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人們平安。好感恩，就像遊哥講的我們幾乎自從 pandemic 之後，我覺得媽媽帶我們教會
走很特別的一條路，我們的聚會幾乎是天天聚會，天天見面。我們真的好像回到初代教會，
那個時候我們天天在殿中、在家中，我們彼此的同心，彼此相愛，就差用餐了，我們一起擘
餅，我們一起祈禱。 
 
我深深地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主喜悅我們這麽做。然後神跡奇事一定會隨著我們，主會將得
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阿們！所以我們有時候常變換隊形，有時候我們圍著中間一起擘餅，
有時候我們到臺前來，我都覺得越來越幫助我們這個人很柔軟，我可以被變化。不管教會什
麽樣的一個方式，什麽樣的一個帶領，我立刻可以跟得上。我的心都相信阿爸父在這個家中
掌權，基督在這個家中治理，他的帶領一定都是最好的安排，阿們！剛剛遊哥說到這十天，
從吹角節到現在，是聖經裏面所記載的十天可畏之日，我們稱為這十天，是可畏之日。因為
要預備到下周三的晚上，一直到下周四的傍晚。這天，聖經裏面我們稱為贖罪日。贖罪日叫
做 Yom Kippur יום כיפור  它的意思就是一個遮蓋的日子。但是在英文裏是一個與主合一的意
思。所以這一天不只是一種帶著我要來悔改，我要來改變什麽。其實更重要的，這個日子是
一個被遮蓋的日子，而這個日子是一個與主合一開始相愛。在新年的一開始，我們就進入到
與主合一。因為我們準備進入到住棚節了，阿們！ 
 
研讀聖經是我的熱情，也是我的負擔，尤其是讀摩西五經。你知道研讀到這個摩西五經裏面，
到達每一個地名發生了什麽樣的事情，包含當時會幕的尺寸，器具的一些的材料，那些建造
的方式，我非常有興趣，甚至是到了利未記，牛怎麽殺，羊怎麽獻，它那個塊子、胸怎麽舉，
腿怎麽放，我非常的有興趣研讀在這其中。但是你知道在全職服侍當中，這些幾乎都用不到。
除非你烤肉了，才有可能會用到那種切塊子了，皮跟肉怎麽去處理，尤其是學了節期，我又
花很多時間在節期上面去研讀。我就說主你幫助我看懂你的話語好不好？我每次讀你話語的
時候，你讓我所讀的真實的幫助我，在我生活當中我能夠去了解，能夠去明白。如果都說舊
約只不過是預言在新約當中的實現，新約是完全的實現了舊約。那我花時間在新約上就好了，
舊約老是去讀就是可能讀尺寸，讀器具，甚至是讀那些獻祭、牛羊啊，我想我可能不需要花
這麽多時間，我就好好讀新約就好了。但是我覺得這一陣子，透過江牧師這連續這幾篇父所
要的真實的敬拜者。 
 
我就說我真的渴望成為一個真實的一個敬拜者。我要讀懂你的話，如果要花時間在你的話語
上面，你的話語來對我發出亮光，我就向你的話語來明白。你說你的話字字句句都像是在爐
中煉凈過的金子一樣，像銀子一樣。你說你的話一點一畫都不可以廢去，我就相信我再去讀
這些感覺很枯燥的經文的時候，我相信其中一定有神向我們愛的細膩的表現。阿們！所以我
們今天要透過利未記來看看，主原來在我的今天當中，我過節期，我過贖罪日，我過吹角節，
我要預備到住棚節。我真的不是糊裏糊塗的在過節，而是我可以細膩的去了解到，神原來你
有愛要向我彰顯，原來你有愛要向我啟示，原來你有愛要向我表達。 
 
在利未記 16 章的時候，你再去讀到的時候，你會發現要過贖罪日，我研究發現，所有獻祭
裏面贖罪日當天要獻祭是最麻煩的獻祭。從你早上起來，利未記 16 章就告訴你，你需要用
水洗身，你要準備牛。民眾要準備牛，準備羊，為自己你要準備兩只公羊。另外你還要再準
備兩只，一只是要獻給耶和華的，一只要歸給阿撒瀉勒，就是要丟到曠野裏面的。那用水洗
身，點香灑血。要這樣灑血，朝向東面灑，怎麽灑怎麽做好繁復。而且這樣的整個獻祭的過
程一年幾次？一次。我就想說，如果我是大祭司，去年做的我一定會忘記，一年才做一次，
而且過程又特別的繁復。我們透過利未記 16 章，我們記錄在贖罪日的時候，其實發生了一



件事，那就是當時亞倫的孩子拿答、亞比戶，他們因為獻了凡火，以至於被神擊殺。 
 
所以在利未記第 10章講了這件事以後，從第 11章到 15 章就開始進入了一段告訴你什麽叫
做潔凈，什麽叫不潔凈。鳥，去看看孕婦，又去看看長大麻風，又去看看房屋。我都多麽希
望利未記 11 章到 15 章這一段可以跳過。你有跳過讀嗎？你們都很認真的讀完。我每次都
是那段很快的跳過，然後到了第 16章，不錯一個贖罪日。所以我就說主，你到底要向我顯
明什麽意思？所以我透過這次讀的過程裏面，我發現有幾個神很特別想對我們說的： 
 
第一件事，那就是在所有預備牛羊宰殺的過程裏面，我看到了一個阿爸父渴望他的孩子來見
他的心。你說一年才一次，有這樣的父親嗎？有這樣的父親說要你一年來一次見他，我才發
現原來神要告訴我一件事，就是在整個擊殺的過程裏面，曾經有人說過，哇神好可怕，我不
知道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如果大祭司沒有好好的遵照神的指示，照指令獻上凡火，你知道他
們的衣服旁邊都還有一些鈴鐺，對不對？背後還有一條繩子是不是？走進去外面的祭司要幹
嘛？要聽那個鈴鐺聲。如果沒有聽到鈴鐺聲的時候，繩子拉一拉，如果那個繩子還沒有回復
你，都沒有動那就表示死了，再往外拖出來。如果您是祭司，你很想一年一次進去的有沒有，
您再想想亞倫，要進去的是他。 
 
他的兩個兒子就是死在這件事情上面，你怎麽進去？對你而言神會不會很可怕？搞錯了，家
人們。不是神可怕，是罪很可怕。是因為神要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從第 10章一直到第 16
章，第 10 章講到亞倫的孩子拿答、亞比戶被擊殺的過程以後，11 章到 15 章細節都告訴你
什麽叫潔凈，什麽叫不潔凈。 
 
那個是汙穢，這個是潔凈。讓你看了所有的事情，想要教導一件事情，孩子，罪很可怕。因
為來到我面前不是我很可怕，是罪很可怕。所以你來到神的面前，你必須要去知道一個父親
的心，父親渴望我們去朝見他，父親渴望我們來去敬拜他。 
 
