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的家人們平安，我們一起來看希伯來書

【來10:19-20】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
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我在這裏講到說說耶穌的血，我們因著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至聖所是神榮耀同在的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進去。然後他的腳還要有鈴鐺，如
果他有不聖潔的話，有一些沒有跟神沒有對齊，他會被擊殺。然後他們需要把他拖出來，聽
見沒有鈴鐺的聲音了。

所以至聖所是一個神榮耀的同在的地方，但也是一個極可畏的、很可怕的地方。但是他說我
們因著耶穌的血，我們可以坦然進入至聖所，那麽，我們怎麽能夠進入呢？

他說是藉著耶穌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所以當
耶穌說“成了”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命交托給父，他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給你“。那個幔
子，從聖所到至聖所之間的幔子，這麽厚的幔子，就這樣從上到下裂開，然後地大震動，然後
磐石崩裂。

連那個百夫長都說，這個真的是神的兒子。一個不信神的外邦人都覺得這真的是神的兒子。
所以為什麽初代教會他們會每一天的聚會，每一天聚在一起就是擘餅紀念主。紀念什麽呢？
因為他們很多人是親眼看見耶穌的受死，然後會傳開來。

他們知道真的是神，怎麽會這樣，真的是神願意為我們這樣被人鞭打，血肉模糊的釘在十字
架上。他就是要我們來紀念他，而且他是在被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已經說我要為你們
受死。所以他說這個餅是我的身體，這個血是我跟你們立的新約。

這個新約那時候門徒還不懂，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婚約，是一個永遠的婚約，就是我跟你們立
這個婚約。所以當我們擘餅紀念主的時候，我接受這個血的時候，就是說耶穌我接受你的提
親。耶穌怎麽提親？他是用他的生命，他的血，他的身體被打到皮破血流，然後他的心都碎
了，他的心臟破裂，碎了。

他是愛我們，他就是愛到這樣的一個地步。我前些日子這幾節經文對我有一個特別的開啟，
我已經信主50年了，這個經文太熟了，都背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前些日子我在讀這個經文
的時候，對我一個開啟，好像那個至聖所在我的眼中亮起來。

就是我們現在，聖所跟至聖所之間已經不再是大祭司一年一次進去，而是耶穌的血已經灑在
我的身上了。就是我們要醒過來，知道他已經給我開了這個路。這個路是一條新的路，是一
條又新又活。你看英文裏面，英文裏面他是說什麽？他說，welcome ，他說我們現在是弟兄
姐妹在神的家中。他說，因為因著耶穌的血，他歡迎我們進入這個most holy century ，是最
聖潔的聖所是至聖所。

Holly of holly .那他說是至聖所，是在一個屬天的領域裏面，因著耶穌的血，屬天的領域所以
你看不見。但是靈界裏面你因著耶穌的血，你已經跟弟兄姊妹成為一個家人。因為他說我們
同領一個餅，一個身體。就是因為他為我們裂開，所以我們同領他的身體。

我們同樣有他的DNA在我們的裏面，我們是同一個血脈，是耶穌的血脈在我們裏面。所以他
說，我們是在神的家中成為兄弟跟姐妹。他說我們是在一個屬天的領域裏面，我們已經在神
的榮耀的居所的裏面。所以他說你要很坦然，你要很毫無懼怕的，他說and without
hesitation ，沒有任何的猶豫。

耶穌的血是這麽真實，他的血到如今仍然說話，是一個活的生命，活的血。這個血到如今仍
然說話，說他被潔凈了，這個人被潔凈了，那個人已經被我的寶血潔凈。而天父就是看著耶
穌的血灑在我們的身上。天父說你好美，你是我所保愛的，你全然毫無瑕疵，你是完全沒有
瑕疵。



這是神看著耶穌的寶血，因為耶穌的血已經灑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很需要明白，在屬天的
領域，這個 Heavenly realm裏面我們是什麽樣的一個地位跟身份。然後他說還是dedicated
的，因為他已經獻身，為哪件事獻身呢？

他說他為了給我們一條路是一個新的，而且live giving new and life ，giving way for us to
approach Gate.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是因為耶穌已經把這個幔子打開了，所以
我們每一個都是祭司，不再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進入，是我們每一個祭司經常坦然無懼
的敞著臉，在他的榮光裏面來註視他，來敬拜他。

這就是我們的身份跟地位如同大祭司一樣，如同神的兒子一樣。兄弟姐妹，你知道你是誰
嗎？所以我知道我非常有價值，我也非常有安全感，你了解嗎？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不可愛
，因為我常常覺得我就是耶穌最喜悅的，因為是耶穌說的不是只有我，他整個救恩藉著歷世
歷代的先知就是一直告訴我們，我喜悅你。

我已經給你一個新的名字，叫做神所喜悅的。親愛的家人，我講過這個道你有聽進去嗎？因
為那不是我講的，因為那是以賽亞書62章神藉著以賽亞先知說的，救恩就是要帶給我們，這
個汙穢、軟弱、惹神憤怒的罪人，成為神最喜悅的。

