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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的大恩惠中（四） 

脫去孤兒的心態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4 年 9 月 21 日主日信息整理 

本周四是猶太新年，這段時間，我們的禱告會特別蒙神垂聽。新年，神要做很大的事

在我們當中，你要把握這個恩典的時刻。這段日子是我們蒙大恩的日子，前面三篇，我講

到如何進入神所要給我們的恩典，也講到禁食禱告和筑壇獻祭。我們許多弟兄姊妹藉著禁

食經歷到神的恩典。 

有一位姊妹來我們教會很久了，渴望有方言，卻一直都沒有。在禁食禱告期間，她在

跟神悔改時，方言就出來了。更離奇的是，她為她得舌頭癌症的母親禱告，禁食的第三天，

她就收到母親的好消息，母親的癌症完全得醫治了。她為母親的病禱告多年，這事一直壓

在她心頭上，沒有想到竟然這麼容易被解決，她在分享的時候都哭了。 

• 教會，是永生神的家 

提摩太前書三章講到，教會是永生神的家。在這個大蒙恩惠的日子，特別是禮拜四猶

太歷新年的這一天，我相信，神要把這個恩典真實地落實在我們教會。在過去的這一個禮

拜，神已經在我們整個全時間同工的當中作了極奇妙的事。 

從我 26 歲出來服事主，慕主先鋒是我建立的第三個教會，加上現在這三個分堂，共

有六個教會。我希望，我所建立的每一個教會都是一個家，我就是把自己嫁入這個家，教

會是神的家，所以，我希望別人叫我江姐，但有些人還是習慣叫我牧師。神知道我的心，

我一直希望我們的教會是一個家。 

我剛來拓荒的時候，我們常一起出去舉辦三天兩夜的聯誼會，過去，我們在聖荷西的

時候，主日聚完會，我都堅持要有愛宴，每一次都由一個小家負責煮，而不是叫外賣，這

樣可以煮出愛，煮出感情來，大家在吃的時候，特別能感受到愛。曾幾何時，我們來到現

在這個地方，教會人數一直增長，後來，我們不但從外面定飯菜，甚至因為人太多，打飯

菜很麻煩，而變成定包子、面包。 

但我還是為大家預備小家，讓大家有家的感覺，在小家裡面得著照顧。我一直希望教

會的弟兄姊妹要象家人一樣很親熱，很相愛。當教會人數增多，許多事就力不從心。特別

是從 2005 年開始，神開始讓我們有訓練中心；2007 年，我們開始進入國度的服事，大家

就越來越忙。我發現，我跟弟兄姊妹們的距離就越來越遠，連講道站在下面都不行，因為

攝影的同工說，下面光線太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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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時空、距離、環境所造成的疏遠，讓我有一個很不舒服的感覺，真是高處不勝寒