但是中間有個東西隔絕，那個東西就叫做罪。所以藉著贖罪日來幫助我們一件事情，不是著
重在贖罪，贖罪日是要幫助我們透過整個殺牛的過程，宰羊的過程，繁復的那種獻祭的過程
裏面，要讓你知道一件事情，原來罪在你我的生命當中，影響的是我們可以來到父親的面前，
享受他的愛。 
 
本來我們是與神天天見面，本來我們是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因為罪的隔絕，你還需要透
過贖罪日一年只可以一次來到他的面前。不是神很可怕，是什麽？罪很可怕。所以贖罪日的
第一件事情要教導我們的就是要先勾起你對聖潔的認識。 
 
因為如果我們不聖潔的話，我們進不到神的面前，我們沒有辦法去敬拜他。如果我們聖潔感
沒有被恢復的話，親愛的家人，贖罪日最重要的就是讓你去看重原來這叫聖潔，這個叫做不
聖潔。因為這件事情神要告訴我們，罪的影響力是要讓你知道罪所帶來的影響，帶來的結果
就是永遠的死亡，與神永遠的分開，這是罪的影響力。 
 
但是在現今你我的社會當中，我們對罪越來越沒有感覺。因為我們會覺得罪是在生活當中正
常，而聖潔只是人對道德的偏執而已。您仔細想想是不是？罪就是生活當中很正常的一些事
情，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這些事。我們開始失去了對這個時代罪的敏感和傷痛。 
 



pandemic 到現在所有的各行各業全部都是衰微、衰敗。只有一個行業 300%以上的成長，色
情網站，色情行業、情欲這方面的事情在網站上面蓬勃的發展。淫亂、墮落在這過去的兩年
之間，造成墮胎的孩子數不斷的提升，甚至造成你我之間的分裂。權力、名利的追求，在這
時代權柄的混亂，教育的混亂，錢財的貪婪，總覺得我的錢賺的不夠。我對世界的貪愛，關
系上面有沖突，我不饒恕，不解怨。甚至在這段期間，多少人沈溺在電動玩具當中，沈溺在
手機上癮的裏面。反觀教會看看基督徒，基督徒開始對聖經輕乎，虛假敷衍的信仰生活，聚
會開始懶散，不潔凈的口舌、人本主義進到教會的當中，對神所有的帶領充滿著不信、埋怨。
我裏面的不順服，驕傲、自義、聚會稍微有點聽不下，手機立刻拿出來滑。這都是我們現在
在做的一切事情。你覺得亞倫當時兩個孩子，獻上凡火這件事情在今天的教會當中有沒有？ 
 
所以贖罪日這件事情提醒我們不是神好可怕，不，是罪很可惡，是罪很可怕。所以說這件事
情是提醒我們，孩子，我渴望你來到我的面前，我渴望我們恢復一個愛的關系。我們渴望真
的有一個敬拜的一個實際，但是罪會讓我開始對於聖潔的那條界限不清楚。很多人就覺得反
正我周日來聚會，反正我有參加小家。但是當我們開始每一天要活在神的面前，尤其前陣子
講的父要一個真實的敬拜者，連續這三篇的講道，到上周的時候已經把我們帶到一個至聖所。
你已經在至聖所與神相會了，你已經活在至聖所當中的人，您知不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
在神的面前，我必須要了解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知道他是一位聖潔的神，他是一個烈火的
神，藉著贖罪日來提醒我，這十天真的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我真的要求主的寶血來潔凈
我，我真的要求主的恩典來憐憫我，真的改變我的生活。 
 
讓 5782年我不再過我原來的樣子。每次我來到聚會的時候，我的敬拜要不一樣，坐下來聽
道的時候，我的回應要不一樣。參加小家的時候，我的參與度要不一樣。我們現在周周在線
上見面，日日在線上見面，我們開始走向一個新的形態了。這是一種教會的時代，一個新的
形態。我們真的回到初代教會時時、日日、周周見面聚會了，如果我對罪沒有一種恢復的話，
你會輕乎基督的死。你會以為：反正我會上天堂，反正我已經得救了。你會輕乎原來贖罪日
是要把我帶到跟神一種親密的關系，你會輕乎原來準備細麻衣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對罪
的感覺沒有恢復的話，我的冠冕到底有沒有預備好，公義的冠冕，為那個是羨慕他顯現的人
存留的，為沒有備好存留的。還有我到底預備好了嗎？我可不可以跟神一起做王？你知道不
對的人做王是國家的災難，你看看美國現在，你看看加州，那你覺得你做王管理那三座城，
五座城對他們是祝福還是一場災難？我們這個人真的需要被改變到一種地步，知道什麽叫做
榮耀，什麽叫做聖潔。所以贖罪日不是神好可怕，是讓我我趕快認罪悔改，求他赦免。贖罪
是最後一件事，是恢復我裏面一個聖潔的力量。說阿爸我一定要跟你連接，我一定要跟你相
愛，我要停在至聖所與你相會。我在與你之間，我不要有任何罪的隔絕。 
 
我年輕的時候剛服侍，當時我跟著一個牧師，我跟他學服侍，我們當時幫助一個人，他投資
失敗，所以他就放棄自我了。他沒錢了，虧了大概幾千萬，他就放棄自我，他也不回家了，
無家可歸。然後他就開始流浪，到處去流浪，他就開始撿那個垃圾桶裏面的食物去吃，那時
候就睡在教會的門口。牧師看了很心疼，所以當時牧師就把他帶進教會，你知道他推著一個
破的三輪車，身上那個衣服又臟又臭，他的鞋子就是塑膠帶，你知道嗎？靠近他的時候，真
的覺得那個撲鼻而來的味道，真的有點受不了。所以當時我剛服侍的那間教會的牧師，就把
他帶到教會洗澡，就買一些衣服給他穿。我就接待他在家裏吃三餐，讓他過正常人的生活。 
 
然後那時候我們教會不大，每周都有愛宴，然後又讓他參加團契互動，恢復到與人際關系的
這種互動。然後當時還特別找人幫他找個工作，去賣彩券。你知道彩券不用什麽技能，我們



都覺得這個人好像在往正向走，對不對？一個月以後，這個人跑掉了，知道嗎？他回去繼續
過撿垃圾，翻垃圾的找食物吃，繼續在做這個事情。為什麽？因為我後來找到他，幹嘛，你
為什麽要這樣，有誰欺負你嗎？還是我們的態度讓你不舒服。他說：因為太不自由了，太麻
煩了，要跟人家相處在一起，太不自由了。他說我現在自由，可是你在旁邊，你看他那個樣
子就不會是一個人該有的生活。不，那個人你不可以不用活到這個樣子的，不是嗎？你是可
以有正常人際關系，人會失敗，但是你還有機會重新再起嗎？你為什麽要放棄自我變成這個
樣子？ 
 