那我們做什麽呢？我們常常說我需要什麽條件呢？他這裏先講到了，神給我們開了一條路，
這一條是free的，而且是fresh 的一個通道來到他的面前。這是今天神的兒女尊貴的identity
，你了解嗎？

所以你的identity 不是你的父母給你的，你的identity 只有從神領受。就是神是用什麽的眼光
在看我，我在神的心中是怎麽樣，是什麽。我常常因著神主動的做在我的身上。我發現你居
然這麽在乎我，在乎我受的一點點的傷害，我自己都已經不覺得，但神都記住，祂主動的要
來醫治，祂在乎。為什麽？因為祂就是要我們健康，祂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我們健康、要我們
快樂。因為他知道從我們的祖先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以後，人是沒有真實的喜樂的。

因為分別善跟惡，對跟錯，只有帶來一個爭競、比較、嫉妒的一個世界。所以在爭競、比較、
嫉妒的環境裏面，誰不受傷呢？你說你好聰明，你得了三個博士學位，那他那更聰明了，他
五個博士學位。那你說，他都一個博士學位都沒有，可他現在是做最大公司的老板，誰比較
厲害，所以是不是比來比去？這比的氣死人，人比人氣死人是不是？

但是神說不，我已經給你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這個活的道路是什麽？是一直把生命
賜給你，他說是live giving，就是說他的生命就在你走這條道路的時候，這個叫做賜生命的聖
靈的律。

你已經脫離罪和死的律，在一個生命聖靈的律裏面。但是你怎麽脫離罪和死的律，他已經做
成這一件事。但是怎麽成為你的實際，他說就是你不要去體貼肉體，體貼你過去的想法，體
貼你的感覺，體貼你心最在乎的，他說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那你要體貼生命，生命從誰來？
從神來，他說你體貼聖靈的，就是生命跟平安。所以你常常要聖靈感動是什麽，聖靈光照你
什麽，聖靈跟你說什麽，你一直體貼他。聖靈微小的一個感動，你就體貼他。

你不要說這個不容易了，這我不要了，這個不舒服，這個好難。我告訴你，我真的可以千萬遍
地跟神這樣講，可是我已經幾十年來從來沒有這樣跟神講，因為我深深地知道祂的旨意是最
善良的，最可喜悅的，祂的旨意真的最好。

他造的一切都最好，只要人的意識摻一點進去就搞砸了、就搞糟了、搞臟了，就是這樣。所以
他要一直讓我們低而又低卑微。從我們一信主以後，我們就要：主啊，你必興旺，我必衰微。
我謙卑的與你同行是充滿了感恩的。

在這一條是生命的道路，是聖靈的道路。就在這條道路，他會一直開啟，哪些是錯誤的思想，
哪些才是神賜給你的，哪些才是對的思想，他會一直開啟我們。這些除非藉著你更多的讀神



的話，還有等候神，你沒有等候神，就是歇自己的工來親近他，讓他來開啟，讓他來做工在我
們身上。我們會常常不懂不明白，所以這個等候神實在太重要。這裏講到說因著耶穌的血得
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那好，我們現在再來看另外一處經文

【林後3:16-18】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那
裏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
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這裏告訴我們說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什麽是帕子？蒙臉的帕子，就是
我們常常覺得我不夠好，神太聖潔了，所以我不敢靠近他或者我靠近他，我很不自在。

你放心，如今你不會被擊殺，神要你坦然無懼靠著耶穌的寶血，靠著耶穌的寶血，你就已經
在蒙福、蒙恩的至聖所裏面。所以他說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除去了。那個帕子就是
覺得我不夠好，我不夠屬靈，我又發了脾氣了，我又說了不耐煩的話，我又做錯事了，我又犯
罪了，這些都是帕子。

但他說你“心“要歸向主，你歸向主，你就發現你蒙的恩寵是多大，你一歸向主，主是迫不及待
的要跟你說：“孩子，你知道你多觸動我的心嗎？你知道我的心是被你所奪的，你知道你會牽
動我的心，使我那麽的喜樂你知道嗎？“我這些日子我一個很深的開啟，就是對他的愛，他真
的是這麽在乎我們，而且是愛我們愛到這樣的地步。

他說：你是我愛的傑作，You are the masterpiece of my love, 你是我愛的傑作。你相信嗎？
感謝主，好多人都相信我們是神愛的傑作。神聽到你相信祂好滿足，好高興。所以你即使下
次又有一點搖擺不太相信的時候，你說主啊，我信不足，請你幫助我。你都可以這樣跟神說，
神就幫助你相信。

你做不到，你也可以跟神講說，我現在還做不到，但我願意，我真的願意你幫助我。你看這神
是不是太好了。所以他說，我們靠著他的寶血可以坦然進入至聖所，神說他的身體為我們裂
開，那他的身體為誰裂開？是不是為這些好屬靈，很愛主的基督徒，是不是？

在羅馬書第五章有講，我們看一下羅馬書五章6-8節：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 5:6-8和
合本)

