家庭 

我告訴你，從今日起會開始不一樣了，無論如何，從慕主這個家會開始不一樣了。因為

我們教會 20 周年慶典剛過去，戴銘恩牧師在我們 20 周年慶典中對我們發預言說：這個慕主

會超自然地被生出來，成為一個愛的家庭，一個超自然的愛，一個超越人能夠想像的愛，一

個奇妙無法測度的愛會充滿在這個家。神真的會這樣做。而這件事的實現是在乎每一個慕主

的兒女。 

從今天起，你開始邁入第二個二十周年。第二個二十年一開始的主日，我們六月十四號

20 周年已完畢，邁入下一個主日。下一個主日是父親節，紀念我們天上的父。我們渴望地上

的父親都能效法我們在天上的父，他更認識我們天上的父，以致於活出我們天上的父的形象

樣式。然后孩子們就會活出神在他們身上榮耀的命定。每一個神的兒女，每一個天國的王的

后裔都是王子王女，都是充滿了榮耀的恩典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要開始邁入新的二十年，我們第一個主日是父親節，第二個主日我就開始講神的國。

神的百姓你需要醒悟過來，你不是活在地上的國，這世上的國會越來越黑暗，但是神國會越

來越榮耀，越來越榮耀。但是，這是需要神的兒女們蘇醒過來。這個國是一個家，然后這個

家是誰在治理？我們來看希伯來書 3 章 6 節：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夸的盼

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提摩太前書那裡講道教會就是什麼？——永生神的家。 

教會就是永生神的家，這個家是誰在治理？神的兒子在治理，基督在治理，基督為兒子

治理神的家，基督祂在治理祂的家，祂藉著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祂死在十字架上，祂的肋旁

流出水和血，祂生出了教會。祂升天又賜下聖靈來住進人的裡面，祂在教會中，祂在治理神

的家，基督在治理祂的家。 

• 神治理家的目的和期望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

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希伯來書 2 章 10 節） 

在這裡講到耶穌來到地上，祂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帶許多的兒子，這些兒子都象

祂一樣，耶穌稱他們為弟兄，耶穌是長子，祂說祂治理這個家，祂要使這個家的每一個人都

成為神的兒子，聖經上講神的兒子是包括女性。祂要治理祂的家成為許許多多神的兒子，神

的眾子充滿了耶穌基督的身量。 

祂治理的目的是什麼？我現在來問問我們當中的大區長、小家長，你在治理你的牧區，

治理你的小家，你是不是有一個目標，要使你小家的每一個人，使你牧區的每一個人都長成

神兒子的身量，是不是？如果你還不是，你今天要開始跟神的話語對齊，你治理小家最重要

的目的，不是我的小家人數增長而已，當然增長是對的，是理所當然的，是應該的。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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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隻有我的小家很快樂在一起，大家都玩得很快樂。 

吃得很快樂，大家很連在一起，這個是好的，是對的。但不隻是這樣，你要留意一個禮

拜一個禮拜過去，我的小家的人是不是越來越長成神兒子的身量，越來越象神的兒子，這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這是我們在治理這個家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耶穌你在這裡治理，耶穌

住在我的裡面，我要跟隨著耶穌讓祂來治理，這個家成為長出、生出、養出許許多多神的兒

子。 

教會在這個地上是彰顯出神一切的豐滿，是可以供應這個末世整個社會國家所需要的一

切，是藉著神的家可以供應的。神的家充滿著是神的兒子，不是隻是充滿著一些聽道的人，

不是充滿一些來教會要交更多朋友的人，不是充滿著教徒，而是充滿著神的兒子。這樣，神

的家-教會就會成為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繼續在充滿萬有的這一位，祂的豐滿會彰顯在教會。 