如果一個人，一個基督徒沒有正確地去看待一個永恒的榮耀，沒有去看到那個公義聖潔的冠
冕，卻沒有去看到原來與這位聖潔的神。每一天能夠在敬拜的當中，在榮耀的當中，在至聖
所當中與他相會。就像我們剛剛詩歌所講的，我願意在殿中枉費我的時間，枉費我的年日。
為什麽他願意枉費？因為他看到了那位榮耀的主，他看到了他的榮光，他看到了。如果沒有
看到的人，他會覺得你追求今生的享受，追求今生的榮耀，那是他所寶貝的。看到了嗎？你
有看到那個差異嗎？我們覺得你可以不用過這樣的生活，你可以活出一個人榮耀的樣子。 
 
今天神看我們就是這樣，你可以活出我創造你該有的榮耀的、華美的，你是我手中的傑作。
但我覺得追求我今世的快樂，追求我今世的享受，甚至是我也覺得這個也不算是罪，也沒什
麽關系，我也蠻快樂的，我也蠻自由的，就像是我們看那個人一樣。 
 
我們來看經文： 
【彼後 2:20】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汙穢，後來又在其中被纏
住、製伏，他們末後的景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彼得後書 2:20 和合本) 
 
上面說到如果一個人因為認識了主，認識了救主耶穌基督，他得以脫離了世上的汙穢。但是
後來又再回到其中，被纏住，被製伏了，他們末後的情況就更不好了。他們曉得義路竟然又
背棄了傳給他們的神聖的命令，這種人倒不如不認識福音。彼得他說了一句話，他說就像是
狗轉過去，吃它剛剛吐出來的東西。而豬它又剛剛洗凈以後，又回到它剛打滾的泥裏面。贖
罪日的第一個很重要的屬靈含義。這麽復雜的殺牛宰羊，這麽復雜的獻上香，這麽復雜的這
種過程，一年一次真的不是要神來找麻煩，是神要讓你知道，原來在你我生命當中，罪真的
要很認真的去對付，你一定要看到為什麽那麽復雜的手續，為什麽？ 
 
因為罪造成我們與神之間的攔阻，上一周江牧師的信息裏面說到，我們有一位大祭司，並非
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早上參加晨禱的，你一定會禱讀到這句話，他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
弱，他也凡事受試探，他與我們一樣，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他的施恩座前，求憐憫，做這麽隨時的幫助，多好。我少了哪句
話，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可以領受一個不犯罪的生命在我們的裏面，我們不用老是都
說：“主赦免我，你知道我的軟弱”。多年來了都是這樣，就是老是在罪中打轉，似乎起不來
一個力量。 
 
但是你可以支取一個不犯罪的生命在你的裏面。在這次的十天的當中，家人們把握一個機會
好嗎？你來到神的面前禱告到贖罪日，我們還有這幾天，把握這幾天說主你給我一個力量，
讓我裏面的聖潔感被恢復過來。主我要向你要一個不犯罪的生命，好讓我可以來到你的面前
求恩惠，蒙憐憫，做我隨時的幫助。是一年一次進入至聖所，還是可以隨時來到他施恩座前，



是隨時。今天神的恩典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恩惠，基督作為那個幔子為我們裂開，你一定要把
握這個機會。我們已經不在舊約了，我們在新約，我們真的可以藉著這幔子穿過幔子，我可
以來到神的面前。 
 
我求一個不犯罪的生命在我的裏面，我可以對主說：主啊，把這個不犯罪的生命給我。我跌
倒的時候，我軟弱的時候我不害怕，我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你的施恩座前，求憐憫蒙恩惠，
做我隨時的幫助。 
 
我們來看一個經文好嗎？ 
【來 9:13-14】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
體潔凈，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凈你們的良
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嗎？ 
 
   三件事他的血滴帶來改變：第一：洗凈你我的良心，你的心被改變了。第二，除去你們
的死刑，其實更好一點的翻譯就是，他開始會帶你遠離那些把你帶向死亡的行為。這是一個
動態的動詞，持續性的動詞，進行式的動詞。他說神會開始做一件事，把你帶離遠離，以至
於走向死亡的那個行為，他會把你開始帶遠離，讓你來做一件事。那個侍奉( עובד )的原文其實
是一個敬拜，然後你可以開始敬拜這位永生神。我看到這一節的時候，好感恩。我就說主，
謝謝你，你一次而永遠的獻上讓我有一個機會，我的心可以被改變。我今天來到你面前，我
的敬拜可以不一樣，我的生命每年都在成長，我開始可以結果子 ，別人也可以看出我的不
同。原來我在讀經當中，原來你這麽的愛我，愛我愛到一種地步。你不但渴望潔凈我的心，
你還要讓我遠離，以至於死的那些的行為，讓我可以真實的連於靠近你，跟你一起享受，就
享受你的恩典。 
 
原來贖罪日一年一次，在過去是大祭司，是亞倫勾起傷痛的回憶，是一個嚴厲的提醒。但是
在今日，對於我們只是提醒我們，那就是恢復我們對罪的敏銳。也提醒我們，我們可以靠近
神對我們的愛。所以如果下次你去看到這個經文寫到，如果我們不小心被神擊殺， 是神可
怕還是罪可怕？是罪可怕，不是神可怕，神是愛，但神也是烈火，神也是公義。所以藉著他
的愛，把一切的罪除去。在你殺牛宰羊的過程裏面，繁瑣的復雜當中，看見耶穌基督都為我
們成就這一切了，阿們！所以停留在至聖所裏，人們停留在至聖所。 
 
上次三篇的信息都是教導我們，我們的心已經被潔凈了。學會怎麽在至聖所侍奉，學會怎麽
停留在至聖所。但是接下來的經文就告訴你，你留在至聖所，你該註意些什麽。在利未記第
16章，預備一切的牛，預備完你的衣服以後，亞倫進入到至聖所。經過幔子的時候，他要做
一件事，他做什麽事，拿香爐，從耶和華的面前的壇上盛滿火炭，又拿一桶倒細的香料都帶
入那裏，表示他已經進到裏了。現在在哪裏是至聖所，他要在耶和華的面前。 
 
我們一起來讀利未記 16:13-14 
在耶和華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煙雲遮掩法櫃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 (利未記 
16:13 和合本)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頭彈在施恩座的東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彈血七次。 (利未記 16:14 
和合本) 
 
請把香放在火上，是香的煙雲遮掩法櫃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我在想那個煙要多多，有沒



有想過這個，想象一下，那個香要多，你可以想象，我現在潔凈了，我準備要進入至聖所了，
走進去了,一年一次，小心一點，身上要發出聲音，要不然外面的人會把你拉出去。前陣子這
個孩子獻上燔火就死掉了。你看那個傷痛的回憶,帶著敬畏,現在走進去，拿著火爐，拿著火
炭，然後把香放在火上。那個香放在火上就會有煙雲。然後要遮掩整個法櫃上的施恩座。我
就想說當時至聖所有空調嗎？至聖所會有煙。我看得見嗎？為什麽神要這麽做，讓我在整個
至聖所裏面都是煙看不見約櫃，然後在那裏服侍，我就在那裏禱告一件事，說主，你到底要
教我什麽，我就在禱告，我覺得神就提醒我，聖經裏面的香大部分都是預表我們的禱告，就
是我們對神的一個言語。把我的言語這個搗細的言語，細膩的言語放到火上，如同被火試煉
一樣。當這個煙雨彌漫的時候，我在神的面前被遮掩、被遮蓋，我就被保護，原來是這個意
思。我們停留在至聖所當中，享受神的榮美。 
 