他說因為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人死，我們是不是很乖、很聽話，然後
做的很好，好屬靈，為神做出很多的事工。基督就為你死，是不是？那基督為誰死？他為罪
人，軟弱，他不是等你剛強的，我才來替你死。而我們要替誰死，總要替比較好一點，對吧？
所以他說為義人死很少，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所以神的愛是什麽樣的愛？愛什麽樣的人，祂愛軟弱的罪人。軟弱的罪人你會避之而唯恐不
及是不是？覺得跟他們在一起話不投機三句多是不是，或者很怕跟這樣軟弱的罪人好麻煩，
是不是？但神不是，神說是這個罪人好軟弱，他的心就一直被他所奪。為什麽被他所奪，不
是被他的軟弱所奪，而是那神的憐憫的心就是想來幫他，想來扶他，想來醫治他，想來改變
他，以至於他有對的觀念，他可以不需要活的這麽軟弱，你知道嗎？

阿富汗他們在被塔利班攻打占據了以後，我才跪下來為這個禱告。裏面的聖靈就在我裏面大
哭，哭的好厲害。隔天為這個禱告的時候又是大哭，我很少哭的這麽大聲。我就感覺到神原
來你的心那麽傷痛，可是你知道我怎麽想，我就覺得說，啟示錄講的說是有一批殉道者數目



要滿足。

所以我就想到他們就是有一些人會成為為主殉道，我只是這樣想，但神不是，我就想說神看
著他們是殉道了，馬上到我這裏來，馬上跟我一起坐在寶座上，所以神看他們是睡了。聖靈
在我裏面大哭說，神不是這樣，他們在被殺之前、殉道之前，神的心是痛到這樣的地步，不舍
傷痛到這樣地步。所以親愛的家人，你可以明白嗎？你每一點苦，你每一點被人家不諒解或
者被人不公平的對待，神的心就非常的痛，所以神就是一直要來靠近這一些人。

但有一些是在他的計劃裏面是會成為殉道者。但是他們在殉道之前，神一直靠近他們，預備
他們的心。有一顆極深的平安跟被神的愛愛到，可以勝過那個懼怕，勝過那個恐懼。

他們的心，有一顆已經有極深的平安跟神的愛愛到，被神的愛愛到了。可以勝過那個懼怕，
勝過恐懼，親愛的家人。今天是我們即將要進入提斯利月的新年，禮拜天晚上傍晚六點開始
就開始了進入新年。吹角節是5782年的第一天，這個吹角節的新年的第十天，5782年的第十
天就是贖罪日，而這十天稱為可畏之日，為什麽這麽可畏神從這個以祿月一直到提斯利月，
這十天將一共經歷40天呢？

這40天是神在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立婚約。是神藉著摩西頒布的婚約，在石板上的婚約，然後
神就跟摩西講，他們已經開始拜金牛犢，他們已經敗壞了自己，敗壞了自己，你趕快下去。所
以摩西為什麽這麽憤怒，因為他真的感受到神對以色列百姓的愛，極深的愛。
他是把以色列百姓完全的分別出來。摩西能有什麽辦法救以色列百姓，但是都在神的計劃裏
面，神說你只要照我所說的，說出來就好了。我要把我的百姓領出來，我已經聽見他們哀告
的聲音了。他們的困苦可憐我都看見了，我迫不及待要把他們從為奴之家帶出來。

現在家人你知道嗎？神也是迫不及待，現在在他回來之前，他迫不及待。要使他的兒女脫離
奴仆的性格、脫離這個世界、脫離法老王的壓製迷惑，然後要把人帶向死亡。但是神說我要
來拯救他們，神把歌珊地完全分別出來，到最後的十災，他就只叫他們殺一只羔羊的血塗在
門楣上，然後滅命的使者就一直越過。你看一只羔羊的血都是可以使整個家、整個歌珊地每
一家都分別出來。所有臨到埃及的災殃都不臨到他們。那你知道羔羊的血塗在我們的身上，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整個人是塗在我的身上，塗在我們的家中。就是我跟我們的家是被
神分別出來的歌珊地。

而神說，今天他的眾兒女都要得醫、都要健康起來。因為5782年會有更大的震蕩，會有更大
的震蕩。而這些震蕩如果你沒有真實的從錯誤的思想，孤兒的心態，孤兒的情感思想，錯誤
的羨慕，孤兒是很容易被仇敵的謊言牽引誘惑，他很容易被仇敵踐踏壓榨毀掉的。而神說，
他要使他的兒女完全脫離那個孤兒奴仆的樣式。他真的知道他是我所保愛的，是我愛的傑作
，是我心深深被他所奪的，我的王子、王女是愛我們是愛到這樣的地步。

有時候你要常常去思想揣摩，你看看現在美國13個軍人這樣在那邊受難死掉。你看他的父母
大哭，而且充滿了憤怒，你知道嗎？就說他的兒子是可以不用死的。為什麽這樣錯誤的政策
使他這樣死掉，那你就知道每一個孩子在這個父母的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可是約翰福音三章
十六節神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我們是不舍得我的孩子有受傷、受害，可是我們的神是愛世人愛到什麽地步？他的獨生子，
完美的耶穌，他願意賜給我們，他賜給我們不是送給你到你家，他賜給我們，就是說他替我
們受一切的刑罰，一切罪的刑罰。他說，罪的工價乃是死，所以他愛我們是他
替我們死，你相信你就不致滅亡了，你就得到永生。這就是神對我們極深的愛。所以這樣的
愛是帶著一個極大的救贖的能力。像有一個監獄，他們最可怕的重刑犯的那個地方，他們放
著就是耶穌死的十字架。對這些重刑犯，就單單只看到這個十字架，他知道耶穌替我受刑罰
是意味著什麽，耶穌替我死是意味著什麽。所以這些重刑犯信了耶穌，完全變了一個人，就
是感恩。可是太多神的兒女，你沒有重刑，你不是重刑犯，你也沒被關進監牢。所以你還不知
道當有人替你死，替你受刑罰，使你得自由的感恩，興奮，感謝。今天神就是要他的兒女醒過
來。