• 異象：甜蜜的恩膏，合一的力量 

特會之前，我們在為這個特會禱告，神就賜一個異像：有一棵好高大的聖誕樹，天上有

糖漿落在這棵聖誕樹上，然后接著就開始有一些樂器、武器、書、屬靈的衣袍、還有末世在

天上的那些大有能力爭戰的活物開始降下來。后來天上雷、閃電一打下來以后，那個樹就裂

開，但是那一棵還是在，有好多的小樹跑出來。 

母樹是聖誕樹，沒有根，但是打雷以后根就生出來了，就生出好多的小樹，這些小樹就

開移動，往世界列國開始移動，但是他們邊走邊走以后，那個樹就一直長高一直長高變成一

個人，變成亞當，就是末后的亞當，很高大的亞當。然后亞當一說話就吐出一個籽，那個籽

有長成小樹，然后又長成大樹，就是通天的大樹。 

經過這次特會，神會把糖漿——就是恩膏降下來；神會把很多屬天武器、屬天開啟、書

開啟、屬靈衣袍開始一直下來，天上所有好的就開始一直下來。然后，這棵樹又把糖漿吸收

進去，就是那個恩膏已經成為那棵樹的。當打雷，閃電以后，它的根生出來，好多的小樹開

始生出來，開始往世界各地去。 

特會最后結束的那個晚上，戴銘恩牧師就發預言說：烏雲已經散去了，所有攻擊這個教

會制造分裂的靈已經離開，不會再有；時候已經到了，神的家會在這個地方超自然地被生出

來，不是一個教會而已，是真真實實一個家庭——永生神的家會這樣被生出來。這個愛是超

過一切所求所想的，超過人所能想象的愛會充滿在這個家裡，使我們有同樣的心成為一個身

體。 

• 愛的季節，愛的眼光 

親愛的家人，你有開始意識到嗎？20 周年結束了，我們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季節。這個特

會完以后，你不一樣了，你做事的方法、你的思想、你的想法要開始不一樣了。你想的是好

的，就開始會長出好的來。如果你想的是壞的意念，就會長出壞的東西。所以，你要常常思

念有美德的、美善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當你在與人相處、同工，發現意見不一樣，發現對方怎麼會這麼頑固，對方怎麼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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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傷心，就趕快去想好的，也就是說你不是看那個白紙裡面的一個黑點，你要看一張黑紙

裡面的一個白點，這個就是你的眼光要改變，你的思想要改變，這個叫做天國的思想。神的

國，也就是天國。天國的思想，就阿爸父看我們的眼光。 

阿爸父看我們都是又美又善、全然可愛、全然美麗。我們哪有呀？可是，阿爸父就是情

人眼裡出西施，祂就是對我們充滿了愛，祂就是看我們這麼可愛，祂怎麼看就怎麼可愛。好

像一個媽媽剛生出來一個孩子，那小孩子剛生出來看上去就像小老頭的臉，皺皺的。可他爸

爸媽媽一看：“我這孩子多可愛。”因為他期盼他的出生，孕育他這麼長日子的出生，看他就

是這麼美麗這麼可愛。阿爸父也是這麼看我們，今天我們是神的兒子，我們也要開始有這樣

的眼光。 

• 大兒子的問題 

在路加福音 15 章 27-32 節：“仆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

把肥牛犢宰了。’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侍你這

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

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

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隻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

當歡喜快樂。’”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大兒子，因為教會大部分都是大兒子。大兒子聽到仆人說父親看見小

兒子無災無病的回來，就把肥牛犢宰了。大兒子就生氣不肯進家門。父親出來就勸他，他就

對父親很不高興。他說：我服侍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

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

肥牛犢。他講的是不是事實？是事實。合不合理？合理。因為我們活在這個世上，這個邏輯

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邏輯，就是分別善惡的邏輯。  

父親怎麼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父親覺得你可以跟我在一起是最快樂的，最幸福的，

最溫暖的，你還求什麼？你覺得跟我在一起比不過一隻山羊羔嗎？你覺得跟我同在，比不過

跟你的朋友一起吃山羊羔嗎？可是，這個大兒子都沒有感受到這件事，他根本不在乎與他的

父親同在。他隻在乎……反正我就是幫你做事，我幫你治理產業，我就是幫你嘛。然后呢，

結果，他說我幫你，我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我一直做牛做馬一直做。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大兒子問題在哪裡？父親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所以，大兒子他沒有摸到父親的心，他如果摸到父親的心，他會說：“我的父親

天天就在馬路上一直看弟弟有沒有回來？”天天就在那裡看，我們從哪裡知道這件事？從前

面那裡，小兒子相離甚遠，父親就認出來。你就可以看見父親在那裡天天渴望著他回來，父

親每一天就盼望今天會不會回來？今天會不會回來？ 

當小兒子回來，父親那麼遠一看見他，就馬上認出是他的兒子來；他兒子已經變了樣了，

邋遢的不得了，臭的不得了；父親就跑過去親他、抱他，都沒有想到他的臭。這個大兒子沒

有為父的心，沒有摸到父親的心，他如果摸到父親的心，他就知道，父親最在乎的是弟弟平

安無事回到這個家，不要再流浪了，不要再做一個浪蕩子，回來就好；他沒有摸到父親這樣

的心，如果他有摸到父親這顆心，他會明白父親在乎的是什麼，他會摸到父親的傷痛、父親

的擔心、挂念；因為不知道他（小兒子）在外面是死是活？錢到底用完沒有？他活得到底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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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他到底有沒有遭害？這是父親的牽挂。 

