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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祂的名稱為以⾺內利，祂與我
們同在，祂的祝福也與我們同在，祂的愛和恩典也與我們
同在。

主啊，我們感謝祢的恩典和喜愛！今天我們真的需要
祢，我需要祢的同在。主啊，我們求祢現在就來與我們同
⾏。現在在我們的⽣命中是⼀個重要的時刻，主啊，真的
再⼀次向我們顯明祢的恩慈。主啊，再次的向我們顯現祢
的能⼒和祢的神跡，我們要遇⾒祢。主啊，每⼀件事情都
是從祢⽽來，主啊，我單單的要仰望祢，我所有的⼀切都
來⾃祢。主啊，因為祢對我們有⼀個計畫，這個計畫不是
微⼩的，不是短暫的，主啊，祢對我們的⼼意是⼤的，是
⼀個長遠的旅程。主啊，祢對我們有⼀個偉⼤的⼼意跟計
畫。是的，仇敵不能讓我們喪膽，仇敵也不能讓我們停⽌
下來，主，因為祢與我們同在。是的，主，我們真的要來
仰望祢的⾯，當我們在前進的時候。主耶穌，謝謝祢，主
祢、為我們⽽死，主，祢讓我們能夠有⼒量，祢為了我們
國家。是的，主，祢的出⽣為了我們的盼望。現在就有希
望，謝謝耶穌，即使⿊暗的時候，主祢是光，祢為此⽽
⽣，祢是我們的盼望，主耶穌，謝謝祢，耶穌誕⽣了。耶
穌為我⽽降⽣，⽽且耶穌在我的裏⾯⽽⽣，我是剛強的！
我要繼續往前⾏，謝謝耶穌！

⾸先，我要奉耶穌的名祝⼤家聖誕快樂。今天我要跟
慕主所有的家⼈分享，還有現在觀看這個線上直播的全球
家⼈，現在在印度有1000個孩⼦，全世界有5000個孩⼦正
在為我們禱告，我們與你們同在，我們的禱告與你們同



在。當孩⼦們向主來呼求的時候，天⽗的⼼就打開了，祂
的⼼是向著我們，現在就是時候了，神想要興起孩⼦們、
青年⼈們⼀起來向主呼求，當他們開⼜呼求的時候，神的
愛就降臨在我們，當我在為⼤家禱告的時候，特別是在為
慕主禱告的時候，有⼀些話語我要分享，我們來看經⽂：

【羅8:37】然⽽，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切的事上已
經得勝有餘了。 

所以我先要跟⼤家分享羅⾺書第8章37節，他講到在這
⼀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保羅他這樣說，
因為我無論是死、是⽣、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將來的、是⾼處的、是低處的，還是別的受造
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裏的。阿們，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因為
我們在這⼀切事上已經得勝了，⽽且我們是得勝有餘，不
是因為我們是有能⼒的⼈，⽽是因為神的愛與我們同在。
阿們！這就是保羅說的：不管環境怎麼樣，我們不害怕，
我們不喪膽，因為神的愛與我們同在，我們可以⼀直往前
⾏，不害怕，直到我們達到了⽬標。

今天有些⼈看到我說：「你看起來跟以前很不⼀樣，
你怎麼這麼有能⼒的來講道呢︖」，⼤家看我都覺得不太
⼀樣！所以我可以跟⼤家說，是因為我經歷祂、我聽⾒
祂、我看⾒祂，所以我這樣的講道，我可以這樣宣告。我
今天在這裏講說，是因為我⾃⼰曾經經歷過這件事情，我
經歷過失去、我經歷過病痛、我經歷過困難痛苦，我從這
些裏⾯出來，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裏可以跟⼤家說：「誰能
使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就像保羅在加拉太書所說的：
「誰能使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是患難嗎︖是痛苦嗎︖是
饑餓嗎︖是⾚身露體嗎︖沒有⼀樣能夠使我與基督的愛隔
絕。」我經歷過許多痛苦，我經歷過許多的疾病，魔鬼撒
旦甚至要把我消滅，要把我殺死，我經歷過這些，但是靠