當你這個一醒過來你會不得了。現在正是這個季節，我們有一個姊妹，大概前一兩個月，有
一天她在等候神的時候，她問神說：神，你心裏在想什麽？你最渴望的是什麽？what's your
heart desire, 你心想要得到是什麽？好讓我可以來為這個禱告。剛剛她這樣禱告了，就繼續
傾聽神。幾分鐘以後，忽然間環境就變，她好像被吸進去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他說全部是紅
的，是四周都是紅的，然後好熱，那個溫度很高，它才突然間明白了，發現說那個就是神的心
，耶穌的心她被吸進去，是耶穌的心，她才明白說耶穌原來心裏在想的是她。

她說：所有的神的兒女都是神的心上人。就是在想著我們，想說我已經為你開了這條又新又
活的路了。你現在可以進來了，你可以永遠跟我在一起。你會脫離孤兒、仇敵給你的謊言，孤
兒的汙穢，努力的汙穢，努力的可憐貧窮。你會進入我的愛、我豐滿的愛，熱情的愛，會完全
的改變你。你會完全的變一個人，而你的健康會使你成為大有能力去祝福、去供應的生命，
幫助很多人的。這就是耶穌勞苦的功效。它是adopt 我們這一位姊妹，她說她的這個經歷，她
說簡直是她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原來神心裏可想的思、思念的是你跟我，他渴望我們健康
，渴望我們美麗。而他為這個付了最大的代價，

妮塔有一次問神說：“神，什麽是你最痛苦的“？她說她想主一定會講，他最痛苦的就是在十字
架上了。他說不是，他說我最痛苦的就是我已經付了這麽大的代價。幔子已經裂開了，但是
我的兒女卻不懂得，來到我的面前，來瞻仰我的容美。他們需要我的愛，只有我的愛可以滿
足他們，只有我的愛可以改變他們，但是他們卻忙忙碌碌的，就是沒有時間來到我的至聖
所。

耶穌說，我在十字架上不是我最痛苦，我在十字架上是當父向我掩面的時候，我擔當全
人類那個罪的那一刻是我覺得我跟我的父隔離的痛苦，極大的痛苦。但是其實他上十字架是
極興奮的，就像耶穌在上十字架的那個加略山的路，走在各各它的路上，他是抱著的十字架
，還是擁抱著十字架，然後跟他的母親說，母親，我要去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他抱著十字架
是要去更新一切，使他兒女的受的詛咒可以完全的除掉，使他的兒女可以進入生命樹的豐
富。否則他的兒女都要滅亡，因為罪的工價就是死，就是跟神隔離。但是我要將這一切都更
新了。所以當耶穌說成了的時候，他真的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人可以靠著他的寶血就可以
進到他的面前。人可以這樣坦然的來跟他相親近，來瞻仰他的榮美。而這就是哥林多後書三
章十六到十八節跟我們所說的。

我們在看哥林多後書：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後書 3:16-18 和合本)

他說，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你知道為什麽初代教會要把聖餐成為每一
天、每一次的具體最重要的，就是來紀念他，耶穌就是要剝開。你知道我們以前掰餅都是一
定要做一個無酵餅，一定要起拿起來擘開，聽到那個碎片壓碎的那個聲音，就是你要去體會
耶穌為我壓傷，為我壓傷受痛苦，然後我們一起來領那個杯。我們是一個身體，因為他為我
們壓傷碎掉了，以至於我們這些破碎的人可以變成在他的身體裏成為一家人。

你知道孤兒是沒辦法跟人家成為一家人的，因為他的心就是孤立的，獨立的。他是活在地上
，就是沒有父母，沒有權柄，沒有遮蓋他就是孤兒。沒有人愛我的，所以我必須奮力為我自己
的生存，必須奮力拼。你會發現現在世人很多是這樣。但是時候到了，神說我要使我的兒女
們回到我的裏面，所以他說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哪
裏就有自由。這英文怎麽講呢？因為有講到說forever ，就是說無論是哪裏，它是主，它只要
是主， 神是主哪裏就會好，聖靈在哪裏，就是自由feel 。Where the spirit of the law is，there
is Free， There is freedom . 就是說主就是聖靈，就是那個靈。然後如果你讓聖靈在你裏面
做主，他該有的地位就是，主你讓他做主的時候，你就會得自由。今天我們有很多的不自由，
就是因為我在做主、我在做做主。你知道我們接下來的還剩十天，就是新年一開始的十天叫
可畏的日子，是神跟我們再重立婚約。這我就覺得神太好了，太仁慈了，他才能給我們再一
次的機會。但這一次的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為什麽？因為主快要回來了，5782年的這個世