啊！這是大多數人無法了解的，只是覺得跟江姐距離很遠，雖然聽她的錄音帶，但跟她離

得很遠，只是跟小家長比較熟。我好盼望自己能跟弟兄姊妹非常熟，但每次主日聚會後，

當我與各地來的人談完了，弟兄姊妹也都走光了。我思索著：怎樣才能讓這個家更活樂，

更相愛呢？ 

現在的分堂人數少，可以開始成為一個家。我告訴他們，趁人少，趕快讓那個熱情、

溫暖的家被醞釀起來。在我們的本堂，我們也有各個小家，在小家裡面，我相信，每位家

人也受到很好的照顧。我看到，我們當中有很多的弟兄在成長的過程沒有被父親擁抱過，

很需要父親的擁抱，我就請了國度的父親趙爸到我們當中。他推辭掉很多大的邀請，花一

個禮拜在我們全時間同工的當中，神藉著他把一個神國度的父親恩膏帶到我們當中。 

• 立約，除去孤兒的心 

趙爸跟我立約，然後我們整個全時間同工也跟我立約，他們認我為屬靈的母親。其實，

很多弟兄姊妹來到這個教會後，就覺得我是他們的屬靈母親，可從來沒有機會從情感裡面

表達出來，我也是沒有機會去表達我的情感，表達我的委身。藉著上個禮拜我們彼此立約，

我們當中好多的弟兄，都是學理工科的，有的哭得鼻涕都掉下來，這在他們裡面產生多大

的改變啊！ 

有一位傳道人說，這次立約使他身上孤兒的靈全部脫落，當他到分堂的時候，就開始

知道自己是小家長的爸爸，是他們的父親，可以為他們祝福禱告，可以遮蓋他們。當他到

分堂看到那一片土地、那些弟兄姊妹，他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他就帶著愛、熱情和渴望來

祝福這片地、這些可愛的家人。當他孤兒的靈脫落，瞬息間，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

知道自己非常富有，可以到這塊地，成為眾弟兄姊妹們的屬靈父親。 

另外一個傳道人在立約以後，也脫掉孤兒的靈，當他進到分堂，就覺得很愛每一個弟

兄姊妹，覺得他們是自己的孩子，一種願意為他們舍命的愛涌現在他的裡面。聚完會已經

是 10 點半了，有一對夫妻對他說：“你能不能來跟我的孩子談談話，我知道已經很晚了，

但我的孩子（青年人）問題很大。”如果是以前，這個傳道人會說：“都已經十點半了，

我已經很累了。” 

但是現在，他覺得自己是個父親，孩子有問題，就應該去幫助他。原來，那個孩子被

邪靈附了，這個傳道人看到以後，裡面涌現出聖潔的憤怒。他就帶著父親的權柄來趕鬼，

他發現孩子的裡面有兩個鬼，傳道人只是說：“你不要命了！”一個鬼就出去了。他又問

了一下他們家族的一些問題後，就又趕出另外一個鬼。 

除掉孤兒的靈是多麼地重要！天父創造我們，把我們帶進祂的家，要賦予我們豐盛的

產業和權柄，但是，我們因著孤兒的靈卻發揮不出來。我們覺得自己是無名小卒，沒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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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也不重要，我們許多人還是活在成長過程中的傷害裡。現在，天父告訴你：你是承受

產業的！ 

• 小兒子的孤兒心 

路加福音 15 章第 11 節-20 節，是關於大兒子和小兒子的故事。耶穌來到地上，就是

要把天父介紹給世人，因為從來沒有人看見父，只有在父懷中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耶

穌講了一個故事，一位父親有兩個兒子，但是這兩個兒子雖然住在父親的家，卻像個沒有

父親的一樣。 

小兒子說：“父啊，把我應得的產業賜給我。“爸爸就給他了。小兒子就帶著所有的

產業到很遠的地方去，在那裡任意放蕩，浪費資財。在這個兒子的心中其實根本沒有父親，

覺得父親這麼老了，還不趕快死掉，自己就可以繼承產業。他在乎的是錢，是他的自由，

是遠離父親，他不要被管、被說，不要被他嘮叨，他要自由地過自己的日子，高興怎麼生

活，就怎麼生活，想怎麼花錢，就怎麼花錢。當他把錢花光了，當地正鬧飢荒，他就去投

靠一個人，那人就叫他去放豬，卻沒有給他工資，因為有飢荒，能給他住就夠了。他餓的

時候，就吃豬所吃的豆莢。 

小兒子有父親，但他卻像個孤兒，他的情感對父親是封閉的，跟父親沒有關係，他就

遠離父親，直到落迫後才醒悟過來，這叫孤兒的靈和孤兒的心態。而我們華人百分之九十

九都有這種心態，因為我們的父親打拼，整天忙碌。本來，他所忙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

但我們卻沒能感受到他的愛，我們的心態是個孤兒。 

我們有一位年輕弟兄是全時間同工，就有這種孤兒的心態，他說：“我跟我的父親都

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的心就是不會向他打開。”他來到教會，他覺得江媽媽親（江

姐），是因為江姐有很多屬靈的產業，但又覺得自己離她那麼遠，他只是奢望著想得一點

點江姐的屬靈產業。這一次的立約，他說：“江姐是我的媽媽，所以，江姐所有的產業都

是我的，我就變得很富有了。” 

