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雖然黑，卻是秀美（3） Page 1 

 

我雖然黑，卻是秀美（三） 

-江秀琴牧師 2014年 2 月 2日主日信息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有一個撒瑪利亞的

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水喝。”（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撒瑪利亞的

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

利亞人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

早給了你活水。”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裡得活水呢？我們的

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裡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

嗎？”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

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

來這麼遠打水。”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裡來。”婦人說：“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

夫。你這話是真的。”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

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

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

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祂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

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 

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什麼？或說：你

為什麼和他說話？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裡去，對眾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

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約翰福音 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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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是耶穌與撒瑪利亞的對話。那是沙漠中的一個炎熱天氣，正午的時候是最熱

的時候， 無人會在正午打水，這個婦人這個時候出來打水 ，就是想要遠離人群，因為她

的生命非常破碎，她的一生非常坎坷，她裏面有很多的痛苦和無奈，充滿自卑感、羞恥

感、失敗感。 

然而，耶穌卻向這個眾人所羞恥的婦人要東西，祂是多麼謙卑、溫柔。耶穌與她的對

話結束在 26 節：「這和你說話的就是祂 」，意思是說：「我就是你所需要的彌賽亞。我

就是你所期待的救世主 。我說你一切問題的解答！」 

當神要你甚麼，就是祂要來幫助你的時候，因為祂知道你在這個方面有缺乏。當神

向你要錢的時候，並不是祂缺少錢，是祂知道你有金錢的捆綁，祂要釋放你得自由， 要

把更多的財富傾倒在你的身上；當神要你開放你的家庭來為祂的兒女，很可能是你在這個

方面有潔癖，怕家里的東西給搞壞了，你很在乎這些東西，神要幫助你釋放這個捆綁。當

你打開你的家，這位萬王之王就會住進你的家，在那裡設立祭壇，多少榮耀、豐富、祝福

就要臨到這個家啊！ 

撒馬利亞婦人就開始與耶穌對話，想更認識祂。如果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什麼

樣的神，你一定會早早來求祂！祂也會早早地把你說求的給你。「活水」兩個字使撒馬利

亞婦人感覺到有興趣：“原來，他給的水，是可以在我裡面成為泉源，一直會湧流到永

遠 ，會一直噴湧，使我永不枯乾、永不缺乏。” 

耶穌的話就觸碰到她的心靈深處，她的裏面是那麼飢渴、沮喪，對她自己是那麼失

望。這是她靈裡面的需要，但是，如果她沒有跟這個活水的源泉接上，就很快落到外面物

質的水。神挑旺我的靈裡面的飢渴，知道祂可以讓我們得到滿足 ，可是，我們的理智會

落到外面的東西，會用理智去想。 

這個婦人又問：“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耶穌回答的話，都不按牌理出牌，你問

東，祂回答西，因為祂知道你問的東西對你不重要，祂要碰觸的是你的心，不跟你打迷糊

仗，而是要告訴你最需要的，你根本的問題是什麼。耶穌好有智慧，說：“你去把你的丈

夫叫到這裡來。” 

這句話就碰到婦人的痛點：“我沒有丈夫。”意思是說：“這不關你的事，我是自由

的。”我們裡面所遮掩的，不讓人來碰的這一塊，常常是正是我們的需要，而耶穌不會跟

我們客氣，祂要對我們開刀，開到心靈的深處，開到我們心裡最需要的這個點。耶穌意思

就是：“你要喝活水嗎?你一定先要面對你心靈裡面深處的問題。你裡面為什麼會飢渴，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你有過五個丈夫，現在的這個男人還不是你的丈夫，你裡面的孤單、

寂寞、需要，希望藉著一個丈夫接著一個丈夫來滿足，但這不可能解你的渴。” 

 神的眼光：專注于我們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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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她說：“你說的不錯，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