原來還有一件要去註意的事情，就是註意我的口，5780年到 5789年是 פה peh的十年，פה  peh
就是用口所說話的十年。而 5782年 ，你看希伯來文，就是一個叫做 פה peh，一個叫做 בית bet。
那個意思就是我的口能夠從那個 בית bet 就是像房子一樣，它的象形的意思像房子從這個家
中，能夠去宣告、去說出一些創造性的話語，在家中說出一些創造性的話語。所以你會發覺，
在你我的家中，一個真實的敬拜者不在乎在殿中還是在家中。我是停留在神面前的一個人，
我停留在至聖所裏面的人，我的言語就很重要，所以跟你的配偶的相處，跟你孩子的相處，
你的言語就必須去說出像在至聖所一樣敬畏神的話。 
 
在贖罪日這段期間，輾轉得知我們家中弟兄姐妹會有些爭吵的時候，偶爾會有些的爭吵，會
有些的摩擦，會有些的沖突。不管與你的配偶或與你的孩子，在這段贖罪日的期間，你真的
要把你的言語帶到神的面前。主願我的言語是如同的搗細的香，以至於我可以放在火的上面，
使著煙雲能夠遮蓋，我可以得著你的悅納和喜悅。已過的這半年，其實從來到慕主大概這半
年，我覺得神在我身上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我就發覺神越來越嚴厲，在我的說話的上面，
我的性格比較活潑調皮。所以有時候我的講話會想要帶點一些搞笑啊，有時候會帶點一些誇
大，就想讓當時的氛圍不錯。有時候就是在這個人的經歷上面，在我們談話的裏面稍微就加
油添醋，造成笑料。那我就發覺神就開始在修剪我的說話。另外一點就是我過去的工作，我
成長的背景裏面，造成我有一種的下意識的習慣就很容易去允諾別人。但你弄完別人之後，
我都忘了，我到底剛剛答應他什麽。然後甚至我很容易去說出謊言，我的那個謊言就越來越
明顯。不是說我越來越開始多說謊言，而是我越來越發現我自己常講謊言。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認真的在我生命裏面，我就迫切的禱告說，勒住我的舌頭，為我的舌頭行
割禮，甚至我讀到以賽亞書。我就說主，求你差派天使拿那個火炭來燙我的舌頭都可以，我
就是那個嘴唇不潔的民。我就說我這很糟，有一陣子我是真的厭惡我的說話，我厭惡到我自
己的聲音。我一說話我就說，真糟糕，怎麽不說還好越說越糟，那個言語幾乎到了嘴邊了。
你告訴自己不要說，不要說，但是還是說了,我裏面的那個氣憤，我裏面的那個懊惱，我裏面
的那個沮喪，對我的舌頭，對我的嘴巴，我真的是很憤怒，但是我又無能為力。我說主，你
救救我好不好？我一直在禱告，就是說主你給我一個恩典，讓我成為一個傳講你話語的人，
讓我成為一個能夠傳講話語是真實的人。但是我這樣一個虛假的舌頭，怎麽有辦法傳講真實
呢？我在主面前禱告，所以有一陣子我就說主幫助我，我的口不說謊言，我勒住我舌頭，我
告訴我自己不說謊言，從那天勵誌開始之後，我幾乎天天說謊言。我說主你憐憫我，你救我，
我沒有辦法，我真的沒有辦法。後來我真的是有一陣子我開始就感謝主,後來疫情可以戴口
罩，戴口罩我就開始不說話，不說話可以吧？真的說話就說謊言，那我就勒住我的口，我就
不說話。在我們的會議的當中，回到家的裏面，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我就開始變得不



說話了，就開始比手畫腳，甚至我都覺得我自己會不會矯往過正，過正到一種地步。我覺得
我是不是開始要開始往一種錯誤的一種的操練，我是不是不講話就好。因為我已厭惡我自己
的講話，但我後來我就開始禱告，從饗宴那個時候我為了我自己的羞恥，承認我為自己的羞
恥悔改。我為我自己的羞恥，我能夠勇敢的去突破。 
 
江牧師也常常提醒我，你就告訴自己，如果說我說錯了，如果說謊了，立刻就回去道歉去澄
清。你知道這個是很傷面子的，你知道嗎？有時候是你開玩笑，哈哈哈哈誇張了一下，這時
候你旁邊有個糾察隊就是我太太突然就跳出來，你誇張了，然後我就說，就誇張，哈哈搓湯
圓，打哈哈，稀裏糊塗，這是我還蠻厲害的，裝傻永遠是面對困難最好的辦法。我就以為這
樣可以，但神就很嚴厲的對付我，我說主足夠了，真的夠了，你赦免我，潔凈我。我的謊言
不是說為了要做了什麽事，我想要彌補我的,我的謊言是在還沒跟人見面之前，萬一我心裏
想，但我會遇到他，我要預備什麽樣的說辭呢？我的謊言是在我說話之前已經在我的口裏面
了，所以我在這面前真的很徹底的悔改，求神來潔凈我。 
 
那天很特別，在今年的年初我就抽到了一張經文卡，裏面寫的，我到現在還保留著放在我手
機裏面。經文卡寫著：孩子你常常因為說話造成人際的困擾，哪一張沒抽到偏偏抽到這張，
但你要知道，口舌是我所造的。我說主，我就把我的口舌完全的獻給主。然後那天我就禱告
說，主你給我一個 sign(記號)，讓我知道，其實我可以的。那天在禱告的時候，主就一句話
就進入到我的心裏。就是一個名字叫做拿但業，拿但業這個名字立刻就到了我的腦中，立刻
就浮現出一句話，他說拿撒勒還可以出什麽好的嗎？但是當這個拿但業跑去見耶穌的時候，
耶穌對他說，你是個真以色列人，你是心裏沒有詭詐的。這句話立刻進入到我的裏面。我說
主原來我可以成為一個心裏沒有詭詐的人，我可以成為一個真的基督徒，我可以成為一個真
的以色列人，求主幫助我。從那天我開始一次禱告，慢慢在我的口中的話語就開始改變，不
僅謊言從我的口中好像挪開，我的口能夠勇敢的去說出我心裏真實的感受。我的謊言裏面還
包含著隱藏我的感受，明明不舒服，我看到你我就不舒服，但是我的嘴巴還會說，看到你我
真開心 ，這是虛偽。對，我是個虛偽的人。我承認這個謊言就讓我成為一個討好虛偽的假
基督徒。所以至於我說主我不夠資格，我也沒有那個能力去訴說你真實的話語，赦免我這個
人。所以從那以後我開始去改變我的口，那你也不能老是心裏我看你不舒服，這種話就講出
來。所以我禱告，主你幫助我改變我的心，讓我的心沒有詭詐，以至於我能夠去說出真實的
話語。我的心跟我的口連接合一，我可以成為一個真以色列人。所以從那時候神就開始在我
的口中開始做一個改變。 
 