如果大兒子有摸到父親這顆心，一回來聽說弟弟無災無病的回來，會怎麼樣？“啊，感

謝主，感謝天父，讓我的父親得安慰了，弟弟總算無災無病的回來，我爸爸不會再每天唉聲

嘆氣，在那裡挂念了，一直盼望他回來。”如果這兒子摸到父親的心，他就會好高興好高興，

然后奔進去抱著弟弟一起歡喜快樂。 

如果這個兒子有這樣的為父的心，這個家就完整了，就健康快樂了。可是，這個大兒子

沒有摸到父親的心，沒有為父的心，他雖然跟父親住在同一個家，他並不覺得跟父親在一起

是個快樂，是一個享受，是一個幸福。好幸福，我是有父親的，而且我父親這麼慈愛又這麼

富有，我好幸福。然后想到弟弟好可憐，在外面流浪，他都沒有這樣想。 

今天，神的家在教會裡面充滿的都是大兒子，你是不是大兒子？你有沒有常常摸到天父

的心？天父在乎什麼？他渴望什麼？什麼是天父的夢想？幾千年來，天父夢想一個家，否則，

聖父跟聖子、聖靈在一起夠快樂，都這麼充滿了愛，彼此相愛，很快樂。但祂不滿足，祂渴

望生許多許多的孩子，然后延綿子孫，這些孩子能夠像祂一樣，祂喜歡這樣的大家庭。這是

天父的夢想，也是天父對我們教會的夢想。這個夢想在今年一定要實現。 

我們地上的家，因為人的老我，因為亞當的后代都吃了分別善惡樹，以及所產生的影響，

我們都用工作多少、做得好不好來評價是不是好孩子。但是天父不是，祂覺得那個浪蕩子他

回來，就是失而復活，死而又得的；所以天父不是偏愛，但是這個大兒子會嫉妒、會憤怒；

因為他覺得父親偏愛，很不公平；因為我是好孩子，他是壞孩子；他對弟弟沒有一點愛，也

沒有一點同情憐憫；他在乎的是他吞進產業，在乎的是產業；他為父親也是治理產業，但是

他不在乎父親的心和父親的關系。 

• 你在乎什麼？ 

你來到這個教會你在乎的是什麼，我要得到更多的恩膏恩賜，會醫治趕鬼，會看異象，

我成為一個大有恩膏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還是你在乎牧師是不是愛我，比較看重我，比較使

用我；在乎我多拿麥克風，很多人聽我講；你是不是最在乎阿爸父你跟我們同在，在乎祂的

同在充滿在這個家：我有你的同在就是最幸福的孩子。阿爸父還在乎外面好多人不能認識阿

爸父的愛，阿爸父很想他們進入這個家得享溫暖，不要被仇敵蹂躪欺壓，能夠活出阿爸父的

尊貴、榮耀、聖潔。 

因為阿爸父的渴望，所以我就去外面跟人家一直傳福音，帶人進來。剛剛帶敬拜的時候，

有個姊妹來跟我講：“我這一次回國內去，我把我們家六個都帶信主，都受洗了。”我也為她

好高興，因為這一位姊妹她摸到阿爸父的心。她回去的時候，她媽媽說：“我不會信。”但她

回去幾天以后，她媽媽說：“我要信！”因媽媽看到她的改變。 

我們傳福音不是被大區長催逼的，而是摸到阿爸父的心。今天如果神家中的這些大兒子

摸到天父的心，家就完整了，不一樣了。所有在外面可憐的人一進來，我們就想要愛他，想

要服侍他，想要抱他，想要帶他能夠認識神。戴銘恩牧師對我們說：“這個家會成為充滿超自

然的愛的家。神會帶很多的有疑難雜症的、吸毒的、各樣的都是沒有辦法醫、沒有辦法救的

人帶到我們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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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有信心，神會賜下各樣的超自然的恩賜、醫治、釋放在我們當中。你要在其中有

份，多多去摸到阿爸父的心。而不要做這個聖經中的大兒子，我們是末日的大兒子，是會照

顧弟弟妹妹，是不會嫉妒的，是想要去搶救靈魂的，是跟爸爸同心的，是有阿爸父的心，阿

爸父的眼光的。因為我很幸福，我跟阿爸父住在這個家裡，阿爸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跟阿

