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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真兒子 

-- 真兒子自由的榮耀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6 年 3 月 27 日的主日信息整理 

一、十字架與復活的意義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

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馬書 1：3-4） 

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所以耶穌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解決我們

一切罪的問題、罪的權勢，因為罪要把我們帶向死亡，而且祂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神兒子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不能被罪捆綁的，罪在神兒子的身上是無權、無

份、無地位的！ 

神兒子是何等地得勝復活的形像，得勝一切陰間死亡的權勢，得勝一切罪的轄制捆

綁，而且得勝有余。 

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已睡

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

顯現。（馬太福音 27：51-53） 

當耶穌斷氣的那一刻，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就裂為兩半，地震動，磐石崩裂，墳墓

打開。耶穌的死就是打破了陰間死亡的權勢，所以墳墓打開了，已睡的聖徒的身體多有起

來的，起來做什麼？沒有做什麼。到了耶穌復活以後，他們才從墳墓裡出來，進到聖城向

許多人顯現。 

所以，耶穌的復活何等重要！你們是來找釘十字架的耶穌嗎？我告訴你：祂已經復

活了！釘十架的耶穌解決了你一切罪的問題，罪的權勢、罪在你身上必不能再做你的主人，

罪不能勝過你，不能再你身上做主。所以，當耶穌斷氣的時候人跟神之間的隔絕分開了，

耶穌為我們開一條路，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進到至聖所，來瞻仰他的榮美。 

從此，我們跟神之間不再有阻隔，最重要的是神跟我們之間不再有阻隔，這是擺在

神前面的喜樂。因為不再因著我們的罪使神沒有辦法靠近我們。為什麼？因為祂一靠近我

們，我們會死掉。聖潔的神。罪一碰到神的聖潔馬上就死掉。所以，當耶穌斷氣的時候墳

墓打開，已睡了聖徒的身體就起來了，但是沒有動。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就走出墳墓，

然後進到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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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來到地上，祂復活！借著祂從死裡的復活，祂走出墳墓的時候，祂釋放出復活

的大能。這個復活的大能大到一個地步，進到那一些已睡的聖徒，他們醒了，進到他們的

裡面，他們就開始出來，成為活人，他們開始起來行走。 

二、昔日死亡，現今復活 

約翰福音 11 章 25 節，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26 節說：“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可是你明明會死

啊？信我的必永遠不死，什麼意思？你是一個活的靈，復活的靈在你的身上，你肉身死的

那一刻，在神的眼中不是死，而是睡了。 

可是現在，有很多死活人，雖然身體是活的，但他其實是死的。一些禮教會把我們

教成像我這樣乖乖牌，女孩子應該坐要有坐像，站要有站像，這些教導使我變得規規矩矩，

我本來就是一個守規矩的人，聽話的人。 

我曾在教會，有人托我拿東西給某一個弟兄。那時候在教會，弟兄坐右邊，姊妹坐

左邊。當會後自由追求時，我的牧者還在前面，我就不敢動，就不敢擅自走到弟兄那一邊

把東西拿給他。我就乖乖地坐在那裡不敢動，繼續親近神。隔陣子睜眼看看他在不在，再

隔陣子睜開眼，他就看不在了。這個使我很苦，但是沒辦法，我就是這樣。 

我們在聚會時，每次就是習慣固定坐一個地方，但對一個從小就遵守規矩、原則的

人，要換個位置好像蠻不容易的。有一次，我們在瑪哈念廳聚會，右邊的熒幕是壞掉的，

只能看左面的熒幕，那天敬拜唱的歌詞很多，是慕創的歌。我知道，不看歌詞，很多人是

不會唱的，但是右邊的那些人都不動，就繼續站在那裡。 

他們完全看不到歌詞，尤其前面幾排的，因為那裡有打鼓的在那裡，所以他們是看

不見左邊熒幕的，大家只好站在那裡閉著眼睛。我們就好像死活人一樣，就是有轄制捆綁

在我們的身上，有些人是活在罪的轄制、罪的捆綁，他不能不犯罪，他每次都看與他有害

的東西，然後就思想，心思意念很爭戰，很痛苦，覺得自己很臟，可是下一次還是去看，

他沒辦法。 

這就是以弗所書第二章說的，我們本來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另外有些人是被一些

律法、規條、禮教、傳統一直的教導，以至於變成一個不太敢動、不太敢變化的。例如敬

拜，我在敬拜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日子要我轉個圈，覺得太難了，我好像只能向著前面，

你可以了解這種捆綁嗎？ 

但是，我們一直要突破自己，一直要進入神兒子的自由。所以有一天，我真的開始

轉了，後來我就越來越自由。今天早晨我們在唱《happy day 快樂的一天）》，我真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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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快樂，因為耶穌復活了！耶穌復活就是要得著許多的兒子，像祂一樣自由，祂要把他們

帶到榮耀裡去。 

耶穌來了，要把我們從一切死亡的拘謹、捆綁、轄制裡面救出來，帶我們進入神兒

子自由的榮耀。希伯來書第二章說：祂要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裡去，這是祂來到地上的