直到這次我開始研究月朔，我開始研究贖罪日。這句話好像在我的裏面突然點亮了起來。你
要把香搗細的香放在哪裏？火上，以至於整個煙霧可以遮蓋約櫃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
在贖罪日的獻祭的過程當中，只有這件事不是說殺牛殺的不好，宰羊宰的不對，而不是獻祭
的過程錯誤，手沒有洗凈，沒有完全從頭到尾，只有講一句是一句話，那就是免得他死亡是
在哪一件事，就是香有沒有放在火上。我震驚在神的面前說，主你改變我，你改變我，讓我
看見罪的可怕，讓我看見我的舌頭進入到至聖所做的第一件事。香要放在哪裏？火上，以至
於我的舌頭能夠被潔凈，我可以停留在至聖所裏面。 
 
親愛的家人，嘴巴最隨便的地方在哪裏？在家裏，在你熟悉的人的旁邊，他也不是叫我們從
今天開始，我的嘴巴不講話了，而是說主在 5782年，5780年到 5789年 ，這 פה peh十年，
我們的口真的要被潔凈到一種地步。你要嚴肅的看待一件事情，如果香沒有放在火上，煙霧
沒有遮蓋，約櫃上的施恩座。下句話是什麽？有看到這個嚴重性嗎？你知道這嚴重性嗎？以



至於我知道夠嚴重。所以我認真的看待這件事情，我說主憐憫我，對付我的謊言，幫助我從
那一次三篇的信息教導我們成為一個真實的敬拜者。就是常常感謝，常常贊美從我的心發出
感謝贊美。 
 
所以我們看希伯來書經文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贊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希伯
來書 13:15 和合本)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必吃它所結的果子。 (箴言 18:21 和合本) 
 
你在吃什麽果子？主幫助我，也幫助我們親愛的家人，贖罪日這段期間我們真的是進入到了
5782年，就是在這一段的期間，我們可以看到什麽？5782年就是在神的家中發出言語。就
在這一年，神要做一個很特別是，藉著我們的口，真的會帶來一種創造性的改變，為你的婚
姻，為你的兒女，真的為你自己常常去說的話，去說出可以把人裏面大能者呼喚出來的言語，
去說出安慰，去說出勸誡。哪怕是說出責備的時候，都可以讓這個人心可以回轉過來，徹底
的對付自己的舌頭。以至於我對我的配偶，對我的兒女，對我的家人，對我所周遭每一個人
所說話的時候，我真的去迫切的禱告，真實的禱告。 
 
願我們每一位家人，在各地線上的家人，我們真的越到末後的時代，我們真的心裏是沒有詭
詐的，我們能夠成為神的真兒女，阿們！以至於他認出。拿但業是第一次見到耶穌，耶穌對
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拿但業，你是真以色列人，看哪，你是真以色列人，心裏沒有詭詐的。我
也很害怕，萬一有一天那一日我到了主基督的臺前，他對我說，吳蒙恩，你是個假傳道人，
你是一個嘴裏充滿謊言的，我腿就軟了，我就倒在那裏，我再也沒有悔改的機會。但如果今
天神突然在我一生的時候，他突然對我說，你是個真兒女，你是心裏沒有詭詐的，我絕對在
神的審判臺前跳舞贊美。夠了夠了，我都不在乎我這一輩子活出了什麽，做了什麽，或者是
我完成了什麽事工，基督的一句的認可，我一生值了。好棒，所以停留在至聖所裏面。第一
件事就是香要放在哪裏？火上，你我的言語是能夠放在火上被試驗，出帶出來的香氣。這在
約櫃上面的施恩座是帶給我們生命。阿們！ 
 
第三，要開始看這個經文，我們剛剛第一步殺牛宰羊，對不對？贖罪日第一件事提醒我們罪
很可怕，恢復我們聖潔的感覺，知道什麽是潔凈，什麽是不潔凈。開始我進入到幔子裏面了，
第一件事情要把香放在火上，就是提醒我的嘴，我的言語。但是這時候亞倫還要做一件很特
別的事情。利未記 16 章 16節說到了，他把香放在火上以後，他要做一件事，他要為聖所贖
罪，使聖所脫離以色列人的不潔和他們的過犯，就是他們的一切罪孽。然後他在會幕同樣的
贖罪，因為會幕和他們在一起，在他們不潔的中間，聖所是潔凈的。為什麽要為聖所來贖罪
呢？至聖所是至聖的，holy 的 holy ，為什麽要為聖所會幕來贖罪呢？你說為著我的言語，
為著百姓的罪贖罪，那是正常，那我怎麽會來為至聖所來贖罪，這種感覺就是主，我今天來
為教會來認罪，所以這有點不符合邏輯。 
 
但是實際上你去看他最後一句給了答案，不是會幕有罪，不是聖所有罪，是因為會幕和他們
在一起，在不潔的中間。所以贖罪人帶給我們一個很神聖的一個認知和教導。就是今天教會
要藉著禱告，我們能夠帶來這地潔凈的力量，為聖所贖罪。不是因為聖所犯的罪，而是因為
聖所在這裏，我們在這汙穢、悖逆的環境當中，教會必須藉著禱告恢復。我們可以把這地帶
來潔凈、帶來醫治、帶來赦免。整個百姓是因著聖所而得著潔凈和恢復。我們為這地的潔凈
的禱告。 



 
我真的很感恩，我在慕主先鋒教會，我們教會真的是一個禱告的教會，是一個以禱告為根基
建立的教會。我們過去我們參與，我們為加州禱告，我們為美國禱告，前陣子有安排一種從
costco 那邊拿到一些物資，我們拿到物資去給人的時候，我們也為那些拿到物資的人來禱
告。前陣子周五的晚上在我們教會的 parking lot 大堂前面，我們為阿富汗禱告。現在每天
我們周一到周五，我們有晨禱，我們有午禱小家，也有 3×3的禱告會。兒童青少年禮拜一到
禮拜四都有禱告會。一起去禱讀神的話，一起禱告。我們的青少年在周六的早上，也在我們
的MPR，有琴與爐的禱告會，教會有二十四期，各牧區，包括我們臺灣的教會、利未牧師的
教會，我們都一起接上了城墻禱告。我們周日的早上我們有禱告會，我們也有為以色列的禱
告會，教會有許多的禱告會是為了恢復這個教會，真的我們可以為這地來帶來一個潔凈，帶
來恢復。 
 