話是真的。”神祂知道撒瑪利亞婦人的過去，也知道她的現在。但是神卻是肯定她：“你

說的不錯，你說的是真的。”這位神知道我們有九個缺點，有一個優點，祂就會常常跟我

們講這個優點：“你是很好的，你真的是要我的，你那麼忠心，你都能來聚會…。” 

耶穌不會說：“你看你的脾氣好大，剛剛來聚會前，還跟人吵了一架。你好自私，都

不參與服事，只顧自己，”耶穌不會說這些。祂要先讓你不要對祂害怕，要讓你認識，祂

是一位全然知道你、了解你、接納你、愛你的一位神。可是，我們在地上的經歷不是這

樣，所以我們的自我防衛很強。在這裡，耶穌先肯定撒瑪利亞婦人的誠實。 

我真的是跟神這樣學，這幾年來，我就是常常學神的這一些，去看人的優點，去肯定

他的優點，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的，因為神是這樣在對待我們，這會在我們裡面產生

變化。當這一位婦人發現耶穌都知道她的一切，就對他越來越客氣，開始問屬靈的事情：

“我們祖宗敬拜神都是在這個山上，可是猶太人卻說要在耶路撒冷，到底要在哪裡敬

拜？” 

耶穌就跟她說：“敬拜最主要不是在這裡或在那個，敬拜最重要的不是地點，最重要

的是你這顆心，你的心態如何。神是個靈，祂要人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誠實就是真

實，就是我們要帶著真實來敬拜祂。許多時候，我們來敬拜神，就是想要把剛剛的不愉快

撇掉，來到這個地方跳舞歌唱。有時候，這會不太有用，因為神要我們帶著真實來敬拜

祂。 

一位姊妹曾問過我一個問題：“我們可不可以跟神吵架？”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麼

回答，但是後來我發現是可以的。這個姊妹因為先生有外遇，還跟外遇生了一個孩子。這

個外遇是她跟先生一起輔導的青少年，未成年就沒有撫養權，這個先生就要這位太太來養

這個孩子。 

這位太太每次看到這個孩子的眼睛，就好象看到那個外遇，就會一直勾起她的回憶，

就很生氣。可是，先生對這個兒子特別疼愛，因為這個孩子的媽媽不在這邊。有一天，這

位姊妹氣得不得了，就跟神說：“神哪，你為什麼會讓我遭遇到這樣的事？為什麼讓我先

生有外遇，還要我養這個孩子？我真的是受不了，真的很生氣！” 她就一直大罵，跟神

埋怨生氣。 

當她罵完了，聖靈就充滿她，這讓人跌破眼鏡！也許你會問：“以色列人發怨言，為

什麽神就擊殺他們呢？”其實，以色列人剛開始發怨言的時候，神就是好言好語成就他們

所要的。但是，神要他們長大。如果你順著你的孩子，不管教，他就會無法無天，會很不

懂事，目中無人，孩子一定需要教育和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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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用祂的愛來管教我們，使我們與祂的聖潔有份，好叫我們終久享福。但神的心