目的。祂不止解決罪的問題，還帶我們進入自由、進入榮耀，帶我們進入說不出來，滿有

榮光的大喜樂。這是你的產業！但是你需要蘇醒過來！ 

三、脫離規條轄制、進入兒子的自由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所以你們因信基督

耶穌，都是神的兒子。（加拉太書 3:25-26）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加拉太書 4:28）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仆毫無分別。乃

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

學之下，也是如此。（加拉太書 4:1-3） 

一個孩童，雖然他是全業的主人，是繼承產業的。但他做孩童的時候，和奴仆毫無

分別。他必須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必須有師傅教他，他必須被管家管，否則他就會亂來。 

加拉太書第三章 25、26 節，說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

的手下了。耶穌基督來到地上，讓我們因著信就稱義，這因信得救的理來到以後，我們就

不在師傅的手下了。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很簡單的一句話，但是這

句話對我有極大的開啟，你們因信耶穌基督都是神的兒子了。有沒有條件？ 

只是因信耶穌基督，你就是神的兒子了。有沒有講到說：你要很乖、很聽話、有沒

有？有沒有講你一定要做這件事，做那件事，討牧師的喜悅，你才是神的兒子。有沒有？

你們因信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了！神的兒子就不在師傅的底下了，就不在管家的底下了。 

也就是說，你要從孩童，長成兒子。你不再是孩童，很在乎你明白過來。你明白、

你知道，然後你開始去活出你的身份跟地位。你就不在師傅和管家的底下，師傅、管家是

說你活在律法、遺文、規條的要求底下，但是，你是活在一個自由的裡面。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仆的軛轄制。

（加拉太書 5:1 ） 

如果你常常活在，人對你的要求或教會的規定裡；活在我如果不這樣，人家就不喜

歡我，我就必須要這樣。可是我又很不喜歡這樣，我還是個孩童，其實你的身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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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因為我爸爸是台灣人，是日本式教育。日本人教育就是很成功，把你教育得規規矩

矩。 

在日本大地震、大海嘯的時候，沒有人哭、叫、流淚、大家就規規矩矩的。一切的

禮教、教育使人的情感很受壓，非常受壓。但是 神的兒子來了，要叫我們得以自由，祂

要恢復祂在起初 神所造的亞當。聖經裡面講，亞當是神的兒子。但因為不信神的話，有

一點猜疑神的話，猜疑神對他的愛、完全的愛。不是把所有最好的給他，他沒有完全相信，

就離開神的面，變成孤兒。 

所有亞當的後代都是孤兒。但是耶穌--神的兒子來了，祂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

是神的兒子，而且祂釋放出神兒子復活的榮耀；神兒子復活的自由；連牆壁都不能阻擋祂；

祂可以穿過牆壁來向門徒顯現。 一個自由榮耀的身體就釋放在他的百姓當中，他們等候，

直到聖靈大大的充滿他們。那一些膽小懼怕的人，忽然間都變成神的兒子，大有能力、尊

貴、榮耀。不懼怕官長的威嚇，不懼怕權勢。一直活在神兒子的自由跟榮耀的裡面。 

這些日子，神要把這個做在我們身上。前些日子，我在一個聚會開會中，我們差不

多 20 來個人開會，圍成四方形。從早、下午、晚上。因為全都在講英文，所以，我就很

專心聽、聽到聚完會，晚上 10:30-11:00 回到家，我的頭就開始痛。後來，一個屬靈的兒

子就跟我講：“媽咪，你太認真了、你太專心了。人家在分享一句，你的頭動都不動一直

聽，一所以你會這麼痛。” 

我說：“我不專心就聽不及，就會聽不懂啊，我只要一句話漏掉聽，接下去，就不

知道他在講什麼。”他跟我講：“你應該兩小時就起來動一動。”後來，我想，這個有道

理。聚會差不多過了兩小時我就起來，走到椅子的後面壓著椅子，我就開始做伸展操。在

眾目睽睽之下，大家都是牧師，而且大部分是男牧師。你知道，這個在我們台灣人的禮教

底下是多大的突破嗎？ 

從小，爸爸講要有規矩，女孩子就是要這樣。可是，我就覺得我越來越自由了，就

在他們眾目睽睽之下壓身體，把腿伸展。為什麼？因為我需要。如果在聚會中，你有需要，

會打瞌睡，你就站起來在後面走一走。不要說，這樣會讓人家覺得很奇怪。被牧師看到了，

下一次，我如果起來走，牧師就知道我在打瞌睡，所以我才起來走。你要自由！你有需要，

你就自由。 

我剛出來服事主，很多年都不自由。因為覺得我是個傳道人，這個頭銜對我是個轄

制。雖然我是喜歡全時間服事主，但我覺得如果不當傳道人有多好。因為我就覺得人家會

對傳道人有很多要求，但經過很多年，我就越來越自由。自由，就是使我活在神的面前，

不活在人的眼光中，也不活在人家的嘴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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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自由的，你有這個需要，你就這樣做。我以前不自由到一個地步，聚會很想上