現在，這位弟兄在教會做的一切事，就不像過去那種打工的心態，而是在治理媽媽的

產業，治理自己的產業。他開始覺得自己有父有母，在神的家中，自己變得好豐富：“神

給江媽媽所有的豐盛恩典、所有屬天的產業，都是我的！”本來，他的區長一直希望他可

以當小家長，他卻一直不願意，因為孤兒不喜歡承擔責任，也不大願意生育、喂養孩子，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世代很多人不想結婚，因為他們都是孤兒。情感是封閉的。那天立約後，

他就告訴區長自己願意當小家長，神做的好美啊！他從孤兒一下子就變成真兒子！ 

• 神的渴望，得著真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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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早上起來跟天父禱告說：“天父爸爸，袮最想要什麼？袮現在心裡在想什

麼？”神回答說：“真兒子！”天父最渴望得到真兒子。雖然人都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的，

基督徒也都是祂的兒子用寶血買贖來的，但在神的家中仍然充滿著孤兒的心態，我們的情

感、心思、心理都是閉塞、關閉、冷漠、被動、受壓，我們不覺得自己是蒙愛的孩子。 

天父說，祂要得著真兒子。我就跟天父說：“天父，我願意跟聖靈合作，一定要終止

這個無父的世代！”特別在這個新年，我們身上所有孤兒的心態、孤兒的思想、孤兒的靈

一定要完全脫落，我們要進入天父真實、豐盛的愛的家庭。 

就像這一個小兒子，當他一轉向父親的時候，本來他只想做雇工，可父親卻把最好的

袍子穿在他的身上，為他戴上戒指，連肥牛犢都宰了，讓大家吃喝快樂，以慶賀這個死而

復活、失而又得的兒子。 

在這段聖經裡面，你覺得，天父是比較偏愛小兒子，還是大兒子？祂會喜歡哪一個？

其實祂對兩個兒子都一樣愛。我們做過父母的都知道，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上的一塊肉，

父母愛每個孩子。只是這個小兒子離家那麼遠，受了那麼多苦，如今總算回頭了，父親就

高興得不得了，這就是天父的愛。而且，天父因著愛，祂每天在那裡等著，看祂會不會回

來。一看祂回來了，遠遠的，就不顧兒子身上的臭和臟，就跑過去抱著他親啊親啊，這就

是天父的愛。 

有一位姊妹是全時間同工，她分享說，她的父親最引以為傲的，是他白手起家，從來

沒有拿他父親一分錢。當他常常這樣對兒女講，就會制造一個孤兒的靈、獨立的靈在他孩

子身上。這位姊妹第一份工作是在她姐姐上班的公司，當有的同事說：“你是某某的妹

妹。”她聽了就很不舒服，覺得這份工作是靠自己得來的，不是因著姐姐，她不喜歡當某

某的妹妹，我就是我，一個獨立的靈在她身上。 

這次立約後，她的裡面忽然間有一個改變，那個孤兒的靈脫落了：“屬靈的媽媽、爸

爸有那麼豐富的屬靈產業，都是我的，而且這麼多的兄弟姐妹都愛我，我在這樣一個愛的

大家庭裡面，我是這麼富有的大千金！”她的整個心態就不一樣了。 

• 繼承產業，只因活在立約之家 

聖經上講到，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不是“亞伯拉罕、以撒、以掃

的神”，為什麼？因為以掃輕看長子的名分。在以色列人中，長子的名分是在家中承繼產

業，也包括屬靈的產業。但是，以掃因為很餓、很渴，就覺得：“這個長子名分對我有什

麼用，能吃嗎？我都要渴死了。”而雅各很在乎這個屬靈的產業，就說：“那你把這個長

子名分賣給我，我就把紅豆湯給你吃。”以掃就把長子名分給了雅各，因為他看重物質需

要，不在乎屬靈的產業，所以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這裡面沒有以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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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亞伯拉罕立約，不管以撒、雅各是怎樣一個人，他們都白白承受物質和屬靈的產