爸父共同擁有這個家所有的產業。我不是局外人，聖經上講你們不是客旅，不是寄居的。你

們乃是神家中的人，神家中阿爸父所有的產業都是你的。所以你會很自然的想要，把這個產

業怎麼樣的更多的給出去，越給阿爸父就給我們的越多。 

我在建立教會、拓職教會，就有一個心意：就是渴望一個家。但是人漸漸多了，人多到，

我都照顧不了。所以我們就開始興起了其他的牧師、傳道人、大區長、區牧、小家長來照顧

弟兄姊妹。但是人越多，就越發現我們成為一個家好像越難，因為好多地方需要，開會變得

讓人來組織，要不然就會掉球，就不知道這件事誰負責，就常常有沖突、問題所在。沒有一

個人有辦法獨自照顧這個大家庭。 

家是大家要有共同的看見，共同的認定，我們才有辦法營造出一個家，家中應該充滿的

是兒子、真兒子、真女兒而不是孤兒。但是，事實上還有一些孤兒，而且還不少，隻是程度

深跟淺。牧養同工們表示自己好像沒有辦法成為家人同行的關系。你覺得問題出在那裡？其

中有一位就回答說：“我覺得是錯誤的期望值。”我就聽到她自己來到這裡的的經歷： 

• 一個孤兒的見証  

我是 2000 年，也就是十五年前來到教會，我就是一個尋愛的人，想要一個家。一進到

這個大堂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就進去了。我在靈裡面找到了我的家，所以我

就很開心。可是沒有多久，我就發現我很失望。因為在聚會裡面，我可以感受很大神的同在，

可以感受到神的愛，可是聚會完以后，我跟弟兄姐妹接觸的時候，在服侍的時候，就很失望。 

信主以后，我就很熱情，參加很多服事，是心甘樂意的服事，但是我發現，人隻是看上

我的能干。江媽媽跟我第一次的對話：“哦，你叫什麼名字？聽說你很聰明，你很能干”。我

第一個反應就是臉綠了。我就是不喜歡人家說我很聰明，因為能干聰明就是要一直做事，可

是我不想要在這個地方做事，我想要被愛。 

我覺得既然神說祂是愛，就應該在愛的家裡面，為什麼在這裡有好多事要做呢？為什麼

還有人批評我呢？我聽到有人說我笑聲太大聲，會影響她們；有人說我穿著太為花俏，像個

花蝴蝶一樣跑來跑去，這也是一個問題；有人說我做起來事來太霸氣，太有野心。我就想，

你怎麼認識我？怎麼知道我？就因為我的外表嗎？你不知道工作對我來講,一點都不重要的，

否則，我不會放棄很好的職位的。 

我裡面一直很痛苦，我想走，覺得這個不是我要的家，覺得一個神的家不應該是這樣。

我就跟神說，阿爸父，我要走了。在聚會裡，神跟我說：“這是你的家，如果你再跑，你就沒

有家了。”我就覺得好難過，一面從神那裡得到愛，一面不管在家裡還是在教會裡，內心就有

好大的沖突。 

但我還呆下來。那時候，我參加很多聚會，我大聲開口贊美，因為我需要愛。到 2007

年的時候，我一直不斷地在錯綜復雜痛苦的裡面，又高興、又感恩、又不明白的裡面。先生

跟我說：“你最大的問題是：你總要去証明別人不愛你，所以愛你很痛苦，你可以找出很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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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說明別人不愛你。”我就不斷到神的面前哭。 