廁所，都不敢去。因為我覺得，我在第一排，從第一排走，要經過這麼多人。我今天很坦

白講，我的不自由。我也很希望，你來面對你裡面的不自由。因為今天是復活節！我渴望，

我們每一個人在耶穌基督裡面有一個復活的情感、復活的熱情、復活的心思、復活的意念，

有一個復活的靈、魂、體。我們要自由！ 

所以，你聚會精神不好，因為時差，或者昨天熬夜，或者身體不舒服，你想要怎樣

你就怎樣，只要能夠幫助你更好的聽道就好。你不要為了維持這外面的形象，使你沒辦法

好好聽道。 

我們要常常感謝讚美主，而且稱祂為大。因為什麼都在祂的掌管當中，祂讓萬事萬

物都在為你的旨意效力，都是為了讓祂美善旨意成全在兒女身上，為著愛祂的人效力，為

改變成為祂的形象。如果你常常都感謝不出來，讚美不出來，是有點問題的。我們今天一

定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四、脫離孤兒的靈、尋回愛的關系 

有一位姊妹已經博士畢業了，工作了 20 年。有一次，我在禱告會中要帶著弟兄姊

妹悔改，因為我們沒有愛這片地，神把我們帶到這塊地方來，祂把我們栽在這地，在這塊

地孕育我們的生命。以至於我們在這裡，我們來成就神在我們的身上的呼召和命定。 

但我們的心，常常因為我們是移民，得著這個國家的益處。但是只要這個國家發生

什麼，我們就准備逃走，逃回自己的家。以至於我們的孩子在這裡沒有根，所以在這裡看

到很多 ABC 都沒有根，不知道自己是誰。是因為父母不知不覺有時候就說：“等你讀大

學了，我就回台灣去或是回中國。”所以孩子到底屬於哪裡，他不知道。 

我們當中一些做父母的開始為這個悔改。悔改以後，她發現她孩子真的改變了。她

向神悔改，也向孩子道歉，她的孩子就開始改變，和她的關系也改變了。這一位姊妹聽了

我禱告會所分享的，就開始跟神認罪悔改，她真的沒有愛這塊地，為什麼呢？因為以前她

在東岸讀書，後來離婚，來到這個地方，也在這工作，就是覺得美國是她的傷心地，所以

就想著以後回中國去。 

她聽了我這樣講以後，就跟神認罪悔改。然後，她就有一個感動，回去找她的指導

教授，謝謝他們。找她的房東，還有不是她的指導教授，可是卻無條件幫助她完成論文的

教授，她就去感謝他們。結果她就上網去尋找他們，在哪裡，是在不同的州。因為她碩士

在一個州，博士又在另一個州。她就飛到這個州、那個州去找他們，去謝謝他們當時對她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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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教授和房東都好感動，說：“下次你回來住在我家，這就是你的家，你就住