業，神說：“我隨著你來祝福你。”雅各的性格是我們瞧不起的，他很詭詐，自我中心，

於我有益的，我就搶來，想要什麼就不擇手段去搶，不顧別人的死活。但是因為神和他的

祖父亞伯拉罕立約，神說：“我就是要祝福你的子孫，祝福你的後裔。”神就守約施慈愛。 

雖然雅各騙了哥哥和爸爸，並因此離家出走，但他只是躺在那個亞伯拉罕筑壇獻祭的

地方睡覺，神就來向他顯現。神怎麼對他那麼好啊！還告訴他：“我會一直與你同在，我

會隨著你來祝福你。”是不是他做了什麼好事呢？都不是，只是因為他是立約之家的後裔。

祖父立約了，他是活在一個立約之家。 

上個禮拜我們全時間的同工立約。為什麼全時間同工這麼重要，因為他們是神特別揀

選出來的，他們辭掉世界上的工作，用全心靈、全時間來建造神的家，服事神的家。但是，

在全時間同工中，許多人有孤兒的心態。雖然他們一點一滴地得醫治，但孤兒的心態、孤

兒的靈還需要完全脫落，這些需要年日。有些人會一直做事，這次立約，他就明白了，他

所做的事是在繼承、傳承產業。當人的心態不一樣，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會不一樣。 

• 天父的渴望：教會成為一個真實的家！ 

有一位姊妹說，那天，趙爸要大家兩個兩個彼此立約，特別找和誰有些嫌隙過節的。

這位姊妹左右看看，其他人都有立約的同伴，她只能跟旁邊的一位姊妹立約。可是，她覺

得自己和這位姊妹不熟悉，之間也沒有沖突或過節。但她還是順服，就和那位姊妹手牽手

一起禱告，一起立約。那一刻，聖靈就降下來，她們被大大充滿，從天父來的愛，一個很

親密的愛就降臨在她們裡面，她們就覺得：“我們過去怎麼會滿足於彼此沒有沖突、過節

就好了呢？” 

她們在一起禱告後，就覺得：“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你

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她們就彼此說，以後我們彼此間有什麼

事，隨時可以給對方打電話，兩個人的關係就變得好親密。阿爸父的心是多麼迫切啊！祂

一直非常迫切地渴望著：“日子不多了，慕主先鋒教會啊，你們要快點成為一個真實的家

人，快點成為真實的兒子，以至於你們可以開始成為父親、母親。”  

天父的心實在很迫切，祂不要我們當中再有一個孤兒，祂要先從全時間的同工做起，

因為他們是在教會裡服事的。如果全時間牧養、行政的同工身上孤兒的靈很強，我們的眼

神、口氣、態度、做事方法就會醞釀出其他的孤兒來。孤兒，就只會養出孤兒。 

我們華人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孤兒的靈在華人中越來越強。孤兒常常以白手起家

為傲，但是現在，我們要破除那個白手起家的咒詛。我從小也聽我爸爸講他十七歲就白手

起家，我還很欽佩他。我們是不是覺得白手起家蠻好呢？會不會因沒有拿父母一分錢而引

以為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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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父不是這樣，天父說：“孩子，我藉著我的兒子為你們死，生出教會。教會

是我的家，我喜愛施恩、喜愛憐憫，喜歡把我豐盛的愛、豐盛的喜樂、豐盛的產業傾倒在

我的孩子身上。我的家是有糧食的，而且是極豐富的，因為萬有都是我的。我設立了牧者、

五重職事都是為著裝備你們，成全你們，讓你們一個個長成神兒子的身量。我藉著我的愛

子耶穌基督來到地上，成了肉身，嘗盡人世間所有最可怕的刑罰和痛苦，為著要生出許多

的兒子，都像耶穌基督一樣，讓祂把這些兒子們一起帶進榮耀，帶進阿爸父的懷裡面。” 