是充滿了愛和憐憫，神渴望以色列人長大，因為他們看了那麼多神蹟奇事，聽了那麼多藉

著摩西給他們的話語，就是要他們長大！ 

為什麼這個姊妹把痛苦、憤怒說在神面前之後，神就充滿她？因為她是用真實來面對

神！這個姊妹聽到我在《爭戰得勝之方》中，就教導人先把自己的情緒發泄在神面前，但

不要向人發泄。沒有一個人受得了另一個人的埋怨，因為人都是軟弱的、有限的，但神不

是！神的心極其寬廣，祂要接納你，接納你的真實，接納你現在的感覺。 

 敬拜，是帶著裡面的真實來到神面前 

當你坦白向祂說你的痛苦、你的光景、你的軟弱，說的時候，你就會感受到祂的擁

抱、祂的愛……。有時，你說完了，或得醫治，或有很大的同在臨到你；有時，神會開啟

你，對你講一句話，讓你受用 10 年，甚至受用無窮！你想要喝這個活水，一定要先面對

你裡面心靈深處的需要、你現在的生命光景，跟神對齊。你不能繼續活在罪中，卻要來喝

活水。 

神就對那個撒瑪利亞婦人說，敬拜最主要是用心靈和誠實，用真實來敬拜神！意思是

說，如果你來聚會之前跟配偶或家人吵架了，你就先把這些訴說在神面前：“主啊，我剛

才實在是很生氣，大發脾氣，神啊，求你來潔淨我！”可能你的憤怒還沒有完畢，你繼續

跟神說：“主啊，我為什麼這樣？求你平息我的怒氣，赦免我這樣對人大大發怒，讓我的

老我大大發作，求你赦免我，潔淨我，求主帶我進入你的同在裡，主，我要你！”然後你

饒恕對方，或者說自己回去以後跟對方求和。這就是把你的真實帶到神面前，不帶面具來

敬拜神！ 

敬拜，不是歌聲很好，音樂很好，跳舞跳得過癮；敬拜，不是娛樂自己，而是來到這

位愛你的聖潔的神面前，訴說祂的美麗、祂的所是、祂的奇妙、祂為我所做成的。當你越

訴說的時候，你的注意力、情感越在祂身上，你所訴說的這一切美善就會臨到你身上，這

才是敬拜！所以，敬拜不要帶著假面具，只對神說：“我是愛你的，我渴慕你！”在那兒

歌唱跳舞，但你卻不面對你的一些問題。 

有的人很愛主，卻不去解決和配偶之間的嫌隙、彼此相處的錯誤方式等問題。神說，

你要來敬拜我，你要喝活水，來敬拜我就要帶著你的心靈和誠實！你要面對你的生活中、

生命中的那些問題。在神的家中，有些人一直來參加聚會，也參加服事，但他跟家人、配

偶，孩子之間多年來的問題都不去面對，只是來教會敬拜神，敬拜得很快樂，禱告得滿有

恩膏，那是錯誤的！漸漸地，神的同在對他只是一個虛幻的感覺，不真實。 

神是真實的，只有一位是真實的，就是這位神！祂要我們帶著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

每件事情要在祂面前敞開，即使遮掩，祂都知道。那個撒瑪利亞婦人可以遮掩、躲藏，但



我雖然黑，卻是秀美（3） Page 5 

 

神都知道！神說：“把你的丈夫叫來。”並不是神不知道她現在沒有丈夫，但神要她自己

去面對！ 

當你向著神，去面對你的問題時，神就會幫助你。上一篇，我講到那一個現代版的有

罪的男人，他很誠實、很真實地面對裡面的驕傲、狂妄，面對和他太太之間的關系、跟人

之間的關系，他整個就變得很親和！神就是這樣愛我們，祂要我們能在跟祂的相處、對祂

的敬拜、跟祂的關系交往中，越改變越像祂，那是需要年日的，也需要我們願意帶著誠實

來到祂面前！真實地去面對。 

有些人信主已經十年了、二十年，但他一直不去面對家裡的問題、夫婦的關系、兒女

的關系，與公婆的關系都還停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不對！如果你每一次都用心靈和誠

實來敬拜神，你都會改變。 

 神願意對渴慕的人顯現 

這個撒瑪利亞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基督，我知道彌賽亞要來，祂來了一定會

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耶穌就說：“正和你說話的就是祂。”耶穌不多向人顯明祂的身

份，可是，耶穌卻來對一個猶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瑪利亞人說出祂的身份。為什麼耶穌不隨