界的震蕩，它其實震蕩著可震動的，他是要震動掉，可震動的這個巴比倫世界。而他要讓神
的國不能被震動的，可以真實成形在我們的裏面。

有一位牧師，好幾年前他說，他幾乎每一天要醒來的時候，神就一句話進到他的裏面，自由。
我要放寬限製的一種自由，然後盡情享受。就這樣兩個字叫他每一天這樣進來，然後進來就
是帶著一個應許 ，神就說我要給你們一個自由，讓你們可以進到我的裏面，來探索你們在我
的裏面的真實的所是。就是你要進到我的裏面來，明白我是怎樣的一位神，是怎樣為你們、
為你傾迷，就是為你整個心被你所奪的這樣的一位。

我們有時候很難想象我有那麽美嗎？我有那麽可愛嗎？那神已經說不是你的可不可愛，不
是你美不美，而是你很軟弱，因為你是罪人。是我的憐憫，我的恩慈，我就是被這樣的軟弱的
罪人所吸引。因為我渴望幫助你們，恢復你們的尊貴跟美麗，所以親愛家人，你不需要在神
面前偽裝的，你也不需要要做的很好了才來親近神。你每一次都要坦然無懼的來親近神，靠
著他的寶血，而且說。謝謝你已經為我幔子裂開。主，我要來親近你，我需要你的擁抱，我需
要在你愛的眼神裏面，讓我知道我是何等的重要。在你的心中我是何等尊貴，我是重要到這
樣的一個地步，你是非常熱情的要來替我死。

為什麽？因為這些都是創世以前他就已經寫好，他自己要來到地上所扮演的角色。他給自己
扮演的角色就是被藐視，被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被人藐視到好像掩面不看的一樣。我
們有誰比耶穌更可憐，有沒有？然後被你所愛的，你已經準備了，已經跟他們講，我生命要
為你們留，要為你們擘開。
但是然後他說，你們要每常常這樣紀念我，為什麽神要他們紀念，不是為他，而是為我們。因
為我們每次在掰餅我們才知道才會記得，然後才會回到當初他是受這樣的苦，只為了要恢復
我的尊貴，恢復我的生命的美麗。因為我是照著他形象造的。

那他讓我一直在這個至聖所，你怎麽樣能夠一直在這呢？他說，心要歸向主。所以我一開始
就是說，我們不是掰餅聚會，我們大家聚會的時候，我們才來歸向他，才來進入至聖所。而且
掰餅也不是只是吃餅跟吃喝葡萄，不是的。他說擘餅，他說你要常常紀念我，就是你要回到

那個現場。

我是怎樣在為你死，為你鞭打，為你皮破血流，我是甘心樂意的。因為我要更新你的一切，你
不再是可憐蟲，你不再是被父母好像都把你撇在一邊，沒有照顧你，你不是被人虧待的，你
被別人虧待，我都會更特別的愛你。我真的看到好多從小好可憐的，如果她信主了，而且也
開始跟隨神，神給她預備很好的丈夫。我看她丈夫的脾氣都蠻好的，少有的好。但是因為她
被撇棄了，從小被撇棄，她還是藏著那個記憶，就是對人的愛。她不太能吸收，不太能夠相信
別人對她是善意的，是好意的，對別人的愛，她不能吸收，這個叫孤兒，所以這些日子我真的
看見好多人開始藉著贊美，藉著感恩，對神的贊美，對周遭人的感恩，對神的感恩，就開始進
入對的次序了。

所以我就看見一家一家的在和好，一個一個的健康起來。我真的好高興。我這就是神要做的
，而這些日子，特別是他們會做很快的工作。只要你一回應神藉著講臺所給的信息，你只要
做了，你就發現果效大的不得了。但是每一次你要突破都有一點像是困難似的。那我真的看
到我們當中好多都這樣。

他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這樣看見主的榮光，因為已經不再是幔子的隔絕。我們已經像大
祭司一樣，你都可以這樣的每天靠著他的寶血，隨時的一轉向包括你正在做事，你正在忙碌
，你隨時心一轉向裏面，至聖所就在我們裏面，他居住在我們裏邊。所以你每一次奉耶穌的
名，靠著他寶血，你回到裏面註視他，你就進到至聖所。我們當中我們在掰餅的時候就這樣
忽然間就進入神的同在，好像都忘了在哪裏了。而那個同在會一直的進來，就像我們上次在
大堂掰餅的時候，在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我們當中有人就感受到耶穌的寶血，他就在喝那個葡萄汁。但是你認出那個是象征，是預表
著耶穌，這就是我跟你所立約的血。所以他帶著這樣認出，然後這樣來吃的時候，他就感覺
到血一直一直流進他的心，流進他的腦，流進他的心一直流進來，一直流進來。



使他的裏面那個力量一直起來，他從以前也過內在生活，也一點一滴的被改變。但是常常還
是會有一點覺得說，我為對方做了那麽多，希望對方可以有一點了解，可是他發現對方好像
完全都不了解。我對他所付出的，我為他所做的這些，他好像只想到他，他沒有想到我為他
所做的這些，所以心裏就會有一點嘀咕，會有一點覺得說，如果他能夠了解我為他做多少，
他是不是可以明白？當他這樣想的時候。

