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國度的七根柱子
神創造宏觀的背景，是神與我們個人、人際關
係，以及整個社會的層面。我們要看到自己在這
宏觀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與其他人應對，明白神
在他們生命中的目的，尊榮他們。
講員◎慕約翰

整理◎莊恩慈

主的日子

門訓國度

社會層面

神的命定
神的內住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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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得與保羅都是耶穌基督的
使徒，帶著巨大的權柄被
差派出去，但他們有來自

神不同的任務。保羅說彼得是猶太人
的使徒，而保羅自己是差派到外邦
人中的使徒。當他們兩位認知這個事
實，就懂得彼此尊榮對方，與對方搭
配，雖然他們是同一個教會不同的層
面。首先他們承認神交付給彼此不同
的任務，因此他們樂意騰出空間，讓
對方有不同的運作空間。

神國度的七根柱子

這是神國度的宏觀面，治理神的

神託付更大的挑戰，祂必須訓練我

我們活在用一個東西或一個答

國度是你我該有的權柄，倘若沒有

們能夠承載，讓每一個人按照神的

案，來解決所有問題的世代。我們

這樣的認知，這個權柄就會讓別人

恩典來服事神。我們生命的容量越

將服事濃縮成一系列的活動；按照

偷了去。現今有許多神的孩子們，

寬闊，越能承載祂的榮耀與能力。

聖經本身，每個信徒都是服事神的

雖然按照神的話語宣講真理，卻沒

這些忍耐經歷的過程，需要經過被

人，也被神按立，約翰福音十五章

有活出該有的身分，若在屬靈層面

修剪並被擴張。

提到神揀選我們，並且分派我們去

還是個孩童，神如何將這後嗣該擁

台灣的命定與其所在區域有密切

多結果子。然而我們這些神的服事

有的權柄交付予他？年幼無知尚無

的關係，包括中國大陸、韓國、日

者，不可能都站在講台上，而是按

判斷力、專注力，及辨識力，儘管

本等，他們未來的命定，與台灣綁

每個人的呼召，在社會不同崗位上

在神的國度中，工作相當龐大，但

在一起；當我們以神的信心為台灣

服事神；服事神的層面，不侷限在

禾場上的工人卻很少。而神的兒女

禱告時，台灣就能進入神所預備給

神的家中，神的國度有不同的結構

卻常只是在玩耍、歌唱、跳舞，自

她的命定。如何進行呢？

( 架構 )，要明白你我在國度中符合

我陶醉在成為國度的一分子，完全

第一、由個人開始，每個人都應立

哪一個位子，以及該如何運作。

忽略與黑暗國度之間的交戰。或許

神的國度可以立在七根柱子上，

定心志，為神的旨意而活。

你已經落實禱告祭壇、熟讀神的話

第二、個人要尋求神給的命定，以

對神而言這些柱子都很重要。

語、為國家禱告等，但是否也尋求，

得 著 基 督 為 至 寶， 撇 棄 一

1. 神的旨意

還要具備甚麼條件，才能被神差派

切，緊緊抓住神所預備的。

耶穌說除非行出父神

旨意的人，否則無法進天國。
2. 神的命定

是神創造每個人的目

的。
3. 神的內住 在我們裡面神的同在，
生命中必須有神內住的靈。
4. 神同在的充滿

充滿著神同在的

氛圍。

在合乎神心意的位子？

擴張服事神的寬廣
神造我們的目的，也就是命定，

第三、個人願意被聖靈不斷充滿、
引領，並亦步亦趨地跟隨聖
靈，允許聖靈的恩賜藉由生
命展現出來。

是神早已預備給你的領域，是你該

從個人開始，影響家庭和國家，

存在的地方，你甚至有權力在那裡

經濟、政府、宗教信仰、社會價值觀

發聲，在那個崗位上，你等同於神

等各層面。有了禱告祭壇和神國度的

在社會層面中，神創

的代表。只要你立定心志，成為祂

七根柱子，就能大幅提升影響力。

造人來治理，允許人們使用掌管

的見證人，在乎祂的榮耀，神就會

治理的權力。

來塑造，過程中的確有些事不容易，

5. 社會層面

列國的屬靈層面，關

就像窯匠用黏土一樣，有時窯匠用

乎大使命的核心，包括宗教信仰、

力壓下，有時將它放在火窯裡，藉

「你們當從門經過經過，預備
百姓的路；修築修築大道，撿去
石頭，為萬民豎立大旗，」( 賽
六十二 10) 為主預備道路，挪去石

經濟、政府的治理、社會的價值

這過程來預備我們。

頭 和 絆 腳 石， 掀 起 旌 旗 ( 標 準 ) 告

6. 門訓國度

觀等領域。
7. 主的日子

神的權柄被滿足的時

刻，神的國要臨到。

當服事神的機會臨到，我們若尚

訴百姓說，你的救贖主來到了。先

未裝備好，根本沒法子存活。神是

鋒者願意先付上經過窄門的代價，

按照我們能承擔的來使用我們，若

跟隨在後面的就容易跨越。若沒有

11

仇敵想盡辦法，阻攔神要得到的