便跟人家說？因為跟一般人說了，別人也不信，但是祂看見這一位人所不恥，覺得自己一

塌糊涂的女人，祂知道她有一個單純的信心，很期待彌賽亞來臨，遇到一個先知，就趕快

問屬靈的事。 

我們的生活行為在世人看來是規規矩矩，做得很好的，也行善事，但是，我們裡面對

彌賽亞、對神自己沒有渴慕的火花，沒有想要認識神，也好像不需要神，因為我們各樣都

處理得很好。人看到的是，這個撒瑪利亞人做了一些世人不恥的事，可是神卻看見她的裡

面有一個渴慕真理、渴慕神小小的火花，可是她卻找不到這一位神，裡面有這麼大的空

虛、這麼大的不滿足、這麼大的情感上的需要，她就找錯了東西來填滿。 

神要來尋找這樣的人，就想向她顯現。這個婦人十分驚訝驚喜，把她最重要的水罐子

都扔了，趕快跑向眾人：“你們快來看，有一個人把我素來所行得一切都說出來了。”眾

人一定會問她：“他說什麼？”“他就說我有五個丈夫，現在這個男的也不是我的丈

夫。”她不再有自卑感了，不再活在羞恥感中，不再躲躲藏藏了。 

當一個人活在所經歷的悲傷、痛苦、大濫事的裡面，就會繼續的活在這樣的生活中。

但是，當她一明白：“站在我面前的就是彌賽亞，祂對我沒有責備、沒有定罪，完全的接

納我，對我都是肯定，對我那樣溫柔，充滿著了解，充滿了完全的愛！”她在與耶穌的對

談當中，她就一直被改變，她裡面那種自卑感、羞恥感、見不得人：“我這一生就完蛋

了，沒希望了，一生就是這個樣了，我就是這麼糟，我是一個破爛的生命，要永遠被踐踏

在地上了！”她一直認為自己是這樣，就會繼續去活出一個被人踐踏在地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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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潔淨和解救的大能 

神藉著一個異象對一個姊妹說：“你是一幅掛在牆壁上非常貴重的壁畫，可是，你卻

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塊錢一張的地攤貨。”我們要誠實去面對自己，不去防衛，就會越來越

健康，就會說：“是的，我有五個丈夫，我現在的丈夫還不是我的丈夫，但是我現在告訴

你，我是彌賽亞的愛人，我是大蒙眷愛的，祂特地在千萬人中挑選我，特地來跟我說話，

祂知道我的一切。祂的眼光對我充滿了愛和接納，不是定罪、指責、藐視、厭棄，祂對我

是接納、愛、尊重。”這樣跟耶穌的對答裡面，我們裡面的自卑感、羞恥感、失敗感就一

直脫離，裡面就開始有奇妙的變化。 

人的受造就是要成為一個愛的對象，就是被愛和愛人。神是愛，祂充滿了愛，祂在祂

的極大的愛跟喜悅中創造我們，祂要我們來享受祂的愛。當我們越享受祂的愛，就變得越

美麗。當我們得著滿足的時候，裡面就會開始產生一種能力、一種愛的大能，會變得坦然

無懼。 

這個婦人本來覺得自己很黑、很糟糕，要遠離人群，可當她跟耶穌談話，耶穌的那個

生命就一直進到她的裡面。耶穌說：“你們藉著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潔淨了。”耶穌在跟

我們講話的時候，那個道、神的話就一直在潔淨我們。當講員在神的裡面，一直在說出神

的心意、神的話的時候，你就會一直在被潔淨，在神的道中一直潔淨。 

這個婦人被神的話一直潔淨，所有轄制她的、壓制她的就一直脫落，她就變得坦然無

懼，充滿了自由、健康，她本來是遠離眾人，這時，她就奔向眾人：“快來看啦，你們趕

快來看啦，這一位把我素來所行得一切都說出來了，莫非祂就是基督嗎？”她從一個覺得

自己很黑、人所很不恥的人，一下子就變成一個大有能力的宣教士，她使撒瑪利亞城許許

多多人都信了耶穌。 

傳福音不用講許多話，只要講一句：“祂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都給我說出來了”你就