但我剛剛所說的這些禱告會當中，家人們，我們真的沒有任何借口說:“我實在太忙，沒有辦
法參加”。從周一到周日，從早上、中午到晚上，從兒童、青少年、成年人到年長者，我們
都預備了相應的禱告會。有預言說：基督回來的那天，一定會是贖罪日。如果主回來時要省
察我們：到底能不能為這地帶來潔凈，帶來恢復，帶來醫治？因此，我要參與在所有的禱告
會中。如果我有一個借口：“我實在太忙了！忙到一種地步，我沒有辦法參與這個禱告。”
我雖然在至聖所裏面，雖然我的言語也有一些謹慎，但是我到底能不能為這地帶來潔凈，這
就是贖罪日亞倫需要為會所做的贖罪禱告，最重要的就是：教會必須有能力為這地帶來潔凈
恢復！因此，我實在沒有借口說：“我沒有辦法參加。”這麽多的禱告會：早上、中午、晚上，
從年紀最小到年紀最大，你可以陪你的孩子參加。我就陪著我的孩子，有時候中午沒時間，
我就陪著我孩子參加晚上的；有時候中午可以，我就參加中午的；早上晨禱我們都在一起，
我們真的現在是天天見面，有時候一天見面兩次、三次。我們正在恢復——活在贖罪日中，
這會成為常態，贖罪日不再是一年一次，而是每一天我們都在為這地帶來潔凈恢復。 
 
以賽亞書 59章 16-18節對我的心有很深的震撼：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義扶持自己。 (以賽
亞書 59:16 和合本) 
他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衣服，以熱心為外袍。 (以賽
亞書 59:17 和合本) 
他必按人的行為施報，惱怒他的敵人，報復他的仇敵，向眾海島施行報應。 (以賽亞書 59:18 
和合本)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
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這是好的，在 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提摩太前書 
2:1-3 和合本) 
 
今年是猶太歷 5782年，是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從過去的七年的不斷回推，每隔七年的確都
發生了一些震蕩。上周江牧師說到，5782 年將會有極大震蕩，但也會帶來極大的復興。藉
著禱告，我們停留在至聖所時，我們有平安，我們有遮蓋，同時，我們能夠敏銳地發現，從
1973年、1980年、1987年、1994年、2001年、2008年、2015年、2016年到現在 2021
年、2022 年，每隔七年都在世界各地發生極大的震蕩，不管是石油危機、股市崩盤、或是
股市低迷、或是證券南擊潰、或是重大疾病，幾乎都是在七年當中。神不斷的提醒我們，每
七年的循環，教會必須能夠起來，為這裏帶來禱告、帶來醫治、帶來潔凈、帶來恢復。我們
必須要回到聖所裏面，透過這些的禱告帶來真實的改變。阿們！ 



 
所以鼓勵我們慕主的家人，也鼓勵線上的家人，不管您在哪裏，鼓勵您參與您的教會贖罪日
的聚會，你一定要來到現場參與你所屬教會的贖罪日禱告會。那天，我們敬拜，我們禱告，
我們不是只是在認罪而已，我們是潔凈我們的言語，恢復我們的聖潔，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
帶來這地的潔凈。而當天，也是我們所屬的加州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在那一天，我們為這地
禱告；在這幾天，我們為這地帶來改變：我相信，我們可以看見神所允諾的公平公義，神照
著祂的恩慈，必定要施行在這塊土地上面。阿們！你必須要這樣的相信！仇敵不管怎麽做，
神兒女只要聚在一起禱告，在那獨特的一天當中，我們的禱告能夠帶來這地真實的潔凈和恢
復。阿們！所以鼓勵您：如果您是慕主的家人，您可以參與我們的禱告會；如果您是其他教
會家人，參加您教會的贖罪日的禱告、贖罪日的聚集。願那一天，我們可以為這地帶來一個
真實的恢復。 
 
最後，殺牛宰羊是要恢復我的聖潔，讓我看到罪的可怕；把香放在火上，是要我知道，當我
的言語被改變的時候，我可以從這個家中，從教會當中，發出有能力的宣告；為會所贖罪，
是要使教會能夠重新站立在他該站的位置，為這地帶來潔凈和恢復。 
 
第四在利未記 25 章 8—10節，“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
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
聲。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
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 (利未記 25:8-10 和合本) 
 
不單是吹角節，你要吹角，連在贖罪日的當天也要吹角，而這個吹角有一個很榮耀的意義，
除了是預表基督要再來之外，更要使人可以得著自由。末後的大收割，釋放人得著自由，是
會在贖罪日藉著我們的禱告帶來潔凈，以後人心得到釋放。當你真實的相信，在這地我們一
同禱告，我們一起敬拜，我們真的言語被改變，聖潔感被恢復，罪惡被除去的時候，家人們
同心合一，這個教會就會 Ecclesia אקלסיה (古希臘語意思是興起)，真的帶來為這地的恢復：我
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就捆綁；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真的要為我們來釋放。更重要
的是，我們可以宣告：自由！自由!但是這個宣告如何在你我的生命當中實際的發生呢？ 
 
申命記 15 章 1—6節：“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其實就是今年 5782年，“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都豁免了，你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因為
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如果借給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討，但是借給你的弟兄，無論
是什麽，你都要松手”。後面是對神對我們一個極大的宣告：“你若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
你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耶和華你
神必大大賜福於你。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必照所應許你的賜福於你。你被借給許多國民，卻不
至於向他們借貸。你必管轄許多國民，他們卻不能管轄你。”贖罪日雖然是一個嚴肅的日子，
祭祀非常的繁瑣，一年一次進入，香要放在火上，免得死亡。 
 
我要為這個聖所贖罪，更重要的是，我還可以宣告什麽人可以得到自由，但是人要宣告得到
自由，關鍵是你我的手要松手，使人得到豁免。你們還記得以祿月在 ראש השנה Rosh Hashana
的新年之前，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去恢復關系，對不對？ 
 
該饒恕的饒恕，該赦免的赦免，該恢復的恢復，恢復與父母親的關系，恢復與全民的關系。
所以前一陣子講到真實的敬拜者，一直講到就是，你真實的去向全民表達你的愛，你可以得



醫治，你的全民也得醫治，你的父母也得了醫治。 
 
在結束那天，我分享到我寫了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在過去服侍的時候，有一段期間，我後來
離開那個教會，我是帶著很傷痛，充滿著一種的痛。我覺得我被騙了，我離開那個地方。但
是後來我就在神的面前說：主，幫助我。如果我老是想到這件事情，每次說你要恢復關系，
每次對我說，你要饒恕、赦免的時候，說實在這件事已經不會再煩到我了。但是好像那個關
系就會在我的裏面有疙瘩，我就真的為這件事情，在神面前悔改。我說主你赦免我，你開我
的眼，我寫一封感謝信，雖然我不知道寄不寄得出去，寫一封真實的向我過去的那位權柄的
信。 
 