但是他發現那一天，就在神的寶血一直進來，那個寶血是帶著神兒子愛的大能，是一個愛的
熱情，愛的大能進到他的裏面。他發現神把他那個還殘余的一點點喜歡像吐司花去粘，希望
人家能夠了解我一下，能夠知道我為他所做的這種，想要從人得到一些了解，一些同情，一
些認出這種東西都不見了。他就發現說其實人家要給我貼標簽，這是人家的選擇，不是我能
夠做決定，那我能夠做決定的就是，我不讓那個標簽粘上我。

你是一個很難搞的人，你是個trouble maker 你是個什麽樣的人？其實這種都是從小父母說
的，父母就很直很白的在對孩子講，父母說過就忘了，但是孩子是記憶裏面就黏上一個標簽
，我就是難搞的人，我就是麻煩的人。神就是讓他明白了，你裏面的人剛強起來，人家標簽就
粘不上。這個人多愛我一點，那個人多了解我一點，什麽標簽都粘上去，所以你就變成活在
好多人的眼光，話語當中的可憐蟲。這個就是神跟我們立婚約的時候，記不記得在西奈山上
，神跟他們立婚約。就是那個出埃及記20章。神說那個婚約就是十誡。

第一誡命是什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神。
第二誡命是什麽？第二誡說，你不要去把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去雕刻出來，成為一個偶像
在那敬拜。

你知道嗎，這就是神忌邪的愛。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的人，你一直讓這個人多了解你一些
，這個人多對你好一點，你就是把這個當成偶像。還有最真實的就是你把自己當做一切的中
心，也就是說你是在拜自己，我就是神。所以我渴望人家要這樣的認同，我渴望人家要了解
我，渴望人家要照著我的意思。我渴望人家要怎麽樣，就是我我我。這個就是會帶給我們後
面幾誡常常會犯的，對不對？會開始貪戀別人的妻子，貪戀別人的妻子比我漂亮，比我溫
柔。貪念別人的錢比我多，貪念別人的土地比我多，就是這一些，對不對？而這些在末世仇
敵會大量傾倒在那些搖擺不定的基督徒身上。因為他要很多人都跟著他到地獄去。可是這位
忌邪的神在5782年一開始的這個10天，他說可畏的日子就是我跟你們另立婚約。因為以色
列百姓覺得他們摩西那麽久都不下來，摩西到底怎麽樣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金
牛犢，說這是領我們出埃及的神。所以摩西就很憤怒，下山就把那個約板打碎，然後就上山
再跟神求，神饒恕他們，神又第二次再給他立這個婚約。就是在這段時間立的，所以這段時
間叫可畏的日子。是這位神付極大的代價，這位聖潔無瑕疵，全能的造物主需要被人踐踏到
，把自己軟弱願意完全的被人隨意這樣的對待他，這樣子才可以。血都流幹了，心為我們破
碎才能說：成了！他擔當我們所有的罪，才能夠幔子裂開，我們從此可以這樣坦然無懼地進
入至聖所。親愛的家人，這個叫可畏、可怕是不是？這麽聖潔神會愛我們愛到這樣的地步
呢？付代價付到這樣的地步，我真的是戰兢敬畏站立在他面前。怎麽有這樣的聖潔神，祂願
意愛我，愛我到這樣的地步。當他在十字架上，他看著父，他們這樣的釘他在腳上、在手上。
然後在下面嘲笑他，但是他說：“父啊，赦免他們，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其實我們真的常
常在不知道裏面，我們常常在無知裏面。但神都知道，所以他說他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進入這個至聖所，為要得憐憫、蒙恩惠，做隨時幫助，這就是神對我們
的愛。

他說，我們要怎麽樣呢？所以為什麽等候那麽重要，我們常常不明白我的罪是多麽可怕，我
也不明白神需要為我付多大的代價。這個罪、汙罪債才能還清。我也不知道神付這個代價是
早蘊藏在他的裏面，他早就知道我會犯罪，但他還是願意給我自由來選擇，他預備著，願意
來替我負責這個罪的可怕刑罰，可怕的跟神隔離咒詛，他願意。所以這樣的愛是驚天動地的
，難怪天使在耶酥降生的時候，他就說榮耀，榮耀要歸給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喜悅要歸於
人，因為神是喜悅你們到這樣的地步，世人啊，神喜悅你們到這樣的地步，他願意這樣來為
你們死。從此你們是這樣神的新寶貝，而且是坦然無懼在他的榮光之中。你都沒有做什麽，
你只要敞著臉看見他的榮光，你只要把心歸向他。



所以親愛的家人，你有沒有發現你好多的不服、傷害、嫉妒、覺得不平，很多的傷害都是因為
心沒有歸向主，你常常心就是歸向很多人跟事情。然後就覺得為什麽這件事變成是他在做這
件事，本來是我的管轄範圍的。我們常常就在人跟事情裏面這樣眼目飄來飄去。所以我們很
容易中仇敵的詭計。但神告訴我們說，我們心只要一歸向主，那個帕子就除去了。然後主的
靈就會一直使你自由。