在這裡。”他們就問：“你為什麼要回來找我？”她就跟他們講，神怎樣光照我，我沒有

愛這塊地，因為我一直覺得東岸是我的傷心之地。因為先生在這裡有外遇，是離婚的。所

以，她就一直不想回到東岸去，可是借著這樣一個悔改，然後回去尋根，尋找過去幫助她

的這些人，對他們獻上感謝。 

她就覺得很深的被愛，原來在美國有這麼多愛我的家人，只因著我自己把心關起來，

遠離人群，因著我這個遭遇，就把心關起來，遠離人群。所以這一次她回去找了教授、房

東，對她是一個很深的醫治。她也祝福了他們。借著她的感恩，她得到更深的醫治，心門

才打開了。 

她發現，其實有這麼多愛我的人，我都只活在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傷害，我不知道

其實有這麼多人這麼愛我，當我越感恩越發現他真的為我付出好多。他不需要為我付出這

些的，他也不是我的指導教授，他願意這樣白白的為我付出。還有我的房東對我的好。她

這樣一一的感恩，好深的醫治好深的被愛，然後她也祝福了他們，這就一個愛的循環。 

  當我們感謝神的時候，救恩會臨到我們的身上。祂就會救我們脫離錯誤的思想模

式，受害、可憐受傷的光景，而進入一個蒙福、蒙恩典、蒙愛的愛的循環裡面。而去祝福

別人。如果她沒有走出這一步，去尋根，去感謝，她還活在一個被遺棄的、可憐的人，離

婚的，一個受害者，只活在這樣的裡面，覺得我是抬不起頭的，我要遠離人群，就活在這

樣的可憐裡。其實神對她的命定不是這樣的，她可以這樣喜樂，成為祝福這麼多人的，她

是可以擁有這麼多愛的， 

這就是神要我們過的生活。可是有一些我們的傷害，我們的這些傷害，需要借著我

們踏出去一步。有一位弟兄從台灣告訴我，有一次他看我們的視頻，他都固定看我們的視

頻。他就聽到我們教導要感恩，所以他就照著做，他就去找他的屬靈母親，打電話從心裡

面一樣一樣的去感謝他的屬靈母親：“謝謝您願意幫助我，謝謝您願意花時間…”。 

當他這樣一一感謝的時候，他就發現裡面那個冰山在一直溶化，溶化……，然後他

就繼續的講，當他講完感謝完畢了，他挂斷電話以後，他說他裡面一大塊整座的冰山都溶

化了。他過去不太能表達他的情感、感覺，懶的表達，也表達不出來。所以就很容易引起

人家對他的誤解，誤會。 

這個冰山是怎麼來的？其實就是他的原生家庭，成長背景，原生家庭帶給他的傷害，

拒絕。以至於裡面不知不覺有了冰山，被拒絕、誤解，受壓制……所以他有這個冰山。雖

然是原生家庭，但是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可是他感謝屬靈的母親，借著感謝。因為這是

他過去很難開口的，講不出來，講不出感恩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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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他願意講了以後，他得著醫治。以後，他發現越來越會表達自己感覺，為

什麼這個時候有這個情緒，也明白為什麼會有這個情緒，然後會表達自己的感情，是不是

得醫治？你借著感恩，你才會得醫治，你才會喜樂。你的靈、魂、身體都會得醫治。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

意。（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5 章 16-18 節） 

這裡講到末世，講到主的再來。講到你要怎樣預備主的再來。在耶穌基督裡定一個

旨意，就是你要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常常喜樂。這個不容易控制，喜樂不

起來，就喜樂不起來，是苦瓜臉。不住的禱告，這好像還可以能做到，其實，神讓你不住

的禱告，就是說：“我要一直回應你，我會一直不停的要跟你說話，回應你。” 

凡事謝恩，就是不管遇到什麼事，你先感謝讚美。為什麼神要給我們這樣一個命令

呢？就是耶穌他自己先做了。他被賣的那一夜，他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擘開的，

然後他說，你們要如此行”，“如此行”就是你願意把你的身體擘開。 

今天耶穌從死裡復活，祂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祂把復活神兒子的生命，釋放

到這個地上來。所有相信自己是神的兒子，接受耶穌住到裡面的，你可以活出神兒子這樣

的生命來。而當神兒子的生命起來禱告的時候，就大有功效。這位弟兄蒙光照，然後悔改、

開始禱告，弟弟就開始轉變。 

• 當人與權柄恢復親密 

去年十月，他的媽媽得了大腸癌，而且腫瘤已經大到擴散到外面，又粘到別的腸子，

醫生就又把別的腸子剪掉一段，而且淋巴也已經腫起來了。醫生就把 42 顆的淋巴結拿掉，

去化驗。這個弟兄，因為媽媽得了這個病就回台灣去，他每天在家裡先大聲的讚美神、感

謝神半小時，再去醫院帶著媽媽大聲讚美神。 

以前，他的媽媽絕對不會跟他一起讚美神，可是生病以後就變的很柔軟。他就帶媽

媽大聲讚美、感謝、禱讀 神的話語。一個禮拜以後，化驗檢查出來，居然全沒有癌細胞。

那位醫生是腫瘤科主任、外科專家，是這方面的權威。他說：你媽媽這種情形就是大腸癌

第三期，所以就要做化療。但是，當化驗結果是全部沒有癌細胞，醫生就說不需要化療。 

神的兒子的禱告是驚動天地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因為神的兒子是在神復活的榮

耀裡面的禱告，是在愛裡的禱告。這位弟兄好多年沒有回台灣了，為什麼？孤獨的特征一

個是驕傲和“獨立；另外一個特征是：跟權柄的疏離感，跟親人的疏離。特別是對權柄的

疏離，對屬靈權柄的懼怕，敬而遠之、不自由，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做很多事都是因為

被規定、被要求、不得已、責任感，都是在這樣的勞苦愁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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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弟兄這多年都沒有回去過，他就是有孤兒的心，當他悔改以後，就關心弟弟、

媽媽，就決定每一年要回去兩次，看爸爸、媽媽、弟弟。他今年過年二月回去的時候，她

媽媽有一、兩個周都拉肚子，後來住院打點滴，她打點滴兩三天出院還是沒好，還是繼續

在拉肚子。 

這位弟兄回去的時候，在飛機上就開始禱告說：“主啊，檷要醫治我的媽媽。”他

下了飛機回到家，就跟媽媽講，媽媽 神會醫治你的。你要相信神，然後他就帶著媽媽禱

告，不到十分鐘，他媽媽去排便，是這一二月來第一次成形的。神兒子的禱告。 

這位弟兄從台灣回來以後，他的太太改變了，他說，好像有一個小復興在太太的身

上。過去，他的太太如果跟他吵架，有一些小爭執，他的太太都是得理不饒不人的，一直

跟他抗爭到底。現在，他太太都是不回嘴，而且一小時內主動和他求和睦，拉著先生一起

跟神認罪悔改，還主動提出每個禮拜都要有家庭祭壇，不管太太多累，都要和先生堅持家

庭祭壇。 

以前，他太太在小家聚會中都不主動服事，都借口要照顧孩子，躲到後面去。現在

他太太主動服事，服事每個家員，為家員禱告，充滿了愛，常常充滿了先知性的話語，神

賜給她先知性的話語為家員禱告。他說：“我和太太結婚 11 年了，從來沒看見太太在這

麼短的時間，改變這麼大。” 