說你的見證，別人就發現：“你原來有這麼大的改變，這位神真的太奇妙，我要跟你去教

會，我要看看這位神是怎麼樣的一位神！”然後，你就帶他來敬拜，他就開始經歷神了。 

昨晚會後我呼召：“你來到前面敬拜神，用你的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神，帶著你的真實

來敬拜神。”一位姊妹會後就跟我講：“我的脖子、背部、腰本來都痛到不得了，會後，

我到前面去，居然全都好了！”神不只是醫治你的身體，祂也醫治你的心靈，這就是敬

拜。神為什麼要你敬拜？在敬拜的時間，你絕對不要遲到，不要只趕來聽講道，你會失去

前面一塊好料。 

學生時代，我們去聚會，都不敢遲到，平常很省，時間來不及，我再怎麼樣也要搭計

程車，就是不敢遲到，為什麼？因為敬拜的時候，神不知道要做什麼樣的工在我們身上，

我怕失去。你一定要寶貴敬拜，要帶著心靈和誠實，帶著你的真實來敬拜神。敬拜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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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被改變了。然後，你聽講道，在神的話語裡，你又被改變了。講道完，在會後，你

再來敬拜，再藉著神的道，再來訴說在神的面前，你又被改變了。 

在一個主日崇拜，你就可以得著很多的豐富，每一個人離開這裡，就都被美容了，靈

魂體被美容了。這是真實的，是我們很多人的經歷，所以，你不要小看一次的聚會，每一

次，你跟神的相遇，神就每一次帶著熱情來幫助你。 

 耶穌的食物，天父的心意 

耶穌走路困乏，坐在井旁，跟那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最後他沒有喝到水。他的門

徒已經買了水和食物回來了，耶穌也有沒有吃。耶穌說：“我有食物是你們所不知道的，

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所來者的旨意，做成祂的工。”所以，耶穌的食物就是做成天父

要的旨意。 

天父的旨意是什麼？就是天父跟耶穌講：“這個婦人已經落在捆綁、可伶、哀嘆、無

奈、沮喪、失望當中很久了，她被罪壓制、捆綁得太痛苦了，你來解救她。”耶穌在困乏

裡面解決她的需要，把她從一個黑暗的籠罩帶向神的愛，帶向神的光明。她開始明白：原

來我的身份、我的受造不是要活在一個沒有丈夫的光景你，不活在已有五個丈夫，現在的

又不是我的丈夫，不是落在被人瞧不起的可憐光景，我的身份是神的愛人，是彌賽亞的愛

人，我的身份是一個宣教士！我在這地上的一生就是要宣講：“這位神是多麼的愛我們，

是照著我們的本相接納我們，祂不是嫌棄我們，藐視我們，控告我們，定罪我們的，祂是

接納我們，祂用祂的愛來讓我們變得尊貴，變得自由，變得健康。” 

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徹底改變了，她變得那麼自由、那麼健康，她奔向眾人，她不再怕

人指指點點，背後說什麼，她說出最怕人來控訴的那些內容。有好多人信主以後，整個人

都變得健康起來，過去離過婚，過去跟妻子打架、吵架，他都公然跟人講，因為他得醫

治，他健康了，不再紀念過去，因為耶穌也不紀念他的過去，他現在活著是神的愛人，活

在神的愛中，是一個新造的人，就完全不一樣了。 

   有一位弟兄本來是在別的教會，後來他搬到親戚的家，親戚就介紹他來到我們教

會，他被聖靈充滿以後，就被神愛到，他就發現，原來神不是那麼嚴厲的。他聽到末世的

信息，他就想：主要回來的蹟象已有那麼多都實現了，主要回來的腳步是那麼近了嗎？他

就上網去查，查好多從政治、經濟、天氣、環境，他就一直去查，發現真的主要回來的腳

步真的好近了。 

這個弟兄從國中八年級就開始打電動玩具，到了高中和大學就已經上癮了。後來，他

又在色情網絡上癮。他已經結婚了，但還是在這樣的光景裡面。他發現“主”要回來了，

就立志戒掉這個上癮，也戒掉了，但是他常常害怕主要回來了，覺得自己還沒有預備好，

還有很多的糟糕的事還沒有做好，他就活在害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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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加 E1 營會，預言的團隊對他發預言，他的眼淚就一直往下掉。他發現，這位天