• 神的兒女，繼承神豐盛的產業 

教會是神豐滿的彰顯，不應該有孤兒。但是，我們華人太多年的悠久歷史文化，孤兒

的心態已經在我們的心思意念、骨頭、血液裡，我們已經太習慣了，所以我們覺得白手起

家是好的。但在神國的律裡面，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撒可以踏在亞伯

拉罕的肩膀上繼續承繼阿爸父更豐富的產業。你們也可以踏在牧師、傳道人的肩膀上從阿

爸父得著更豐富的產業，你們不需要走很多的冤枉路、辛苦路。 

在我追求主的時候，要被聖靈充滿是很難的，我付出很多的禱告，晚上禱告到一點多，

我追求很久，渴望被聖靈充滿。可是現在，你們被聖靈充滿多容易，大家跳一跳，笑一笑，

跑來跑去就被聖靈充滿了。世上的國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是神的國度裡，一代比一代更杰

出。 

基督徒的後代，特別是第三、四代，神將恩典一直跟隨。基督徒的孩子好蒙福、好蒙

恩啊！他只要順服而已，他的學業、事業就昌盛，他的另一半也都是郎才女貌，跟他同心

愛主、各方面都很好，因為他有屬靈的產業，就可以輕易得著祝福。親愛的家人，神給我

的一切豐盛的產業。 

神給我的名字叫 Grace（恩典）,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我多次跟天父爸爸說：“爸爸，

我在這個世上就是要彰顯你那測不透的豐盛的恩典！”我信主四十幾年來，神極豐盛的恩

典一直隨著我，而這個產業都是你們的！你知道嗎？你可以一直有這麼豐盛的恩典隨著你！ 

但是，這在乎你有沒有醒悟過來。在路加福音 15 章中，一個孤兒要怎麼樣變成一個

兒子？就是借著他醒悟過來！他醒悟過來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就想到父親。“我是有父親

的，雇工很多，口糧有余，父親很豐富。他的雇工都有東西吃啊，可是我卻在這邊養豬，

連豆夾都沒得吃，餓得不得了，我連豬都不如啊！” 

當他醒悟過來，回到父親那裡說：“父親，我不配作你的兒子，你把我當個雇工吧”。

他其實還是孤兒的思想，但父親說：“你不管做了多少大爛事，你永遠是我寶貝的兒子，

你知道嗎？我不需要雇工，我的雇工太多了，雇工是沒有辦法換一個兒子的，兒子永遠在

我心中是有特別的地位，你是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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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聖經中，父親對兒子的心是敞開的，但是這個小兒子的心思卻是活在自我中心

的裡面。神的愛是有管教、責備，但這個小兒子卻把父親的管教、責備看作是討厭他，不

喜歡他，他要自由，要過獨立自主的生活，這種孤兒的靈就是驕傲、獨立自主的靈。 

親愛的家人，你知道嗎，我們正活在壓制的靈底下，難怪天父對我們教會有那麼迫切

的心。如果神家中的孩子可以完全成為真兒子，不再有孤兒的靈，神必借著我們教會去祝

福許許多多的教會。 

• 大兒子的孤兒心 

在這段經文裡面，還講到一個大兒子，他的心態是什麼？他覺得自己好乖，都沒有讓

父親生氣，而且一直在幫父親，幫父親做了好多事，幫父親治理他的產業。當他回家聽見

作樂歌唱的聲音，仆人告訴他：“是你的爸爸看到你的弟弟無病無災的回來，就很高興，

就宰了肥牛犢來慶賀。”大兒子就非常生氣：“他哪配！”他開始論斷父親：“你不公平，

我為你做了這麼多事，你都沒有殺一只山羊羔，讓我和我的朋友快樂，你這個兒子跟娼妓

把你的產業都耗掉了，你為什麼對他這麼好？”這就叫孤兒的靈！ 

如果你不夠有神兒子的靈在身上，就會覺得大兒子說的蠻對的，因為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在地上很愛講公平，講道理，同樣，這個大兒子整個的注意力都是在做事，很在意公