雖然我當下的感覺是很受傷，但我仍然說主，我要寫出感恩的話，我要去尊重我的權柄。我
就一邊寫，我就一邊哭，寫的過程，哭不是哭我自己好可憐，我怎麽被他惡待，被他欺負，
我一直是帶著很多悔改的眼淚，說主為什麽這七年來我都沒有去了解到他對我的恩典，跟他
對我的愛。 
 
我為什麽都沒有看見他為我所付出的一切。他雖然做了一些真實，是欺騙我跟傷害我的事，
但是主，為什麽我把這些事情放大到一種地步，他對我的愛，他對我的包容，他對我的鼓勵，
他對我的教導，我都視而不見。原來我過去的不饒恕，我覺得我不會受傷，其實使我蒙蔽了
雙眼，以至於我往往看不出來權柄對我背地的愛情。所以我很多時候安靜在神面前，我開始
去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就開始去禱告。我最近也寫了好多道歉信，好多悔改信，我就在寫的
過程裏面，我就發覺好多的畫面就在我的腦袋裏面一一浮現。 
 
我就看到其實不管是權柄，不管是家人，我開始感受到，別人對於我的一種恩典，我開始敏
銳的察覺到，我們常在講臺上聽到的，孤兒對愛是沒有感覺的。在這時候好像把我恢復到了
這個感覺。真的藉著你去豁免，就算了吧，真的是他虧欠你，真的是你借給他的，真的是他
借給你的，但是你就松手，後面所帶來的豐富使你反而更加真。阿摩司書九章十三節是我很
喜歡的一個經文。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耕種的必接續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原文作“消化”。見約珥書 3章 18節）。 (阿摩司書 9:13 和合本) 
 
他上面說的那句話其實跟恢復有關。他說請聽，日子將到，我要使那些收割的跟隨著那些撒
種的，踹葡萄的各地，隨著那些收割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以前讀這一段
的時候，我都不知道這一段到底在講什麽，不就是收割的跟著撒種的嗎？什麽踹葡萄的跟著
收割，這有什麽了不得的。後來我才去查，我發現一件事情，這個是一個豐盛的循環。 
 
在猶太地當中，他們一年只降兩次雨，春雨秋雨撒種完之後，你要等下一次的雨，你才可以
去撒種，等你撒種完了，你要在一直等它長，等到下一次雨的時候再收。這句話的意思是什
麽？意思是預表在贖罪日之後所帶來的，剛撒種完就收割，一收割完就立刻撒種，踹葡萄也
是葡萄才剛摘完，葡萄就成熟了，你們都不興奮嗎？然後大山就滴下甜酒，小山就流出牛奶。
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就想把我們帶到一種不可抗拒。 
 
我們的太習慣用所謂名詞，我講的比較俗一點，就是富到流油，你懂這個意思嗎？什麽叫富
到流油，我才剛采完葡萄，才剛踹完，葡萄就成熟了，我才剛種種子下去，我就開始收割了。



主非常豐盛的應許在贖罪日那天要發生。而且這預表我們在贖罪日當中，如果我們真的是松
手豁免那些得罪你的，傷害你的人，就饒恕，恢復，就像一個銀行的戶頭突然多了 1000萬
美金的人。你還會再去跟人家追討欠你 20 塊的人嗎？我常常在想，為什麽我不容易赦免，
那就是因為我還沒有常常感受到主對我愛的包容接納。我為什麽裏面看到這個人有疙瘩，那
就是表示其實我還沒有浸泡在神的愛裏浸泡的夠。我還不懂什麽叫恩典贖罪日，就是講這幾
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告訴你罪有多可怕，贖罪是為了恢復我與阿爸父的關系，不再是一年一次，而是隨時
隨地。當我的聖潔感被恢復的時候，我真的可以一直停留在至聖所與他相會。當一個停留在
至聖所裏面的人很註意到的一件事就是，你的香一定要搗得極細，香放在火上，使我的言語
日日在神的面前為神所喜悅。 
 
生死在舌頭的權限，我們可以吃這個果子，是個贊美的果子，得勝的果子，仁義的果子，公
義的果子，我的心裏是沒有詭詐的。5782 年我們活在神的面前，我們的心是沒有詭詐的，
我們的口舌是能夠說出一個大能創造性的言語，說出安慰造就全面。 
 
哪怕是責備勸誡，我都可以把人裏面的大能者呼喚出來。我可以常常參與教會的禱告會。因
為我知道教會有權柄，當我們同心合意參與在各樣禱告的時候，這地可以被潔凈。我們加州
可以被翻轉，美國可以被翻轉，我們可以禱告，我們徹底可以得恢復。 
 
你相信嗎？就是藉著這一次感謝、這一次贊美，竟然他的肝功能可以恢復，這是神跡奇事。
那天我聽完，我興奮的要命，我說主也讓我開始感恩贊美，在小家感恩贊美。若肝功能不好
的請來我小家，我可以讓你的肝恢復。我們要知道這神跡奇事開始要發生在我們的當中。所
以你在敬拜的時候，當你說我們的膝關節要恢復，你真的是竭力的來贊美禱告。你真的相信
有人的膝關節會恢復，你相信嗎？那如果下次真的有人拄著拐杖坐著輪椅來，這挑戰有點大，
no， 家人們，我就相信我們同心合意的禱告，我們真的可以像過去我在書裏面所讀到的，
上面掛滿了拐杖，旁邊堆滿了輪椅。 
 
我真的要看見這樣一個 5782年 ，為會所贖罪同心合一的禱告。我們在晨禱的時候，真的發
現楊媽媽的心臟都得醫治，佳麗姐的心臟都得了醫治。家人們，我的兒子七月的時候做MRI
檢查，就是為了八月要做心導管手術。江牧師說我們在臺上一起禱告，當我們的心恢復的時
候，孩子不用開刀，現在已經九月了，我的孩子不用開刀，我們的心打開了，不用開刀。我
那天跳出來，我興奮到一種地步。我說主，醫生說不用開刀，你知道嗎？是檢查MRI以後，
醫生看了MRI，醫生就去過他的安息年了。我們找不到醫生了，後來輾轉聯絡到他，醫生說：
他的狀況好的很，不用開刀，但是你知道嗎？我們那次去檢查的時候，醫生一看完就說馬上
開刀，因為他的血壓不正常，他的心血管太過狹窄。 
 
但是我們經歷到一種神跡，那就是教會同心合一禱告。我們整個教會所有人的心都打開的時
候，神跡發生在我們的當中，阿們！所以我真的很想跟弟兄姐妹講，心臟不好的來上晨禱好
嗎？佳麗姐都得醫治了，肝功能不好的。來來來，我們來參加贊美聚會。膝關節受傷的，來
來來參加前面的勁爆一起跳舞，神跡奇事真的會發生。阿們！最後當我們願意去豁免，願意
去松手，願意去饒恕，願意去恢復關系的時候，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我
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沒有缺乏的。 
 