不止這樣，他的孩子也改變了，他和太太遇事都牽著手悔改在神面前，他的孩子 10

歲，已經進入青少年了，講話就有青少年的那種態度、口氣。結果現在，他的孩子就寫卡

片跟爸爸、媽媽認錯，為著他的口氣、態度認錯。他的小家也改變了，這個弟兄的小家員

家人，都不參加主日崇拜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快樂、有聚餐。 

當這個弟兄改變了，脫離了孤兒的樣式，開始當起神的兒子來了，活出神兒子的身

量、位份來，他的家員就都改變了。他家員以前都不參加主日崇拜的，現在大部分的家員

開始參加 7 天 24 小時的禱告守望城牆，願意去站崗禱告，而且也進入禁食禱告，他們整

個的小家開始進入教會的水流。 

一家之主的弟兄們，你們要起來，走出墳墓，活出神兒子的形象，活出神兒子的位

份來，你的家就不一樣了！神的兒子啊，你要起來，你要起來治理你的家，治理你的辦公

室、你的公司、你的學校。神讓你成為一家之主，你說，沒有了，我們家都是太太在做主

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蒙福的。聖經說：“丈夫是妻子的頭!”  

• 神的安息之所，與神的話對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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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裡

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

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以賽亞書 66 章 1-2） 

耶和華說：“我不知我要住在哪裡？我造地是要跟你們同住，但是沒有地方我可以

住，為什麼？因為，找不到跟我的話對齊的地方，找不到跟我的話語對齊的家。”神在這

裡沒有辦法安息，因為都是跟祂沖突的，都是跟祂抗爭的，都是對祂的話不信的、輕看的、

不在乎的。 

神說：“我會照顧特別懂我的心的就是那一些虛心、痛悔，因我的話而戰驚的人。”

在英文裡面講是一個謙卑的，因我的話而戰驚的，還有敬畏我的話。我在尋找這樣的地方，

這樣的地方，我才能夠安息，我才能一直的住在那個地方。因為神就是道，所以那個話就

是祂自己。 

但是，我們不信祂的話，輕看祂的話，不尊重祂的話，不敬畏祂的話。所以，祂沒

有辦法住在這個地方。那我們信什麼？我們信謊言，信仇敵的話，我們信我們肉體的話，

我們信我們從小的禮教的話，我們不信神的話。耶穌來到地上，祂說：“阿爸父，我要為

你預備安息的地方，我會為你預備一批的百姓。這一批的百姓，他們是因你的話虛心、痛

悔，因你的話而戰驚；這一批的百姓，是你可以安息的居所。” 

初代教會那一批人，神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他們就因著神的話聚在一起，他照著

神的話而活。被威嚇，生命有危險，他們反而對官長講這樣的話：“聽從你而不聽從神，

這話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說吧！”。他們整個生命，只在乎神說的，只聽從神的話，因

為祂是神。 

我從一信主，家裡雖然逼迫很厲害，但我裡面一直有一個認定：神你最大，聽你的

就對了，就沒錯了。這樣果然對了，所以我整個家庭就跟著聽神的，然後我們家才有安息。

否則我們家也有吵架、不和。 

之前，微軟他們研發出“聊天機器人”，就是要跟人聊天，結果才上工一天，就學

壞了，被人帶壞了。不到一天，機器人學會了各樣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所有人攻擊性的

語言，機器人的口中出來許多臟話、攻擊人的話，到一個地步，連設計他的人都覺得不行，

就把它砍掉了，不到 24 小時，微軟就把這個機器人的項目給撤掉了。因為現在，整個人

類是被敗壞所轄制的，所有講的話都是糗別人，使人覺得很困窘，都是很不好意思的話。 

受造之物切望等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人類已經來到一個地步，碰到什麼什麼，那

個東西就被玷污了，被搞糟掉了，所以現在是神要恢復祂的兒子，讓祂的眾子顯出來的時

候，受造之物切望神的眾子顯出來，是有神兒子自由的榮耀，不再是被敗壞所轄制的，活

出神的自由來，不是雇工，不是奴仆，是自由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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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所揀選的禁食 

我們三月（今天）開始，從復活節到 5 月 5 日，全國禱告日會有 40 天的禁食禱告，

我希望我們整個家都是在神兒子自由的榮耀裡面，因著愛我的國家，我要來禁食、禱告。

你要禁幾天，你要每天禁一餐，或者一個禮拜禁一天，你要什麼辦法，你要全禁，都自由，

你一定都是在自由的，不是被規定、被轄制的。禁食不是餓肚子而已。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