結果。神的旨意包括神的榮耀、神
的愛，以及神的話語；這也是仇敵
要全力抵擋的內容。當耶穌對門徒
們說，祂到耶路撒冷是要被逮捕、
受苦、受審、被釘十架，彼得曾經
出言攔阻，耶穌若當下選擇聽信彼
得的話，祂會完成父神的心意嗎？
彼得並非故意，但顯然是被仇敵利
用。每次我們面對任何景況，都要
思考繼續往下走會得到什麼結果。

延、扯後腿。台灣跨進神為她命定

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林
後二 11) 在 NIV 的版本翻譯為「為

的門檻時間已經到了，此時此刻有

了不讓撒但能夠有技倆勝過我們」。

中我們必須忍耐，但最終卻能站在

些後果，是我們需要考量的。首先，

保羅提到我們，並不是無知於仇敵

神的那邊，忍耐便成了一個有能力

任何願意付代價尋求神的人，會得

的技倆，包括仇敵的運作、所用的

的屬靈兵器。

到更大容量的恩膏與同在，神的恩

兵器，以及牠如何善用這些狡詐來

典會更強。其次，在爭戰的時刻，

操縱我們，仇敵很容易占我們的便

平民百姓與職業軍人的差別，後者

宜，使我們中計上當。

人願意成為先鋒者，我們就只是拖

專注於神的命定
有 的 時 候， 我 們 以 為 屬 靈 爭 戰

會成為敵人的目標，前者也許只是

仇敵來是要偷竊、殺害與毀壞，

的能力，是在於口中所釋放宣告的

被趕走而已。當一個國家開始進入

耶穌曾說過，仇敵沒有自己原版的

話語，綑綁這個、斥責那個，但並

她的命定，在靈界中就已經不是一

計畫，牠所作的一切，都是反映並

非如此，而是先從我們的生命開始

個平民百姓，而是仇敵眼中一個活

回應神所作的。神國度的第一根柱

形成。第二根神國度的柱子，是關

躍的抵擋者，因此會面臨更多的戰

子是神的心意，要知道仇敵詭計的

於神的命定。當仇敵看到神的命定

役和攻擊。第三，當任何一個國家

秘訣，就要先知道神想成就什麼，

時，牠就想方設法使我們的專注力

進入命定時，必須去幫助不同的國

才能了解仇敵想盡辦法阻攔神要作

偏差，離開我們的命定，毀滅神原

家，就需要興起下一世代的領袖，

的，讓神看不到預期的成果。仇敵

本賜給我們的機會。中外歷史中，

不只為了自己的國家，還有周圍需

很會啟動我們裡面一個反應，比方

有很多原來被神所選召的人，都因

要幫助的國家。在非洲，第一個從

想報復的心態；當人做了一件對我

為遇到災難而逃離命定的過程，最

移民地獨立的國家是迦納，首任總

不公義的事，我會合理化報復行動，

後錯過他們的命定。因此，不要讓

統是 Kwame Nkrumah，他第一個求

允許情緒來主導，只會滿足仇敵。

仇敵憑著情緒和環境，來偷竊我們

助的對象是教會。他期望教會能幫

保羅因哥林多教會會眾犯了一些

的命定。所有仇敵興起的屬靈爭戰，

助他們建立國家，然而當時的外國

罪，當時他讓教會驅逐這些人，但

都是想要偷竊、殺害、毀壞你的命

宣教士卻表示，他們只關心天國，

過了一段時間，保羅卻寫了封信，

定。我們要奮力為命定而戰，因為

對地上的國沒興趣。因為求教無門，

說可以恢復這些人，再與他們有團

那關乎整個人生的意義。

Kwame 總統轉向了共產黨，五十年

契。因為仇敵可能藉由哥林多教會

命定是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

之久，迦納經歷了共產主義、社會

的紀律，讓這些原本犯罪的人更遠

時，站在神面前理當存留的成就。

主義，及泛靈主義。所以當門開了，

離教會，反而促成仇敵的詭計得逞。

為此我們奮戰一生，付出代價來維

若你我還沒預備好，門就會關起來，

從哥林多後書二章 3-11 節中，就可

護，因為在過程中必定有許多挑戰，

那些人會找其他的路。

看到保羅的用心良苦。保羅不僅處

有許多不實的試探與誘惑，讓我們

理這些犯罪的人，同時顧念這些事

想放棄命定。當我為烏干達的命定

再發生，最後的結果可能讓仇敵見

奔波爭戰時，有個屬神的人給我忠

神的國度與黑暗的國度不斷交

縫插針。因此，屬靈爭戰的一個關

言，不要馬上開始神給我的任務，

戰，任何人選擇成為神國度的一分

鍵，是不斷定焦在我們最終的目的；

要先諮詢國家中每位屬靈的父親，

子，也等同向黑暗國度開戰。「免

面對任何一件事，需要考量後果，

告訴他們神交付我做什麼，懇請他

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

是符合神的目的或仇敵的詭計？

們的祝福，並提出忠告，如此謙卑，

洞悉仇敵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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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能賦予我所在區域的屬靈權