我覺得人都不了解我，我要的就是了解，我可以為你付出很多很多，為你作十分都可以，

我隻要你有一份了解，不管我做得好不好。有一個姐妹提醒我：“你總是那麼渴望要別人的認

同跟了解，就仿佛在靈裡面，你伸出一隻手，一直跟人家要一個東西，要人家了解，所以，

人跟你在一起會有壓力。”我就很感謝她在愛心中說誠實話。  

我對教會有苦毒，有很多的不滿，可是我又很感恩這個教會，那我就到神面前處理。

2007 年底，不管是在家裡或者是跟教會之間很多的掙扎，苦毒真的就沒有了。到了 2008 年

的時候，神就在我裡面有一個感動說：起來與我同行，我就離開了教會四個月。有很多的人

問我：“你是不是對教會有苦毒？”隻有神知道我的心。 

我回頭想：“為什麼你要帶我走呢？”神說：因為我在這個家服事太多了，從兒童，從

PPT 我全部服事。我每次敬拜的時候就會：這個有沒什麼問題？那個有沒有什麼問題？，我

已經不能夠單單的敬拜他。那四個月，我在一個美國教會裡面，又回到那個常常到神面前哭

泣，談話的那種狀態，我好享受。我沒有想要再回來，因為到處都是神的家。 

但是，我裡面有感動說：你是不是對中國人依舊有負擔？答案是！為了要牧養祂的羊，

我再回到這個教會裡來。可是我跟神說：“我不會呀，我是那種做錯事常常被人評批論斷都搞

不清楚為什麼被人家評批論斷的人。你怎麼去牧養別人，那是不可能的。”神帶我去神學院，

同時開始做小家長。 

我一做小家長，就敗得很慘。就正如我說的：我不合適。我做了一些事情，是我都不知

道為什麼把別人傷了，別人也傷了我，那一段時間，我好痛苦，隻能躲在神的裡面，連打滾

帶爬往前走，因為我知道是神要我做的。我知道神是愛，神不會給我超過我不能負荷的，就

咬著牙，神派了一個非常好的同工，在我旁邊陪著我走這一條路。雖然牧養的路很難，可是

因為愛祂，因為祂的呼召，我一路走到現在，我裡面很開心，因為我愛人，有地方跟人家交

流。 

過去，我跟江牧師完全沒有私交的，而私交對我這個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曾開玩笑說：

你們若叫我做事，就帶我一起去吃飯。那時候，我感謝江牧師，但是跟我有私交隻有張瑋牧

師。在我最痛苦的時候，她了解我的心。2010 年的主日的時候，神就在我裡面說：江牧師是

我的屬靈母親。我就跟神說：“我知道啊，她是！”，但是，我的腦袋知道是，情感不是。 

后來，神就一直開啟我：今天我能夠跟神有關系，走過那七年是很痛苦的日子，若不是

內在生活的教導；不是在一個很痛苦的時候我會去贊美；不是在我思想很負面的時候我一直

去爭戰；不是在我沒有力量的時候在等候神裡面得著神的愛；不可能現在健康起來。其實在

靈裡的喂養我的就是屬靈的母親。 

於是，我就開始認她為我屬靈的母親，也去在靈裡面去認那些牧師們。當教會行政有需

要，我進去做義工幫忙。因為我進這個家是去幫忙的，我就開始成為他們的幫助者。其實，

我不要做行政。但我知道順服神是最棒的。因為所有的經歷裡面幫助我順服的神。那天，江

媽媽問我為什麼想要順服呢？我說：我每一次退到神面前就是哭，爬著在那邊哭，然后在祂

的懷裡哭，因為當別人都不了解。這已經成為我的習慣了。 

我記得神跟我說：“不管是牧養也好，行政也好，你隻要去做，做得好不好，你都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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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面的學校也是，你就去做，如果是我叫你去做，你去做，我就很開心了，好不好其實

不重要。”而且神在我身邊放了同心合意的人，所以到現在，在各個方面我很感恩。  

• 生命改變的關鍵：脫離孤兒的心 

這從 2000 年在這裡信主受洗，你看見神在她身上的制作是那麼完全，從一個成長過程，

因為在家裡她跟媽媽的關系是非常激烈的沖撞。她從小在日記裡寫道：我恨我的母親。她媽

媽是學校的老師。2001 年，神就給她做夢，夢見說她給自己把媽媽切成好幾份放在冰箱裡面。

她嚇醒了，神顯給她看說：“你裡面恨人，就是殺人，你恨你的母親到這樣的地步。”她就覺

得自己真的很可怕。 

她本來是已經到一個地步，不在乎這個母愛，有沒有得著她的愛也不在乎，但是神就是

讓她知道：她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所以，她這幾年來一直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她把她媽媽