一切的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

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

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求告，

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裡。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

並發惡言的事，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

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

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

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賽 58:6-12） 

你渴不渴望你的光發現像早晨的光一樣?你所得的醫治是速速發明在你的身上? 你的

公義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作你的後盾。你渴不渴望你一求告,耶和華就應允你?你一

說，祂就說：我在這裡。你渴不渴望你成為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你渴不渴

望成為一個心滿意足，骨頭強壯的人？ 

神說，你的禁食禱告是一個我蒙悅納的日子。你禁食禱告絕對不要在這種：“啊！

怎麼這麼倒霉，這些日子我們正好有聚餐，或者我正好放假，但偏偏要禁食，我不能好好

大吃一頓！”你是自由的，你想大吃，就好好吃，吃完再來禁食。你一定活在自由裡，沒

有活在師傅、管家底下。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兒子。你是尊貴的，榮耀的，你是自由的！你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神兒子的自由不會把自己的自由浪費在那個敗壞自己肉體情欲裡面，而是自由活出

神的產業繼承人，因為祂給了我們一切榮耀的產業。因為耶穌為我死，為我復活，就是要

帶我進入這樣的榮耀。 

神藉著以賽亞跟他們講，你們禁食禱告有一副好敬虔的樣子，但是你們還給人重軛，

還勒逼人，強索人，這豈是我所要的呢？！禁食最重要的，是可以讓你可以柔軟，你血氣

不會再那麼旺盛，肉體老我不再那麼強。你會比較降服，有力量降服於神，會讓神有機會

來光照你，來做工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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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禁食是為你自己，為你的益處，不是為誰，你禁食不會帶給牧師什麼的。牧

師不會掐著你的脖子禁食的。這裡說禁食是要叫你得自由，也要讓你幫助別人得自由。禁

食，你要鬆開這些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這些日子禁食，神讓我

們徹底的脫離孤兒，脫離對自己外表高矮，胖瘦，長相的不滿，對我的 IQ、EQ 太低的不

滿，或者對我的家庭背景身世的不滿，對我這個人比較沒有恩賜，不像別人能夠滔滔不絕，

我講話又慢又不會表達，我哪方面都比別人差，低人一等，神不讓你再為這些不滿，為什

麼？因為你在不滿神。 

神的兒子耶穌來了，就是要告訴我們每一個人：你都是神所喜悅的兒子。神愛你，

在祂極大的熱情裡創造了你，按著祂的形象樣式造你，祂非常喜悅你，所以，你不要再不

滿你自己，因為你不滿你自己，就是在埋怨神。神說，禁食，你要除掉指責人的指頭，並

發惡言的事。就是那些埋怨，不滿，發惡言的事，指責人的指頭、批評論斷，你要接納，

你是美麗的，是神所造尊貴的兒子，神說我甚好甚好！ 

我有時對神禱告：“主啊，你造我甚好！你說我甚好，甚好！”我們是台灣式的教

育，日本式的教育，常常會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好。但是很多年來，我都是用神的話語給自

己洗腦。神看我是甚好，甚好！神看你也這樣，看別人也是這樣。有時，我們看自己孩子

的缺點看最清楚，永遠是這些缺點抓住我的心，因為我要他更好。 

本來，我們覺得家裡問題就是老公、孩子的不是，禁食禱告以後，我們發現，原來

問題都是我。我是這個家老公常常發脾氣的問題所在。我是孩子常常這樣沮喪、不高興、

不快樂的問題所在就是我！禁食是會讓我們蒙光照。我們禁食要除掉這些軛，不再去聽仇

敵的謊言，不再對自己這個不滿，那個不滿，除掉這個重軛，讓我自由，讓我飛翔，然後

對別人也是這樣，不再不滿別人做事辦事不力、太慢、或搞砸了、忘掉了…，我們都是在

乎這個。 

但是神在乎的是這個人。神說：“這個人甚好，甚好，有我的形象和樣式”。知道

嗎？我們就要改變，所以神的兒子在地上，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始明白我是神的兒子，我

們就開始會發出光來，會做鹽做光，會開始發出神的榮耀來照亮周遭的人，來祝福周遭的

人。 

六、如何改變與權柄的疏離感 

1）謝謝權柄，謝謝過去所有的屬靈權柄； 

2）當權柄講什麼，你就吸收、相信，然後去做。你就有福了。你要認定哪些人是

你屬靈的父母，聽進他說的，你就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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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參加一個牧者聚會，的 9 月，我就跟一個美國的牧師約著會談，那時候我