主我⾛過來了，所以我今天可以在這邊跟⼤家說，我是⼀
個得勝者！雖然有千⼈撲倒在我右邊，萬⼈撲倒在我前
⾯，但是沒有⼀個⼈能夠讓我停下來，疾病也不能，患難
也不能，我知道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愛幫助我，使我⼀直能
夠⾛到我的命定。是神與我同在，神的能⼒覆庇我，所以
今天我說：「不再是我⾃⼰，是基督與我同在。」我以為
我的⽣命已經完結了，每個⼈也認為我的⽣命已經⾛到終
點了：我的家⼈、我的太太，還有我的孩⼦們，他們都認
為我已經要死了，神說：「你會繼續活下來，我與你同
在，你的時候還沒有到，不是現在。我與你同在，在這裏
你不能停下來，你要繼續你的旅程。我已經呼召了你，不
要害怕，重新開始吧！]

當我為慕主禱告的時候，我得到的是以西結書第37章
14節，當他在對這些枯骨發預⾔的時候，就在你在⼀個完
全絕望、已經失去了⼀切盼望，好像⼀切都沒有希望的時
候，這個時候，就是神開始來跟你說話的時候。就在當時
我得新冠肺炎的時候，很多⼈對我說：「你會死嗎︖你快
要死了嗎︖你這幾天之內就死了嗎︖」在這樣⼀個情況之
下，很多⼈有的就是失望、害怕、絕望。但是今天我要來
跟⼤家分享，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說，你現在的健康不
好，你的財務狀況不好，你的⼯作不好，並不是⼀些從外
⾯來的這些問題，真實的問題在你的裏⾯。耶穌誕⽣，他
第⼀個要釋放出來的是：「不要害怕，不要怕，因為我與
你同在！」我與你同在，我的靈與你同在，我要把我的靈
放在你的裏⾯，所以你要起來繼續往前⾛。這就是以西結
書37章裏⾯講到的，當以西結看到遍地枯骨的時候，他看
到這些極為枯幹的骸骨，是沒有希望的，這樣看起來就好
像今天你跟我所看到的情況類似。因為今天在這個時候是
主耶穌誕⽣的時候，即使你在這個時候有疾病，有痛苦，
失去了盼望，但是就像在以西結書裏⾯看到的，但是這個
時候主耶穌降⽣了，他說：「你要起來，我要與你同



在」！

在以西結書37章11節開始的，【結37:14】主對我說：
“⼈⼦啊，這些骸骨就是以⾊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
枯幹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枯骨，極
為枯幹的骸骨，沒有辦法再⾏⾛，絕對不可能再起來，⼀
點盼望都沒有了，就好像那時候神的⼦民他們對⾃⼰的感
受。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這樣的光景裏⾯︖你覺
得沒有希望了，你不知道明天會發⽣什麼︖你失去了事
業，你的⼯作沒了，你的辦公室也沒了，你失去了所有
的，就是現在，我的神要來與你說話，神要來對你說話。

第14節【結37:14】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你們
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
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我知道你的靈現
在是怎麼樣的，你現在是破碎的、絕望的、害怕的、枯幹
的，但是我要把「我的靈」放在你的裏⾯，我是永活的、
我是有能⼒的、⽽且我是有希望。所以你現在看到我，你
會覺得我好年輕、好有活⼒，我在⼗⼆⽉⼆⼗幾號的時
候，在臺灣曾經也講過⼀篇道，我說話很有⼒量，好像獅
⼦⼀樣，今天我在這裏說話也像個獅⼦，你說：「安通牧
師，你怎麼會這麼年輕，你是怎麼做到的︖」沒有錯，這
不是我的靈，我的靈已經⾛了，現在這是「神的靈」在我
裏⾯，這不是我活著，是耶穌在我裏⾯活著。沒有錯，那
個時候我得了新冠肺炎，我躺在病床上很虛弱，我快要死
了。但是那個時候耶穌的靈到我裏⾯，今天我已經變得不
⼀樣了，我在裏⾯已經有⼀個新的靈。

所以沒有錯這些枯骨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但是神的靈
到他的裏⾯，神的靈到了我們的裏⾯之後，我們就開始有
⽣命了。所以我今天說話、⾏事、為⼈就不⼀樣了，因為
神的靈在我的裏⾯，我跟以前不再⼀樣。我很感謝主，為
了這個新冠病毒來感謝祂，我的⽣命完全改變，⽽且得到