得沒有能力禱告時，才更需要停留

柄。當我一一與這些人分享有關烏

在神面前，因為沒有其他可選擇，

干達的命定時，幾乎沒有人認為這

在祂裡面才有生命。當你願意在神

是新事，其中更有些人提到，神曾

面前謙卑，裡面就暢通，便能夠繼

經告訴他們同樣的事。他們花了好

續禱告。

幾年的時間，學習如何禱告，但因

若我們生命中沒有繼續點燃的

為太疲憊、太可怕，就放棄了。往

火，就無法在第四根柱子上得勝，

往這些屬靈的長輩分享出來的先知

那是關於神同在的氛圍。「信我的

性內容，比我們所領受的更多。所
到甚麼挑戰，只能迎上去，沒有任

人 就 如 經 上 所 說， 從 他 腹 中 要
流 出 活 水 的 江 河 來。」（ 約 七
38）神的同在是從我們裡面生發而

何其他選項，如果錯失了，也不會

來，當我們尋求神的同在，不是空

有退而求其次的路可走，即便要付

泛地在空氣中尋找，而是從心深處

上生命的代價，仍要義無反顧。

挖掘出來，當我們的心靈越來越健

以，不管在走向命定的過程中，遇

第三根柱子是，內住在我們裡面

康，活水江河自然會流露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每一位重生的人都知道，

此時，我們心中所領受關乎神的話

神應許和聖靈的關聯，但許多人認

語，也會從口中釋放出來，帶著神

為領受聖靈的洗，停在說方言就滿

的權柄，如同神自己在這個氛圍一

足了。耶穌並沒有差派保惠師聖靈，

樣，因為深淵與深淵相呼應，這才

成為我們說方言的幫助，而是教導

是神國度的權柄。屬靈的權柄不是

我們關於公義的道路，以及屬神的

靠著某一個特別的字句，排好的公

真理，提醒我們耶穌一切的教導，

式；屬靈權柄來自我們順服神的生

甚至關乎未來要發生的事。聖靈成

命，使內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滿溢

為真正全面的幫助者、安慰者和辯

出來，影響周遭的屬靈氛圍。

護律師，這些都與說方言沒有關係。

仇 敵 盡 可 能 要 證 明 神 的 錯 誤，

現今在教會有些人說方言，卻認不

且利用神所創造的人類來達成，神

出聖靈的聲音，也不明白聖靈的帶

也給仇敵空間可以試驗我們，因為

領，甚至不知不覺做了許多事抵擋

神希望我們能成為祂的見證人，向

聖靈。

世人及撒但宣告並證明祂是真實的

另外一件聖靈做的事，是在禱告

神。第四與第五根柱子幫助我們，

上幫助我們，保羅曾說當我們不知

如何處於我們的社會層面，第六根

道該如何禱告時，聖靈用說不出來

柱子則是關乎神置放我們所在的那

的嘆息幫助我們。聖靈最大的彰顯，

個區域。我們將前六根柱子落實時，

是讓我們從裡面活過來，清楚聽見

就能夠預備好在第七根柱子 －主

祂的引領，也能與神之間恢復那密

日子向神交帳。

看見神的心意
天國的道理臨到時，若我們不明
白，惡者就來偷竊並奪去。當我們
從黑暗進入神光明的國度，就不再
是黑暗國度的俘虜，不再被欺哄、
壓迫，然而若我們不明白神國度的
信息，就仍舊是黑暗國度的俘虜 ( 弗
二 1-3)。若我們身處神的國度中，
卻不明白關乎神國度的話語和信
息，就像那些未成熟的孩童，雖然
被賦予權柄，卻沒有能力行使。
信主之後的我們，在基督裡得著
自由的新生命，享受神救贖的意義；
若不明白就可能仍留在舊有老我的
光景，跟著世界的潮流走。在馬太
福音中，耶穌曾教導不要為吃喝穿
憂慮，天上的父神知道且會供應我
們的需求，然而這個世界就是會為
這些事憂慮，因為不認識神，若我
們為日常所需憂慮，表示我們還活
在世界中。其實耶穌說了，我們只
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神自然會
加添給我們所需要的。對父神而言，
神的國度和衍生出來的義是最重要
的；但仇敵想盡辦法使我們停留在
舊有的思維中。
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接觸，看見他
們的生活方式，便能體會到他們的
價值觀，甚至看到背後是甚麼樣的
屬靈權勢在操控，當我們毫無警惕，
就會忽略這些靈界的勢力。只是人
都不會跨越自然界，看到背後屬靈