父完全知道他，完全接納他，他就稀奇：“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神都可以愛，世界上沒有

一個人，神不可以愛了。”他就開始去愛周遭的人。他的服事不是為了將來在天上的獎

賞，而是因為神愛他，也愛每一個人，所以他看每一個人都是這麼可愛，就去愛他們。 

他特別對那些網絡上癮，或是活在沮喪憂郁當中，或是很有挫折失敗感，或是過去被

人騙，以至於沒有辦法相信人的，他就一直去愛他們，服事他們。他發現，這種愛人的感

覺好棒啊。所以，你的服事是因為被神愛，知道神愛每一個人？還是因為天上的獎賞？或

因為做工而求得神的報答？還是另外一個更糟糕的光景中：因為被規定，被要求？ 

 對付仇敵的控告，就是常常宣告：我們是神大蒙眷愛的愛人 

我們今天要改變，知道我的身份，是被神大大卷愛的人，神愛我這樣不可愛的人，也

要我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當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樣的領悟和醒悟，這個世界就會改

變，因為這個世界最缺乏的，就是這種無條件的愛、不講理的愛。我們講理就沒有愛了，

但是你會說：“可是有很多不講理的事情呀，我們怎麼辦哪？” 

以前，我如果跟人有一些摩擦，會覺得沮喪、難過、受傷，接著，我都會怪自己：

“是我的失敗，就是我不好，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這時，仇敵就會來控告：“就是你

不好，所以你會帶出這樣的人來，會帶出來這樣的團體來嘛。”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

始，神改變我，因著我越來越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大蒙眷愛的，是神的愛人。當我遇見這

樣的事，就說：“主啊，我是你的愛人，是大蒙眷愛的，我是被你疼惜寶愛的。謝謝你這

麼喜愛我。”當我這樣，就不會去接受仇敵的控告和定罪。 

有一天，你一定會接到仇敵的控告，因為仇敵經常在控告、定罪我們。我們很多的時

候不知道是仇敵在控告定罪，以為是自己在跟自己對話。不是的，是仇敵在定罪我們。我

發現這個方法太有效了，好快呀，一分鐘就可以恢復我的喜樂。我就是說：“主啊，我是

你的愛人。我活著最重要就是享受你的愛，我是大蒙眷愛的，是愛你的，你知道我要你，

雖然我的愛還不完全，雖然我要你也沒有那麼強烈。”當我宣告出來，就脫離仇敵的控告

和定罪，就很容易享受神的愛。 

你學起來了嗎？你一定要去做。在末後的日子，仇敵一定來控告、定罪。直到你爬不

起來的地步。特別那些真實愛主的人，就是因為你真心愛主，所以仇敵要把你攻擊到死為

止。怎麼攻，就是藉著控告和定罪。你最好的辦法就是宣告自己的身份。像撒瑪利亞婦

人，她的受造不是一個爛的女人，她的受造是神的愛人，她的命定是要成為一個宣教士，

是要影響整個城市的。但是如果她沒有醒悟過來。她就會一直活在仇敵轄制和踐踏的當

中，繼續過很糟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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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你要常常說：“我是神的愛人，你也是神的愛人”。你要常常說，說到你的裡面

有真實的改變。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弟兄，現在我們在南灣開始的分堂。他跟他的太太都對