能⼒。今天我是⼀個新⼈，所以我在服侍的時候我到處⾏
⾛，我帶著能⼒，我不再是我⾃⼰了。我在講道、我在服
侍，⽽且我可以做更多、我可以做更多，今天神的靈在我
裏⾯，我為祂⽽活。

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看，在印度所發⽣的事，在美國
所發⽣的事，因這個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個環境。在印度
我看到許多⼈，他得了新冠病毒，沒有醫療設備，沒有呼
吸器，所以他呼吸困難，他倒在地上就這樣要死去，⼀點
希望都沒有，非常地痛苦。在我的⾯前,屍體⼀個⼀個被運
⾛，⼀個⼀個被運⾛,每天數以百計、數以千計。你知道
嗎︖在那時候許多的領袖得了病，他們在醫院裏快要死，
但他們的家⼈不能看他，他的孩⼦不能看他。許多許多這
樣的事情發⽣，數以百計、數以千計，他們的親⼈不能去
探望他們，他們⼀個⼀個死掉，你相信嗎︖這樣的事情⼀
直在發⽣。我在那裏有看到很多宣教⼠的孩⼦們，他們的
⽗母親死了，他們成了孤兒，他們沒有辦法再⾒到他們的
⽗親，因為他們的⽗親都死了，這些孩⼦沒有⽗親，許多
許多孤兒在那裏。

神救了我的命，因為祂對我有更多的計畫。你跟我會
活下來，這就像在以西結書裏⾯講的，我們是活著的。
「我要把我的靈放在你的裏⾯，我的靈在你裏⾯活著，⽽
且我要把你們放回到你們的地上去」。今天我在這個枯骨
中⾏⾛，我在這許多新冠病毒的病⼈當中⾏⾛，他們得了
病沒有希望，但是我能夠在他們當中⾏⾛，因為神的靈在
我裏⾯。那個在你裏⾯的比在那個世界上的更⼤！

這個世界的⼈，⼼中是害怕、絕望、死亡、⾃殺，但
是在我們裏⾯的是⽣命、盼望和⼒量。繼續⾛，繼續往前
⾏。不是你，現在在你裏⾯的是神的靈。在這個⿊暗沒有
光的世代中，我看⾒光、我看⾒盼望，這就是在這個時候
的⼀個祝福。神有⼀個計畫，在這樣⼀個沒有盼望的時



候，祂有⼀個計畫，這是祂要來教導你、教導我的。當我
看到挪亞⽅⾈的時候，我看到三個神所要教導我的，因為
⼀開始我們看到在空氣中，在這個世界上有罪惡，⽽且有
⿊暗。所以神要潔淨，要潔淨所有的罪惡，所有的⿊暗，
神要做⼀個潔淨的⼯作。

所以神要讓我們學的第⼀個功課就是，神要讓列國
——所有的國家們悔改、悔改……，因為我們的神是聖潔
的，祂要祂的⼦民也是聖潔的。所以當祂看⾒這個國家和
⼈民、祂的教會，祂的⼈民變得不聖潔的時候，祂非常地
⽣氣，祂急速地要把這個地⽅來聖潔、來潔淨。

【創6:7】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和⾛獸，並昆
蟲，以及空中的⾶⿃，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
了。”

所以在創世紀第6章第7節就是這樣說到，「耶和華
說：‘我要將所造的⼈和⾛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都從地
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所以神說：「我後悔
了，我後悔造⼈，我後悔造這些⾛獸，造他們後悔了，因
為他們變得這樣地污穢」。當初神造⼈的⼼意是要聖潔
的，祂的⽬的是要⼈是聖潔的，要來向著祂的⼼意悔改。

【創6:11】世界在　神⾯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創6:12】神觀看世界，⾒是敗壞了︔凡有⾎氣的⼈，
在地上都敗壞了⾏為。