恢復神兒子該有的自由的榮耀。他說你只要這樣一直註視他，一直註視他，就好像你就像鏡
子，他的榮光就一直返照在你的身上，而且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親愛的家人，神
跟這位牧師講，他說：你們這些日子一個日子會來臨，神要把一個極大的恩寵賜給人，就是讓
人可以自由的進到他的心的深處。他講到沒有限量，自由放寬限製。他說這次就是，神讓你
進入一個更寬更大，還有更遠的一個領域。一個靈裏的領域就是藉著祂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恩
寵。你只要敞著臉進到他的心、歸向他，你就進到他的榮光之中，進到至聖所。然後他要一直
的開啟讓你進來，好容易進到他的同在，然後你會嘗到他多麽愛你。你在他心中是多麽重要
，然後他會給你脫離好多情欲的誘惑，仇敵的謊言。從小錯誤的羨慕，他會讓你一直脫離這
些，可是他說，你要刻意的撥時間來單獨跟我同在。你不跟我同在，你不會知道你的identity
的。你不跟我同在，你不會知道你是多麽蒙愛，你不會知道。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雖然他整
個成長過程是非常的可憐，可是因為他懂得神的話，常常回到裏面，常常回到裏面來註視
神。你會發現他可以變得那麽健康。真的知道他是誰，那麽有安全感，覺得自己也有價值，他
從來不需要人多添加給他一點價值，都不需要有這些外面的東西來增加我的身份地位。這些
完全都不重要，你粘不上我，你知道嗎？因為我已經在神的心中，在他的話語中，得著了我
的真實身份，我的尊貴，我的被愛。這就是這些日子神所要做的，已經坐在一些人身上，很多
人的身上。

有一位青年人，他說2006年醫生就跟他講說他的肝功能異常，而且蠻嚴重的，所以醫生開了
好多藥要給他吃，所以必須要吃這些藥。結果他吃了要吐，很痛苦，後來他就不吃了。你知道
他那個肝功能不好到一個地步，他常常累到兩個肩膀都是下垂的，就是累到不得了的。免疫
力也不好，然後嘴唇會發炎紅腫，所以蠻痛苦的。這樣到兩年前，他再去檢查一次，結果還是
很嚴重，醫生還是開了很多藥給他吃，但他也沒吃。後來疫情開始以後，他參加青培，然後參
加晨禱，參加我們網絡線上的聚會，然後他自己就參加線上聚會，還有參加晨禱，他就開始
知道要贊美，所以他就開始為他每一天的不容易的事，感謝贊美神，為他的肝也贊美神。他
說有時實在沒有力氣，贊美不出來，他就用寫的。把他心裏對神的觀感贊美感謝都用寫的，
因為他沒有力量贊美，他就這樣寫。

然後他每天也早晚都花時間等候神，這樣然後他就發現他漸漸的喜樂起來。他以前是很累的
，然後他就發現人整個越來越開心了，他這些日子這一兩個禮拜，因為在這個晨禱都有擘餅
，他就開始一直聽到耶穌的身體，耶穌的血的寶貴奇妙。然後他就這樣領主的餅，主的杯，然
後他就覺得力量一直進來，所以他就有一個信心想要再去檢查，兩年前檢查他現在又再去檢
查，結果他去檢查，醫生說肝功能完全正常。他就說我都沒有做什麽，沒有吃任何藥，也沒做

什麽。神就這麽奇妙，這樣的醫治，那你知道嗎？最主要還不是，只是要醫治他的身體，這一
位青年人他覺得神真的是一個由裏而外的一個變化在他的身上，他每一天對神都是特別的
饑渴，他就好像一個填不飽似的，很想來親近神，特別的饑渴。就覺得神的吸引力好大。然後
他就是一直渴慕更多去靠近神，你知道嗎？這就是這位神，為什麽他在十字架上，走上十字
架的道路其實是他最高興的一條路。因為他知道他會更新一切，他所愛的不會繼續做奴隸，
不會繼續這樣的貧窮，可憐，瞎眼，赤身露體，他就是要把這條新的道路，一直賜生命給他們
的，就是賜生命給他們，就是一直吃到生命樹的果子了，就是開始一直進入。從分別善惡樹
開始，一直進入這個生命樹的真實，成為他的真實。

這就是神所做的。這一個青年人，最重要的是他在至聖所裏面，每一天他已經產生對神越來
越渴慕，越來越被他吸引，一直註視他。他發現他的身體也好了。親愛的家人，所以這也是今
天我們的代禱領受到，今天是神的兒子要得醫治的日子，因為得醫治好叫你健康起來。好叫
你能夠進入5782年的一切震蕩，否則進入5782的震蕩孤兒都是害怕。所以親愛的，等一下我
們是來領餅杯，你要看看你裏面是不是害怕，那個是孤兒。而耶穌為你付了極大的代價。