平，很在乎講道理，在乎是否合理。他覺得父親對弟弟做得太不合理：“他怎麼為弟弟宰

肥牛，而對我連一只山羊羔都沒有？”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

的都是你的。你想要山羊羔，就宰了吃吧！你只要開口就可以，我絕對答應，甚至你都不

用跟我說，就可以宰了吃，因為我的都是你的！”大兒子雖然在這個家，卻像個雇工，不

知道他擁有這麼豐富的產業，這種雇工的心態也是一個孤兒的靈！ 

耶穌來地上，就講這個比喻，就是表達天父很渴望得著真實的兒子，但祂的兒子都是

孤兒，所以，耶穌來，就是為要使孤兒變成真兒子，來獻給天父！什麼是真兒子？真兒子

就是心對父親是敞開的，他很明白父在想什麼？父要什麼？他很享受跟父在一起，覺得自

己是最幸福的！他享受跟父在一起的愛的關係、親密的關係！ 

但是孤兒呢，雖然他跟父住在一起，但他整個注意力是把事情做好，用自以為愛的方

式，認為爸爸最疼他是因為他把事情做得好。但是他沒有跟父親靠近，沒有和父親有親密

的關係，沒有和父相愛，沒有明白父親想要什麼。他只知道，如果他把事情做好，父親就

應該以他為榮。他不明白，父渴望的是，他能認識父的心！ 

• 立約關係、同居關係與消費關係 

彼此立約就是使教會開始成為一個家，而不是同居的關係，也不是消費的關係。同居

的關係就是：如果這個教會，講道不錯，敬拜也不錯，那我就繼續留在這個教會；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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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講台講得不是那麼好，敬拜也不是那麼好，就離開。同居的關係就是在於，對我有益，

我就留下，對我不是很有益，就離開，我沒有什麼家的概念。 

消費的關係是：我來是與我有益的，如：有愛宴我就來，我希望更多人來關懷我，我

生病了，有人為我禱告，家裡出事了，就有人來幫助、照料我們。如果最近比較少人來關

懷我，我就很不高興，這叫作消費關係。我們不知道，家是每一個人把自己的那份供應出

來，使這個家更精彩；把每份愛給出來，使這個家更歡樂、更甜蜜；家，是每一個人共同

擁有，共同營造家中愛的氣氛，使這個家更豐富，更快樂，讓阿爸父更喜樂。阿爸父要的

家是這樣，教會也應該是這樣。 

建立一個這樣的家，在小教會裡面比較容易，在大教會就比較不容易，但是今天，這

個家一定要真實成就在我們的教會。這個教會、這個家要孕育出許許多多真兒子。當我們

那些從世界裡辭掉工作，被呼召出來的全時間同工們彼此立約，我們每個人就進入一個立

約之家，就成為家中的一份子，這個家所有的豐盛的產業都是我們的！ 

立約不在乎外表的形式，而在乎你的心，在乎你是否敞開心認定：我稱呼江媽媽，認

定她是我的屬靈的母親。這不是在乎你跟我接觸多頻繁。像趙爸，他不知要多久才來一次，

但在你心裡、靈裡面認他作為教會的屬靈父親，你就有屬靈的父親了。 

屬靈的母親也是這樣，你心裡有一個認定，就開始可以承繼產業，包括世界各地聽錄

音帶、CD 的弟兄姊妹，他們的生命一直被建造改變，他們靈裡面就認定我是他們的屬靈

母親，就開始承繼產業了。認屬靈的父母，在乎你的一個認定，不在乎他來造訪你多少次，

不在乎你跟他接觸多少次。 

• 恩典的日子，醒悟的時刻 

上個禮拜二，我在全教會的禱告會分享到，我們全時間的同工有這樣一個立約，有一

位小家長聽了以後，就感覺江姐只跟這些全時間的同工立約，沒有我們小家長的份，而我

們這些小家長只能苦干活干，都沒有這個份，她的心裡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落寞，感覺被撇