接來住，幫她辦綠卡，媽媽喜歡吃蔥油大餅，她不會做，但她就自己每天做給她媽媽吃。從

一個這麼恨媽媽，到現在跟媽媽的關系那麼好，而且都會想念媽媽，回去陪她住幾天都很高

興。 

神可以制作在我們身上做到這樣的地步。她本來不在乎母愛，但因為跟媽媽關系修復得

這麼好，兩個這麼在愛裡面合一，她好像覺得她裡面有一個錨拋在汪洋大海中，整個人那麼

沉穩、那麼平靜安穩、那麼深的平安喜樂，所以，她才知道原來跟父母這種權柄的修復是這

麼的重要因為成長過程造成她好多錯誤的思想。 

張瑋牧師曾經是她的小家長，跟她有很多接觸、關懷，她就覺得隻有小家長跟她有關系，

跟其他牧師都沒有什麼關系，她們都不愛我。后來神跟她講，如果不是江牧師在神面前的委

身去領受這些信息，來喂養你的靈命，你今天跟我的關系會是怎樣呢？她就發現，這幾年來

是借著內在生活的操練，使她整個人一直健康起來，一直快樂起來。她開始認定這個主任牧

師是我的屬靈的母親，就開始感受到這是她的家，就開始去感謝其她的牧師、其她傳道人。 

• 如何脫離孤兒的心？ 

1. 主動先去親近權柄 

這會幫助你一直脫離那種不在乎，甚至懼怕，不知道怎麼樣，在他面前不知道手腳要擺

在哪裡。借著這個，會幫助一個人一直健康起來。我現在看到她就覺得好健康，好喜樂。為

什麼？因為神把她對人那個錯誤的期望值做掉，一直教她。她整個成功的秘訣是，她來到這

個家，神先讓她對人失望，然后開始一直傾向神。 

神就一直教她真實過內在生活，她就一直健康起來，所以到現在，她對人不再有那個天

然人的私欲、那種屬肉體的情感。這個做掉就變成是一個聖潔的情感、一個清潔的愛，她變

得跟人的關系整個好起來，整個人健康了。如果你總覺得，好像在教會你都是外圍的，你都

是最后幾名的，是不是有這些錯誤的期待值、錯誤的想法，這些你要去面對。 

我曾經問同工說：“怎麼樣成為家人？難處在哪裡？”一位大區長就講，他們牧區裡面

有一對小家長，因雙方的父母都非常嚴厲，他們兩個都蠻懼怕權柄，也吵架吵得很厲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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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帶著這一對小家長，每次感恩節、母親節，逢年過節，要這對小家長帶整個小家寫卡片來

謝謝牧者，也帶著他們夫婦來跟這些牧者謝謝。他們來謝謝，牧者就一定接待他們，他們對

權柄的懼怕就脫落，甚至有小家員被母親虐待很厲害，因著跟牧者接洽，跟牧者關系親密，

每次接洽他就感受到一個母愛進到他的裡面，他就一直在得醫治。 

一個家的營造，很在乎每一個人一定要有雙重身份，你要成為兒子、女兒，然后你也要

成為另外一些人的父母。你絕對不能隻有兩代同行，你要三代同行。每一個人，你要有上面

屬靈的父母，你有下面屬靈的兒女，關心屬靈的兒女，喂養照顧他們，這是天性，每個都會。

但是如果我們每一個小家、每一個區長，如果我都隻關心我的牧區、我的小家，這個大家庭

就會四分五裂。 

每一個小家長、每一個區長、大區長、傳道人要去跟上面的一個連結。就好像我，我需

要跟天父連結，跟阿爸父連結，跟耶穌連結。天父你要的是什麼，你現在要做什麼，你希望

要什麼，你的夢想是什麼，我活著就是要你的夢想成為我的夢想，你所要做的成為我心裡最

重要的要去做的。你所要得著的、你最在乎的你、最挂念的也是我所在乎所挂念的。 當我這

樣的時候，天父才會心滿意足，這個才會成為一個緊密連結的家，然后每一層都成為上一層

最好的幫手，在乎他要執行什麼，這一整個就是非常好的緊密連結的家。 

有一個姊妹，她的爸爸快要去世，她帶著她的女兒回台灣。她每一天早上帶著女兒一起

到醫院去服侍她的爸爸，她就這樣愛爸爸，這樣親爸爸，摸他的臉，看她爸爸有任何需要，

一整天就這樣跟爸爸在一起，晚上才回去。那幾天給她女兒上了一個最完整的課，她女兒看

見媽媽這樣子的孝順爺爺，這樣體貼爺爺、孝敬他，所以這個女兒也就會這樣的孝敬父母。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問題，就是每個人都在全心全意的照顧自己的孩子。但是你會發現，