青少年很有負擔，願意去到南灣去帶青少年，而且帶得很好。而且這位弟兄在每個禮拜

二，還在網絡上帶幾個青少年英文查經。 

一個遇見神的愛、被神的愛觸碰過的人，生命不能沒有改變。你可以從自卑中一下子

變為傳教士，本來覺得自己的一生完全是廢物，一下就可以影響整個城市。那些你過去對

人無法開口的大爛事，可以成為吸引別人來認識神的因素。這就是為什麼說，我過去所以

為羞恥的，現在可以成為我的榮耀，因為我被耶穌的愛轉化過來了，被耶穌在十字架上轉

化過來了，那些羞恥如今成為我的榮耀，我就可以常常講。 

 過去的羞辱，變為現在的榮耀 

在洛杉磯有一位艾米牧師，寫了一本書，叫《井邊的女人》。她過去販賣身體，去滿

足一些男人的需要，得著一點的錢來買食物，來供應自己的弟弟妹妹，她的生命非常破

碎。但是，當她信了耶穌，神呼召她去供應、帶領好多的流浪漢，她就在洛杉磯帶拿食物

喂養他們。她就跟神說：“我都沒有辦法喂養我自己，我拿什麼去喂養他們。”神跟她

說：“你去喂養，我就給你！”於是，有好多神蹟奇事就發生了，她帶領和喂養的這些流

浪漢，有一些人成為傳道人和牧師。 

當你蒙了神的愛，你的生命一定會改變，一定會去告訴人說：“你們來看。”有一位

牧師帶著他的女兒來到我們當中，他就告訴我，他的女兒在讀大一的時候喝酒、吸毒，每

天開派對，非常的叛逆。2006 年，牧師去國際禱告中心（IHOP）給女兒報名成為實習

生，因為他的女兒從小學過一些樂器。臨要上飛機，女兒還在家裡和他大吵一頓。因為她

根本不想去。 

但是，她去了以後，就打電話回來，跟爸爸道歉。幾年以後，她嫁給了那裡的一個禱

告者。後來，她成為那裡的禱告室第一位華人敬拜的帶領者。去年，開始出 CD 專輯《神

是我最大的獎賞》。幾個月前，神感動她，要她尋根。她就開始學國語，過去，悖逆的她

根本都不講國語，她現在想用音樂去祝福亞洲。 

 結語：祂要將一切都更新！ 

神，實在是使我們大有盼望的。祂來，就是要更新一切。過去，你覺得你的孩子沒有

盼望，但在耶穌基督裡，你永遠有盼望，因為耶穌的愛可以改變一個人。但你要繼續為他

禱告，盡量給她營造一個屬靈的環境，他就可以改變，而且改變得這麼徹底。現在，那個

牧師的女兒已經結婚，有了一個三歲的孩子。她已經全心愛神、敬拜神、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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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裡所想要的、所渴慕的，神都知道。神知道你渴慕要完全、要聖潔，渴慕要成為

眾人的祝福，雖然現在，你的生活的光景好像離那個目標很遠，但是，你要來敬拜神，帶

著你的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神，告訴祂你現在的光景。跟神說：“神哪，我要你，我愛你。

求你來充滿我，來得著我，讓我活出你的美麗。像這個撒瑪利亞婦人一樣，我雖然黑，但

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的尊貴，我知道我的美麗。” 

 

起來，回應神愛的呼召！在 2014 年，這個農歷的新年，是一個新春的開始，你要跟

神講。：“神吶，新春的開始，我要來到你的祭壇前宣告我的身份，我知道，我是你的愛

人。我是大蒙眷愛的，我是你深深喜愛的。我也是愛你的”。你要向神宣告，向神訴說，

而且要大聲的宣告，宣告給神聽，給仇敵聽，給你的每一個細胞聽。讓你的每一個細胞都

聽進去了，讓你的骨頭都聽進去了。“我是神的愛人，我是神眼中極美麗的愛人，我是神

所喜悅的，直到你裡面開始歡喜快樂起來。所有仇敵對你的控告，失敗感，羞恥感，自卑

感要完全的脫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