到一邊。 

兩天以後，她所服侍的一個團體就有一個人跟她講：“我以前覺得，你為什麼不多花

一點時間來關懷牧養我們呢？所以我裡面對你就有很多的怨言，但神就光照我：你已盡你

所能的，能給出來的時間已經全部給出來了，我對你的這種期望很不合理，所以我要跟你

認錯。” 

又有一個她所服侍的對像也跟她講：“我以前看見你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就引起我

裡面對你的憤怒，就感覺到被傷害。最近神就光照我說：你是完全人嗎？如果你不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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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你要求她是完全人呢？ “   這個被服事的姊妹就恍然大悟，覺得自己人際關係

的問題都在這個地方，自己不完全，卻總要求對方完全，要求屬靈領袖是完全人。 

神好奇妙地借著這兩個人跟這位小家長認錯，就光照了小家長裡面的問題，她就醒悟

過來：其實每一個領袖都是普通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每一個領袖都已經盡全力擺

上，去服事神家中屬靈的兒女。我們應該存著一顆感恩的心，謝謝他們那樣全力擺上，而

不是一味要求對方給出他所給不出的那部分，我們這樣的要求實在太過分了，我要為他們

的努力付出而感恩。我自己不完全，卻總是要求別人完全，然後還拿別人的不完全來傷我

的心。 

神好奇妙地做工在這個小家長身上。這些日子是天開的日子，是蒙大恩的日子，天父

要做極快手筆的工作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特別是在神家中的每一個孩子身上，祂要每一

個孩子除掉孤兒的思想以及孤兒的心態，以至於神放在我們裡面的很多熱情都可以長成，

很多的潛能都可以發揮出來，開始成為一個好父親、好母親。 

上星期，有一位全時間的年輕同工說，當國瑞牧師一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感受到父親

的愛，他的眼淚就掉下來，好像情感的枷鎖就打開來，馬上想到他跟父親之間的關係沒有

去解決。他覺得自己沒有做好兒子，也就沒有辦法去做好父親，雖然他的孩子還小，但他

必須先做好一個兒子，才會做好父親。 

• 屬靈的原則：孤兒生養的也是孤兒 

如果我們孤兒的靈不脫落，生養出來的就是孤兒。那位弟兄說：“我爸爸白手起家，

我也是白手起家。後來，我發現自己青少年的孩子對我的態度，就像我對父親一模一樣。

“這是一個屬靈的自然律。你怎樣尊榮你的父母，去感恩，你會發現你的孩子對你也是這

樣。 

屬靈的家也是這樣，我們當中有一個全時間青年同工，從小被父親責打，常被打到角

落，甚至到高中還被打，他跟他父親沒有辦法溝通，有很多的沖突。因為這次立約，他感

覺神很奇妙的工作做在他身上。他說：“我發現，我不再需要一個人來承擔一切。”因為

他以前就是個孤兒，覺得自己要承擔一切，面對一切。 

現在，他感覺自己有一個大家庭，有那麼多的家人愛他，他就有勇氣去找父親談。一

般孤兒經過多年與父親的沖撞，是會想遠遠逃離父親，什麼都不想談。現在，他有勇氣去

談，覺得要去尊榮自己的父親，因為他不跟父親成為對的關係，成為一個真兒子，以後他

養出來的兒女們也是孤兒。 

他找父親說：“爸爸，我為著過去對你說話的態度、對你的不恭敬之處向你道歉，我

在很多地方沒有尊敬你，沒有體會你的心，沒有體會你的愛，你其實是愛我的，但我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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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你常常在控制我。”因為他的爸爸對他講話的方式使他感覺到要壓他、控制他。他說：