你不管怎麼愛他、怎麼照顧他，一點點小事沒有順他意，他就不高興，他就覺得你不愛他了，

你永遠沒有辦法完全的去滿足他。你可能從小一直到 15 歲，全都順著他，但有一點你沒有順

著他，他就覺得你根本不愛我，所以你一直要去滿足他、教育他，是永遠不夠。但是如果你

帶著你的孩子，讓他看見你怎麼去孝敬你的祖父母，你怎麼去孝養他們、孝敬他們，他們就

會看見，他們就會跟著這樣來孝順你。 

出埃及記講到你們要孝敬父母，這裡的孝敬的意思是尊榮，近乎愚蠢的尊榮。你們要孝

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那個孝敬就是你要尊榮你的父母，近乎愚蠢的尊榮他們，就使

你得福在世長壽。所以一個家的形成，能夠這麼的蒙福，是在乎每一個一直去這樣在乎連於

上面的，也就是說下面的人，你對於你上面那一層，你需要是去靠近他、去尊榮他。因為我

們天生對於權柄，大部分都是懼怕、遠離、不親、不在乎，但是這些都是受傷害孤兒的心。 

你要去認定，每一個人你沒有屬靈父母？如果沒有，就真的要開始去認定你的家長，小

家長是你屬靈的父母，你的區長、你的大區長，都是你屬靈的父母，傳道人、牧師都是你屬

靈的父母。你要去認定，你認定了你裡面的那個錨，才開始安穩拋下去在這個家。如果你在

這個屬靈的家開始這樣得醫治，你孤兒的靈會脫落，你也會跟你肉身的父母、肉身的親人整

個好起來。 

這個姊妹現在不隻跟她媽媽的關系這麼好，而且跟整個親族的關系都非常的好。以前，

她的姐姐都說她是刺猬，很難靠近，不知道怎樣你會高興，動不動你就不高興，動不動你就

受傷害，不知道怎麼對待你，不知道你要什麼，所以人家就不想靠近她。但是現在她自己得

醫治，整個健康快樂，她就覺得她的家族好富有，無論在屬靈的家，在肉身的家，都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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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豐富，是幸福的孩子，幸福的女兒。所以這個季節是我們要健康起來的日子。 

2. 立在家的根基上 

你知不知道現在天已經變了，世界列王諸王都在摧毀聖經帶給這個世界的影響力，他們

一直要摧毀這個影響力，他們不要聖經，不要神。聖經裡面講到說，神的國是一個家，也是

一個祭司的國度。出埃及 19 章說，你們若聽從我的話、謹守遵行我的命令，遵守我的約、我

就揀選你們成為祭司的國度。這個祭司的國度，是每個人都是祭司，但是立在一個家的根基

上。 

去年 11 月初，醫生檢查出我身上有一個不規則的腫瘤，他覺得是不好的，我在台灣檢

查的，然后就去以色列。我也沒有跟別人講，但是有一位知道，就跟另外幾個牧師講，結果

那幾個牧師傳道人就有負擔要為我禱告，他們就固定每個禮拜在 SKYPE 上一起為我禱告，

然后他們一禱告后來做見証。 

那位牧師說，我們這些人是家人的關系，在家人同行裡面認定我們是家人，所以在家人

關系裡面，一起為媽媽禱告。一禱告，我們就進入一個不一樣的領域裡面，仇敵就非常的害

怕，因為仇敵看過很多形式的禱告，但是沒有看過這種是一家人那樣的連結、很親密愛的關

系，很火熱愛這個媽媽，一起火熱的為媽媽禱告。仇敵嚇得說我不跟你們打了，我打不贏你

們。 

這個在聖經裡面講到，耶穌說教會會勝過陰間死亡的權柄，教會會勝過陰間死亡的權勢，

是在什麼根基上？神說教會是永生神的家。如果你沒有成為一個家，沒有辦法勝過陰間死亡

的權勢。在這末后的日子，各種天災人禍、超級細菌，如果我們真真實實的成為一個家，不

是表面的敷衍，是每一個人願意走出一步，我們彼此認定、相愛。當這樣的時候，祭司的國

度是家的國度、愛的國度，那個所釋放出來權能，他沒看過這樣子的權柄，他就嚇跑了。 

另外，在聖經裡面講到，神的國是一個軍隊。《出埃及記》記載，正滿了 430 年的那一

天，耶和華的軍隊全都出來了。在《末日決戰》這本書中說，末世神會興起第一支軍隊，是

階級劃分非常嚴明，但每一個人又不太在乎階級，即將軍跟士兵像一家人一樣，非常相愛的

在一起。神說，這個第一支軍隊，所經之地都帶來生命，都釋放出生命，他所經之地綠草就

生出來，各樣的果樹就長出來，即第一支軍隊所經之處都釋放出生命。 

但現在，神的軍隊大部分都是第三支軍隊，是亂軍。將軍拿的刀是假刀。然而，神說，

日子到了，這第三支軍隊缺的是異象、是訓練、是裝備。神會興起一些仆人，給他們異象、

裝備和訓練，第三支軍隊就會成為第一支軍隊。日子到了！今年就要開始了！第一隻軍隊要

形成了，就是一個愛的家庭的軍隊要形成了！當神的家成為一個家庭的時候，那個愛的恩膏

所釋放出來的是最大的武器、最大的全能。 

3. 充滿從神來的愛 

《末日決戰》裡面講到，當他們爬到聖山最上面的時候，主就跟他們講，你們所領受的

最大的武器就是父神的愛！隻要你們行在我父的愛中，你們必永不失敗。生命樹的果子就是

彰顯在耶穌裡面那個父神的愛。這個在我裡面的愛必須是你們每天的糧食！耶穌來到地上，

在他裡面就是充滿父神的愛，他把父神的愛彰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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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人、文士在乎的是：你有沒有守安息日？你有沒有做這做那……阿爸父在乎的是：