切連結的關係。

維護禱告祭壇
我們理當最看重且維護禱告的祭
壇。最首要的祭壇是我們的心田，
若我們允許心田裡禱告祭壇的火繼
續焚燒，很多事情都不會產生問題。
仇敵不可能阻攔我們禱告，但是牠
會偷竊我們裡面禱告的火熱，以及
與神之間密切交通的甜美。我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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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勢。我們能看見，是因我們已
經具備神屬靈權柄的行使能力，可
以使被擄的得釋放，斷開黑暗權勢
的 掌 控。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九 章 4-15
節，詳盡描述了隨從今世風俗的敗
壞生活，沒有任何平安可言。但是
神看到的不只這些流無辜人的血，
或負面邪惡的狀態，更看見人受到
黑暗權勢的挾制，生命在其中掙扎，
想盡辦法要得自由。
許多基督徒無法理解，活在世界
和黑暗的權勢下，是被折磨壓迫的
生命。非但不能將神的愛傳給世人，
甚至與他們同流合汙，認為他們活
得比較快樂，而妥協原本的堅持。
父神知道，唯一使這些人能掙脫這
樣光景得自由的，是藉由信主之人
的代禱和服事。世人靈魂的吶喊，
以及他們的心靈經歷的折磨，刺穿
了父神的心，然而，缺少代禱者，
基督徒毫無負擔，因為與父神沒有
真正的連結，所以無法領受祂心中
的負擔。我們要看見神對世上靈魂
的迫切 ( 賽五十九 16-17)。在看不
見有人起來回應之下，祂就用自己
的膀臂施行拯救，按人的行為施報。
當這些敵人如同洪水湧來，神就會
興起祂的靈與祂的氣息，進入爭戰
中，替代這些受壓迫的人來爭戰。

與神一起爭戰

度，有實際的行動，願意走出教會

養時，只要有改善，就渴望能回到

的四面牆，為祂爭戰。記得當神呼

戰場上，與同袍一起並肩作戰。」

召我時，祂告訴我不要思考何時休

他們為了一個會朽壞的冠冕，都有

息，要持續為百姓爭戰，因為剩下

這樣的心志，那我們為了永恆無價

的時間很短，回天家時就可以永遠

的獎賞，豈不更當賣命？先決條件

休息。祂呼籲我們：「兒子，有一

是我們需要改變思維，並作出決定，

天你會回家，會在永恆中持續安息，

如同耶穌為你我擺上生命一樣。

現在讓我們一起爭戰，為我的百姓

轉化必須要有動機，你我的動機

爭戰，為列國被壓迫的靈魂得救贖

是什麼？我們參與屬靈爭戰不是為

而爭戰。」

了一個夢想，而是為了父神的心意。

我們需要移動原本的視野，以一

求神賜給我們祂的心，不再憑外表

種獨特創新的角度切入，我們的生

的罪鄙視、輕看神所創造的人，或

命不是屬乎自己，而是屬於祂，單

羨慕他們能浸泡在罪中之樂，要從

單為了滿足祂的目的而活。我活在

神的角度，落實神所渴望成就的。

世上不是為了個人的安逸，而是為

今天，神邀請我們與祂一起參與這

了神所在意的事往前奔走。有一個

場屬靈爭戰，效法祂的兒子耶穌基

在美軍全職廿八年的人告訴我：「在

督，為祂所在乎的人捨下生命。不

在 此 爭 戰 中， 我 們 扮 演 什 麼 角

軍隊裡面，能夠為你的國家捐軀，

是靠著勢力，不是靠著才能，而是

色？若要與神站在一起，理當為爭

是一件光榮的事。所以我們不會閃

靠著永生活神的靈，成就這事。

戰預備，並起身與神為百姓爭戰。

躲，只會勇敢跨進。一旦你受傷療

在台灣，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還不認識祂，活在世界邪惡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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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他們的靈魂在罪孽中吶喊，

慕約翰牧師「神國度的七根柱子」系列信息，將分別於 11/4、
11/11、11/18 每週六 10：00 完整播出，歡迎準時收看！

這些哭喊聲上達天庭，祂無法坐視
不管；祂在尋找能站在破口的人，
卻尋不著，祂需要有人同工。你預
備好了嗎？有很多基督徒只會為自
己的需要禱告，卻不知道他們禱告
的對象 —父神，對這些遭受不公
義、被折磨的人，是如何焦心。神
渴望能攪動你我的心，為了祂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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