而且我們豐富到一種地步，栽種的跟著收割的，踹葡萄的，跟著撒種的，大山可以留下甜酒，
小山可以留下牛奶，我們可以借給萬民，但萬國不用借貸我們。這就表示教會恢復到一種能
力，神的兒女恢復到一種能力。我們在恩典當中學會治理這個時代。 
所以我們將來都要做完的，我們學會現在在恩典當中，來治理這個時代，這就是贖罪日神對
我們一個愛的呼喚，當天鼓勵您來到教會，鼓勵您參與我們的聚會。如果您在線上鼓勵您參
與，您教會贖罪日的聚會，讓每一次我們的聚集，我真的要看見，我們不是只有在聚會，而
是在神榮耀的至聖所當中。 
疾病的可以得著醫治，軟弱的可以得著剛強，缺乏的可以得到富足。我們真的學會在恩典當
中，我們與王、與我們的神、一同治理這個時代。阿們！ 
 
我們一起來禱告，主我好興奮，主我真的好興奮。我好期待這十天可畏的日子，成為了一個
歡樂的日子。因為我在你面前說，我要看見罪的可怕，我求你赦免我一切的汙穢，當你的兒
女聚集在你面前的時候，我們看見是你的愛，渴望與我們天天相會，但是罪攔阻了這一切。
但是主，你差派你的兒子為我們而死，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真的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
你的施恩寶座前，求憐憫、蒙恩惠，可以做我們隨時的幫助。 
 
爸爸也謝謝你，在這段期間你真的是讓我們常常是香放在火上，潔凈我們的口，讓我們真的
成為一個心裏沒有詭詐的人。一切的那種裏面的疏離感，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的虛偽，人與人
之間社交上面的那種的手段，主完全的割除。在你的家中是真實的彼此、切實相愛的，祝福
我們在這裏的禱告，真的為這裏帶來一個恢復。疾病的可以得著醫治，軟弱的可以得著剛強，
我們為加州禱告，我們為美國禱告，我們為政治禱告，我們為經濟禱告，我們為疾病的禱告，
主我相信，主你為這地能夠帶來恢復，甚至我們為阿富汗禱告，連阿富汗都可以享受你化妝
極美好的祝福。還有五天要進入到贖罪日了。 
 
主，幫助我的手松開，我還在緊掐著誰不放呢？主要教導我去豁免，教導我去放手，教導我
去和好吧，教導我去合一，教導我去與我的全民去恢復愛的關系，我去感恩、我去謝謝、我
去尊榮主，也就使我們當中沒有一個是缺乏的了，我們能夠起來，在恩典當中治理這個時代。
主，謝謝你在這贖罪日的期間，把我們帶到你極深的恩典的裏面，垂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
基督榮耀的聖名，阿們。 
 
我們一起來唱詩歌好嗎？最後我們一起來宣告 5782年，2022年，是提升信心的一年，是安
息在神同在裏的一年，使債務得著赦免年，從捆綁中得自由，是經歷神保護供應的一年，是
從新與神連接的一年，是建立的神的家、牢固根基的一年，是我更新改變的一年。 
 
主，你口所說的話逐漸為我們成就。謝謝耶穌，主求你復興我們，基督是我的回應，詩歌是
恩典，在恩典當中我們能夠起來分享和跳舞。在恩典當中，在贖罪的日子當中聽明白這個恩
典，我熱情的禱告，我熱情的去愛人，我熱情的去寬恕和赦免，我的熱情就在這個幸福的生
命當中活現出來，我言語可以被改變，我可以說出真實，說出能力，我能夠去愛人。 
 
我們唱這一首恩典，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到臺前，求主幫助我 5782 年，我要被改變，
恢復我裏面的聖潔，除去我一切的汙穢和敗壞罪惡，主我的言語被你改變，我要成為一個心
裏沒有詭詐的人。如果你願意的話，向主禱告說，幫助我有份於在教會的禱告，祝願我的禱
告可以祝福大家。 
 



主可以看到，神跡奇事充滿在我們的當中，我可以禱告，主讓我一直有份，你讓我去松手，
我還有誰不能夠放下的呢？還有想誰一想到就有疙瘩的呢？有時候是最靠近你的那個人最
有疙瘩，有時候就是你的配偶，主讓我放下，讓我去愛我的配偶，愛我的孩子，愛我的弟兄
姊妹，愛我的家人。 
 
5782年我要不再一樣，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到臺前來我們唱這首詩歌來回應，我們來宣告，
5782年 ，我們要展翅高飛，我們宣告每天都是新的，我不再一樣。5782年藉著贖罪日來改
變我，改變我的生命，從今天開始，我能夠分辨。主，幫助我能夠勝過這些罪的能力。一個
不犯罪的生命進入到我的裏面，主，幫助我成為一個心裏沒有詭詐，我的每一句言語都能夠
放在火的上面被試驗，能夠在教會的禱告會當中，我們要看見神跡奇事在我們當中。還沒有
信的配偶要相信主，有疾病的家人要得到醫治。我們要看見教會有神跡奇事，心臟病可以得
到醫治，膝關節可以得到醫治，肝功能不好的可以得著醫治，這將成為一個常態。 
 
在我們的當中，如果你心臟有不舒服的，或者是你膝關節不舒服的，你肝功能不好的，你真
的現在舉起手來，家人們可以一起來為他禱告好嗎？如果你的肝真的有不舒服的，周圍的家
人，你去為他禱告好嗎？剛剛在膝關節為他禱告，你信心領受，你還可以再繼續在禱告。若
是你還有不能夠放下的。你說主，我生命當中有一個人傷我好深，主，我沒有辦法放下，你
給我恩典，我能夠釋放，我能夠豁免，我能夠完全的豁免，我能夠饒恕，可能是饒恕我的父
母，饒恕我的配偶，可能是孩子對我的傷害。 
 
主，幫助我在 5782年，我要健康的進入 。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軟弱，一切的傷痛，一切生
命當中痛苦的回憶要完全的一筆勾銷，得到潔凈。我們宣告我的配偶要被改變，我的兒女要
被改變，我的身體要被改變。主，把我帶到至聖所，常常與你相會。我的難處要被改變，我
要經歷到撒種的，要跟著收割的豐盛，這豐盛要進入到我的家中。主，讓我能夠開始懷孕，
讓我的子宮能夠孕育出孩子來。昨晚我的膝關節沒恢復，我能夠跑跳來贊美你。 
 
在我生命當中無法抗拒的軟弱，求主賜給我一個不犯罪的生命，給我一個不犯罪的生命氣息。
5782 年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切的悲傷，一切的眼淚都要完全離開了，主你要把我背負在
你的背上，我要展翅高飛。我要來宣告不再流淚，不再悲傷。喜樂的心，充滿我們聖潔的靈，
我要經歷你的豐盛。我要赦免，我要饒恕，我要得到豐盛。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