就是想要邀一個印第安的牧師，問他：“有沒有認識印第安的牧師”，這位牧者在一個機

構做教會合一的工作，也就是說，是神給他的呼召和負擔，所以我覺的他是我們的一個屬

靈的父親、長輩。所以，我問他這個問題。那一天在跟他談的時候，他說：“你是可以講

英文的”，我說：“我英文不行哪，我懂的很少，有限。”他說：“不，你自己講，你不

要等著別人翻譯，你自己講人家可以感受到你靈裡要表達的靈裡的負擔”。 

我就把他講的聽進來了，以後，我碰到有那種需要講英文的場合的時候，我就不再

是一直找人翻譯了。這一次，我們和美國二十幾位的牧者一起開會，我要開始講，有人想

要幫我翻譯，我說：“不用”，我就開始，我真的是鼓起勇氣來，開始講。我有兩天的時

間講，我一講都是講差不多大約十幾、二十分鐘，一口氣講完。後來，他們牧者就說："

哇，真是神跡呀！"好多人就跟我講這話："你英文講得好好喔！" 

每一個人一定要認定哪些是你屬靈的權柄，是你屬靈的父母，他講的話，你雖然覺

得是天方夜譚，覺得很難順服，覺得：“你不了解我啦”、“這不可能啦”、“這個太難

啦”，你不要用這樣的反應，你就相信把它接受進來，然後去做，你就開始進入超自然，

這叫神的兒子。 

 結語：跟神對齊，得著復活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抹大拉的馬利亞去跟門徒們講：“耶穌從死裡復活了”，門

徒都不信，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個門徒，去跟他們其他的門徒講：“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他們也不信，因為他們的頭腦通不過復活：“怎麼可能？”“沒看過”、“沒聽過”。其

實聖經有寫，只是他們沒好好讀。所以耶穌責備他們：“你們為什麼不信？” 

親愛的家人，今天是復活節，我們要告訴耶穌說：“耶穌，你說的話，我都信！我

是神的兒子，你是我的長兄。你在地上所做的我也都能做！耶穌，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

由的！你是大有能力的，我也是大有能力的！”耶穌從死裡復活，祂就是要得著許多的兒

子，獻給阿爸父。祂說：“阿爸父，這是你的安息之所，你在伊甸園所失去的，如今，這

整個地，神的眾子要顯現出來，叫阿爸父可以得著安息”。 

前講的那一個弟兄，住 20 幾年前，從我來拓荒的時候他就在，他個性內向，就是

比較不講話，後來借著敬拜，他開始釋放，他以前是從來不跳的，就是躲到後面去做音控，

免得人要他出來敬拜、跳舞，後來，他因為腳受傷，就羨慕別人都可以跳舞，他不能跳，

他就跟神講：“你醫治我，從此我要在你面前盡情敬拜”，他就開始盡情敬拜，神真的醫

治他，他就真的在每一次敬拜都盡情地敬拜。但是他對他的母親、弟弟、家人還是有疏離

感，就是孤兒的疏離感。藉著他們的生病，他開始起來悔改，他沒有真實地愛他們，他就

開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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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孤兒變成兒子，一個最大的不一樣，孤兒是靜止的，因為他的心是死亡的，他不

能承受產業，他是沒有愛的，感覺不被愛，都要靠自己，孤兒就是奴隸，是一個無家的，

因為他要靠自己，沒有被愛，沒有被遮蓋，是一個可憐、貧窮的人。但是，你進到兒子的

領域，進到兒子的位份，你就開始愛，開始積極，開始熱情，開始給予，你就一直活過來

了。 

以賽亞書 58 章講到：真實的禁食，一個是解開重軛，凶惡的繩子，所有你哪裡被

綁住的凶惡的繩子都要解掉，解掉自己的，也解掉你把別人綁起來的繩子、重軛、欺壓，

讓他自由。然後，你開始給予。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把漂流的窮人接到家裡來，赤身