你要有我的愛！你要有我的心！你就有我的眼光即生命樹的眼光！你每天在吃生命樹的果子

就是在吃我的愛，當你每一天吃我的愛，活在我的愛中的時候，你們必永不失敗！這一支軍

隊是所向無敵的。 

親愛的家人，這是我們慕主家庭！慕主家庭是個立約之家，跟耶穌立約的家，我們要真

實地成為一個愛的大家庭，就會成為第一支軍隊！在這個末世，世界氣憤憤地要摧毀神的話

語，摧毀那些跟隨神的人。但是，阿爸父要坐在位上大笑，說你們是摧毀不了的，我會開始

把我的愛釋放在每一個家中，每一個奉我的名的家中，每一個教會會開始成為一個家，而這

個家和那個家會聯接起來，世界大家庭正借著回家運動，一直在形成。列國的大家庭在形成，

而每一個教會會真實成為一個家，這個家在我們同心合一相愛的時候是所向無敵的。 

• 結語： 

詩 133:1-3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綸

的頭上，流到胡須，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

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黑門山是父與子相會的地方，相合一的地方，是父與子面對面合一的地方，就從這裡甘

露會降下來，所命定的福，是永遠的生命。跟第一隻軍隊一樣，當弟兄和睦同居，弟兄真正

成為一家人的時候，就會一直釋放出生命。這個生命，這個神的國度一定勝過黑暗的國度！

黑暗的國度就是要帶來死亡、疾病、摧毀。 

神的國就是要帶來生命，釋放、醫治，是永遠的生命，是借著真實的相愛，真實的認定

——下對上那一個認定，然后一直去靠近，靠近上面的，這會幫你一直脫離孤兒的靈；而上

對下，定義不在講理裡面而是願意去愛她，去接納他。因為下一直在孤兒的靈裡面，在過去

的傷害裡，他就感受不到那份愛，吸收不了、接收不到。他永遠想到的是：我做的不夠好，

我要做好你才愛我，那我做的不夠好你就不愛我。在他裡面常常是一個負面的、不信任的。

上面的人有時候，如果你沒有認定、定意去愛他——無論如何，你是我的家人我就是要去愛

你，那你就會放棄；如果你有這個認定。 

比如:一個領袖家人就是去愛下面的同工，每一次去幫助他怎麼樣才能更好地讓他更進步，

以至於好讓他牧羊的羊會更喜歡他，而不是總是有這個不滿，那個不滿，所以他就去告訴他，

有哪裡可以改進的，但是這一個同工就常常辯解，一直辯解，防衛心很強，而且不高興，會

覺得為什麼下面的小羊總要去上面打小報告，他就不高興。 

這個上面的領袖就不知道：我是要幫助你成功的，我不是說你不好，我隻是希望你更改

進，以至於你會牧養的更好。怎麼做？半年多，怎麼樣都無法讓他相信我是愛他的，后來，

這個領袖就改變一個方法，不再給他講哪裡要改進，哪裡可以改的更好，都不講了……這樣

差不多一年都不講，那隻有找機會，他做好的時候就肯定他，稱贊他。 

經過差不多一年，他漸漸的知道說：“你這個領袖是要幫助我的，是要幫助我更好！幫

助我成功！”所以漸漸開始有一點信任……，但是有時還會有一些事不要讓他知道，那做上面

的人要更多有為父的心，為父的愛，以至於你長得那麼強壯，就是不怕被他咬，而是一直去

喂養他，一直去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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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呢？就是去尊榮，去靠近，去認定他是我屬靈父母，這樣一層，這兩個才會一

直的結合在一起；然后你跟下一層又是這樣的關系。每一個人去做屬靈的父母，就會更體會

你上面那個屬靈父母的苦心啊！那個苦心，那個愛的用意。我覺得，大家都這個樣，這個家

才會形成。我們定意在這新的一年，要真實的相愛，成為一個家，每一個人都有這個雙重的

關系，你要做一個屬靈的父母，你必須先做好一個屬靈的兒女，你就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屬靈

的父母！ 

• 問題討論： 

1.為什麼教會成為一個家很重要？你認為教會要成為一個家容易嗎？為什麼？你個人願

意做什麼來使神的心意可以實現？ 

2.你是否曾在教會、家中或職場，因著與神的仆人同工，感受到彼此相愛、彼此珍惜的

喜樂？你曾經為主的緣故忍耐著去愛背叛你、麻煩你、抵擋你、拖累你的人，或者盡力去與

他們同工嗎？是什麼使你可以堅持下去？結果怎麼樣？ 

3.神設立婚姻的目的是什麼？過去在家庭中，你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未來，你希望怎麼

調整，好使你的家、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得到保護與祝福？ 

4.在你的服事中，你認為哪一件最摸到神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