我們先來看這一個很短的一個希伯來語視頻，然後我們就一起來領餅杯，好嗎？我今天在看



這視頻的時候，我眼淚一直掉。你要深深的用你的心、用你的靈，用你的情感去體會耶穌為
你所付出的，他是甘心選擇。

最後，我們要一起來領受主的身體和主的血，我們初代教會，保羅對他們說：當你們領主的身
體和主的寶血，你們要分辨這是主的身體、主的寶血。你們如果不分辨，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你們當中患病的，軟弱的，死的也不少，有些人讀了這個經文就變得不敢吃了，不敢領
受主的身體。不是的，主要你分辨的意思是說：我把我的身體這樣擘開，為軟弱的罪人死，你
也要這樣去接納別的軟弱的罪人，你也要願意這樣舍已地去體恤，愛那些軟弱的罪人，這個
叫分辨自己。他說如果你不饒恕別人的罪，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罪。如不饒恕你的罪，你
就不要去吃喝這個。

你吃喝這個就是願意跟我連合，你願意接受我的聘禮，我跟你提親。也就是說，你讓我的血
液，我的DNA進到你的裏面，是一個愛的，是一個犧牲舍已的，是一個饒恕，是一個為別人
的。你如果不願意這樣，這個裏面就會造成沖突，所以就是會軟弱，疾病，死的也不少。當神
同在很豐富的時候，你會發現每一句話都會實現在當中。所以我為什麽要降服於神，讓神的
豐富居住在我們當中。以至於他的每一句話大有能力地彰顯在我們當中，現在神的同在已經
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豐富，因為他的兒子、新婦快要成形了，耶穌要得著他勞苦的功效，所以
我們來吃主的餅，主的杯。神為你擘開身體，他只要你的心。你信你就進入，你信這個血就灑
在你身上進入了，他沒有要你做什麽，跟你的行為無關，你只要謙卑地說：主，我相信你為我
所做的，主我也要跟你這樣，我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有你恩慈、憐憫的基因，我有你
的DNA，我有你能夠體恤別人、接納別人、愛別人的，你對我是無條件地愛，神啊，我也能無
條件地去愛人，當我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這個叫分辨自己。你是吃喝這個神聖的身體，
當你把這個看為平常，他對你就毫無功效。當你知道這是耶穌的身體，耶穌的寶血，你就進
入至聖所。你相信所有情感的軟弱，身體的軟弱都不屬於我，因為耶穌已經救贖了我，他已
經為了我付出代價，我不再活在過去奴仆的，孤兒的，那種受壓製的囚牢，那個軟弱的囚牢。
我已經得自由了，他整個就是要我得自由，要我健康，要我快樂！

所以從今起，我們教會好多人，大家都充滿感恩，有一位姐妹和我講說：媽媽，謝謝你。我在
這個教會20年，謝謝你愛我，謝謝你讓我從一個郁郁寡歡的人，如今可以成為裏面充滿喜樂
的陽光的人。現在好多青年人都得憂郁癥，他需要我們去告訴他：耶穌愛你為你死，你要不要
來接受耶穌。帶他們來進入這個至聖所，他們會整個健康起來，靈魂體的健康，我們每一個
人來禱告。

耶穌被賣的那一夜，他拿起餅來祝謝，就掰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舍的，你們應當如此
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與你們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
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就是要只等到主來我們一起
來感受主的身體，主的血。

你要宣告：不再有任何的軟弱，在我的身上就相當於為肝功能異常的這是個青年人這麽嚴重
的都可以這樣子充滿了信心。來吃主的身體，主的血可以完全的得醫治，我的心在哪裏？心
要常常的轉向他，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出去了，歸向主。他是主，主在哪裏哪裏就得以
自由。主耶穌謝謝你。我們舉起救恩的杯，來稱揚主，我們吃喝你自己，我們就健壯了。我們
不但得潔凈，得赦免，我們得醫治，而且得健壯。主，我們有你的基因，我們有你的DNA，我
們可以更多的去愛，我們可以去死，我們可以去給主。願你從我們來活出你自己，謝謝主奉
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這十天從明天開始是可畏的日子，所以這時間是讓我們一直的求問，主觀上我還有什麽是像
個淫父母，我不是只有一位丈夫，我不是一直戀慕這一位戀慕我的主，我就要跟主悔改。因
為他這十天是他跟我們重立婚約，從離婚主再給我們一個機會，心歸向他。就像地上的丈夫
受不了他的太太去迷戀別的人。可是我們的這位神，他知道我們每個思想在想什麽，他願意
再跟我們立婚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堅強的愛，要得著我們，要得著我們成為他極美麗的新
婦，活出他的榮耀。

他的聖靈的果子，活出它生命樹，本來就要我們可以吃喝活出的一個豐盛更豐盛的生命。願



主祝福每一位。在這十天，我們可以繼續在他的光，在他的愛中繼續的領主的杯，主的身體。
讓主成為我們每一個聚集的中心。也就是說這個聚會場地比較大，但是我們在馬哈念，還是
在晨禱小家聚會禱告會，我們都可以領聖餐，重要的是你每一次就是紀念。
他是為我開這條路，他就是要我完全的接近這個至聖所。他就是要我的心歸給他，他跟我立
的婚約。所以每一次看到餅杯，我的心思情感都來跟他對齊。再一次的潔凈更新，然後主我
也要像你愛我一樣去愛別人，去接納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