露體的，你就給他衣服穿，你要顧恤自己的骨肉。你要開始去給，向飢餓的人發憐憫，讓

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為正。 

如果你的環境常常悶悶不樂，你一定要脫離這種孤兒的狀態，開始進入兒子的自由、

喜樂、榮耀裡面。兒子的特征：就是深深地愛父親，愛兒女，愛人，愛神，兒子在地上活

出來的就是可以盡心愛神，盡心愛人如己，這是末世神所要興起的兒女。 

當你一進入兒子的位份，你的禱告，神垂聽，你的光速速地來到，你會發現自己是

孤兒。 像那個弟兄走出孤兒，是因為他開始悔改，悔改要有行動，他開始打電話，回到

台灣，他家的經濟很不寬裕。他過去那麼多年不回台灣，他現在決定每年回家兩次要回台

灣去看父母。 

這就是一個愛，是兒子要親近父母、弟弟，他活過來了，他的生命開始發出光來了，

因此在他台灣的家、他自己的家，他的太太、孩子都改變了；他的服事、小家、他的屬靈

的家也改變了。弟兄，你們生來是為王的，生來是做頭的，你們是一家之主，你的家會不

會興盛？會不會快樂？會不會充滿了榮耀？在乎你，起來做兒子；你的屬靈的家會不會喜

樂、昌盛？在乎你，起來做兒子；你不要再活在孤兒的轄制裡面。 

耶穌從死裡復活就是要使你明白過來，原來已經死在墳墓裡那麼久的人都可以走出

來，那更何況你呢？你要起來為神做一切，熱情地敬拜祂，因為過去一切的禮教的挾制都

要完全脫落。當我開始接受屬靈長輩對我說的話，去行，我就開始可以講英文了，我就發

現過去安童牧師為我發的預言有盼望了。 

安童牧師在 1998 年跟我發預言，說我會在英文的領袖們的面前講道，這不是天方

夜譚嗎？但是這次，我覺得有可能了。不是我愛講道，我只是在乎神給我的預言，神在我

身上的命定，我不要錯過任何他祂美意、祂的心意。 

親愛的兒子們，神在你身上的命定是大的，你必須要脫離孤兒的樣子，神在你身上

的命定是極榮耀，極大的，你知道你是誰的兒子嗎？你是全地之神的兒子。所以，你不能

只是活成一個平常人了，你要起來，活出神兒子的位份、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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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子藉著禁食禱告，很多人開始發現自己的問題，就悔改，一悔改，有的兩三

年不講話，裡面跟那個人有疙瘩，她就跟她認罪悔改，另外那個人也跟她認錯悔改，兩個

就都好起來了。有的太太，她每次弄給他先生看，他先生就對她說：“你可以做得更

好！”。 

她就覺得在她的先生他面前永遠不夠好，就會給他反擊過去，因為她看見這麼多人

流淚悔改，她好羨慕，她就跟神悔改：“神啊，你要把憂傷痛悔的心賜給我，打破我的硬

殼。”因為她發現她之所以不憂傷不悔改，是因為她外面的硬殼。人的硬殼就是面子。 

當她禱告，神就真的做了。她就在神的光中就流淚悔改，她才發現，原來神給她最

好的丈夫，這個丈夫會一直幫助她更往上，各方面做得更棒，更好。可是她在孤兒的靈裡

面，就覺得，我每一次在你眼中都不夠好。 

如果那個牧師給我講的話，如果我不是在兒子的靈裡面去領受，我也可以說：“你

不認識我啦，你不了解我，怎麼可能呢？不會啦，我不行啦。”我在兒子的靈裡面，敬重

他的話語，我接受，然後我就勇敢的去做。不是我覺得已經有了，我實在不覺得有，但我

勇敢的去說，去做，就發現我居然可以完全用英文表達！ 

耶穌不是白白為我們死的，耶穌的復活是大有功效的，連墳墓裡的都出來了，所以，

我這個人要完全的被改變，脫離孤兒的形象，成為神兒子的樣式。只要你相信，只有你開

始去做，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個弟兄，他開始去親近他的媽媽，他開始去打電話，他付代價，

付錢、時間的代價，去服侍他們，去愛他們。就像我，我聽我屬靈的長輩說的話，我去感

恩，我就開始走出那個疏離感，、懼怕感，我就開始可以接收到愛，接收到屬靈長輩對我

的愛，我就開始可以更活出我的自由跟熱情來。 

弟兄，你是一家之主，你可以起來開始就像那一位弟兄一樣，脫離孤兒，要成為神

的兒子，要活出神兒子的形像，在神兒子的位份上來說話，來行事，來思想，一舉一動有

神兒子復活的樣式。因為一個弟兄一家之主一改變了，這個兒子起來了，整個社會都會改

變，家改變了，學校改變，教會改變，這個整個社會國家都會改變！ 

如果你願意完全脫離這個孤兒的形象，神哪，我要進入這個兒子的位份，我要活出

這個兒子的樣式。神哪，你今天把那個兒子的靈大大的吹進我的裡面，讓我裡面兒子的靈

大大的長起來，要進入神兒子自由的榮耀，活潑，自由，喜樂，釋放，榮耀。每一個家都

有福了，復活了，不再一樣了！，孤兒的樣式要完全的脫離，我是神的兒子，我真的要活

出神的位份，神的形象，神的自由和榮耀。你開口禱告，神要照著你的話來跟你成就。 

 問題討論： 

1）用你自己的話列舉孤兒的特徵有哪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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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與權柄和親人疏離感、 

B.在乎人的眼光，追求完美，活在外表看似屬靈的虛假裡面 

C.喜歡在背後批評論斷特別是對權柄 

這篇信息對你有哪些光照，你以什麼樣的方式行動起來？請分享你的突破。 

2）耶穌從死𥚃復活,讓我們得著神兒子的自由。自由，是活在神面前,不是活在人的

眼光中,人的言論中；自由，是對愛有反應,能接收愛.有著受造時的熱情。聽了信息以後，

你反省自己，你覺得你活得自由嗎？ 

蒙福行動: 

1）感恩-感謝肉身父母,屬靈權柄,老師,老闆等 

2）接受-神透過權柄給我們的期許、指引、要求、建議、鼓勵，以得著從神來的祝

福 

3）行動-活出神給你的命定和位份,神兒子的生命： 

     --藉著禁食,求神光照和開啓,除掉孤兒的重軛和指責人的指頭. 

    ---在家庭、職場活出神兒子的位份，讓神執掌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