“我都沒有體會你的善意和對我的愛，我向你道歉，我要尊榮你，要跟你和好，借著溝通，

我希望我們相處更加融洽。我希望自己什麼事都可以來跟你溝通，請教你的意見。如果我

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請你耐心聽我說，我也願意聽你的意見。”父親的心就柔軟下來，

他們就有非常好的溝通，從晚上 11 點溝通到半夜 3、4 點，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 結語：大蒙恩典的日子，脫去孤兒的靈 

現在正是神施恩的日子，正是我們大蒙恩惠的日子，神渴望我們脫去孤兒的靈，雖然

我們沒辦法改變自己的父母，但是，如果我們用謙卑的態度，去感恩，去尊榮他，就可以

改變父母。其實，我們的父母孤兒程度比我們厲害，他們也是孤兒，因為他們的父母也是

這樣對待他們，一代傳一代。如果我們去感恩，去尊榮他的時候，就會斷開這個咒詛以及

惡性循環。 

我們沒有人不愛自己的孩子，不論他去偷、去搶，做了許多壞事，但父母還是愛他。

但孩子不會這樣想，特別當他有孤兒的心態，他會覺得：“我要表現好，功課好才會被愛。

“他常常在功利主義、利害關係的裡面，這不能怪他，因為我們父母以錯誤的方式對待他

們，社會環境也使他們變成這樣。 

這個禮拜四是猶太人的新年，是神國裡的新年，神要我們更新一切，要終止無父親的

世代。我們要脫離孤兒的形態、孤兒的靈、孤兒的心思意念。當我們明白，我所在這個家

是立約之家，整個服事我們的全時間團隊已經跟阿爸父、跟屬靈父母的立約，這就會將阿

爸父的產業傳承到我們的身上. 

那個小兒子說：“把我應得的產業給我。“其實猶太人的產業不只是金錢，還包括土

地、農產，但他只要金錢，也不在乎父親的死活。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是：”我沒有辦法等

到你死掉，才繼承產業。“這個孤兒不在乎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農產。今天，我們在屬

靈的大家庭中，神給這個教會的產業是極豐富的，正在影響世界各地。 

如果你只在乎自己的小家，然後偶爾聽聽信息，偶爾做自己喜歡的事，只要大家在一

起很快樂就好了。你可能輕看了神所賜的長子的名份，輕看了屬靈的產業，你就會成為一

個貧窮的孤兒。如果你明白神給這個教會的產業是那麼豐盛，為什麼那麼多世界各地有名

的人都請到我們教會來，是因為這個教會屬靈的媽媽想到你們的益處，希望可以加添你屬

靈產業，這也是神給你的產業。你是不是渴望都得著？是不是希望自己成為更有恩賜，更

有權能的人呢？是不是渴望成為屬靈的父母親，把這個產業傳承下去呢？ 

我真的看到我們教會的兒童主日學很棒，把內在生活教給兒童，這些兒童好多都去過

天上了 ，他們很會禱告，很會親近神。我們的下一代有我們屬靈的產業，我們這些成年

人一定要醒悟過來，我們是很富有的大家庭裡面的公子和千金，所以，我們要給出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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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去傳承、生育，去養育更多屬靈的兒女，好讓天父那麼喜樂，因為祂的兒子來，就是

要得著許多的後裔。 

我們所有的全時間同工已經立約，就是渴望要來愛你，服事、照顧你，你在這個家會

完全被接納，不管做了多少錯事，但你永遠是這個家的孩子，你是被疼愛、被接納的，你

不會被撇棄。你信嗎？你若相信，就開始長成真兒子來。 

昨天去聖荷西分堂，好多人說自己是孤兒。阿爸父為什麼那麼迫切，因為神的家要終

止無父的世代，特別是慕主先鋒教會，每個人都要起來成為真兒子，好叫我們開始可以去

做父親、母親，去祝福、乳養、供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