所以在第11節，「世界在神的⾯前敗壞，地上滿了強
暴。神觀看世界是敗壞了，凡有⾎氣的⼈在地上都敗壞了
⾏為」。所以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看到的是很多的敗
壞，⽽且很多的震動，⽽且很多的驚訝。其實我在幾年以
前，2017年那個時候也講到震動，⽽且重新地再成形。所
以神要做的先是震動，然後震動之後再把它重新地成形。



雖然說現在看到是很⼤的震動，很⼤的驚訝，但是同樣的
神也在做⼀個重新整合，重新塑造的⼯作。祂要重新改變
我們的態度、改變我們的⼼態、改變我們的思想，所以祂
雖然在震動，但祂同樣的也在重新地塑造。所以在這邊我
們很多時候可以看到這些震動，⼀些災難跟這些不好的事
發⽣的時候，但同樣地你也會看到神的⼀個改變、神的⼀
個復興。不論是在以前聖經上所講的跟現在所發⽣的，都
會看⾒在這些震動、災難、驚訝之後，我們會看到神再重
新地整合，然後重新地興起。這是⼀個神祝福的時候，⽽
且這是⼀個悔改的時候。

【創6:8】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所以我們回到創世紀第6章看到第8節，「惟有挪亞在
耶和華眼前蒙恩」，所以就在這時候神興起了許多許多弟
兄、許多姐妹、許多⽗親、許多母親，敬虔愛主的許多
⼈，⽽且在這個時候新冠病毒也不能來觸碰他們，不能來
影響他們。

興起！興起！牧師還有傳道、同⼯們興起，特別是在
慕主先鋒的牧者，傳道、同⼯們興起，神揀選你們繼續往
前⾛，不要害怕新冠病毒。因為在這個時候就要像挪亞的
世代⼀樣，要重新地整合，重新地興起，神在呼召你們，
神會保護你們。

所以你看到在挪亞那時候洪⽔下來，後來結束之後地
上就被潔淨了。同樣的，新冠疫情流⾏，是神在做⼀個潔
淨的⼯作，這個事情過去之後，神就要興起祂的⼦民。潔
淨過的，都成為聖潔的⼦民。所以另外接下來我要講的就
是挪亞跟⽅⾈，「挪亞」這些牧者們、這些傳道們，這個
「⽅⾈」不是只是好像是慕主先鋒教會⼀樣，它不是只是
⼀個教會⼀個建築⽽已，它是由⼀群的牧者、傳道所建⽴
起來的⼀個事⼯，要好像⽅⾈⼀樣，然後要讓許多的⽣命
得救。所以同樣地在挪亞，然後這個時候有洪⽔，然後好



像地上都已經被潔淨了。

但是同樣我們也看到⽅⾈，「⽅⾈」裏⾯也有⼀些⼈
在裏⾯，應該是慕主先鋒教會的牧者、同⼯、弟兄姐妹
們，同樣也有我們全球家⼈同⾏的⼈在。但這時候我們很
多地⽅都關起來了，我們在⽅⾈裏⾯，我們很多地⽅都沒
有辦法去，這個時候我們開始來仰望神的⾯，尋求祂的時
候。這是我們個⼈與耶穌的相遇，這就是在耶誕節的時
候，祂來到我們當中與我們相遇，⽽且與我們個⼈有個⼈
的⼀個相遇。

所以你看以前這些猶太⼈，他們是⼀個非常活潑的⼈
民，蠻有能量跳來跳去。但是到後來他們沒有辦法，哪⾥
也不能去被關在⼀個地⽅，甚至就像關在⽅⾈裏⾯⼀樣，
你可以看到蟑螂、⽼鼠這些東西爬來爬去，你看到駱駝，
你沒有辦法再到各處去了，⼤家關守在⼀起。所以在這裏
⾯只能在這裏⾯敬拜、遇⾒神。

我們的神不喜歡很多活動，在這個時候祂要關掉所有
的東西，這時候祂只要我們，祂只需要我們跟祂在⼀起，
我們跟祂⾯對⾯，我們跟祂親近。

如果我們不安靜下來的話，如果我們繼續要做許多活
動的話，神很有可能會關掉我們的辦公室、關掉我們的世
界、關掉我們這個購物中⼼、甚至有可能關掉我們的教
會。神要我們與祂有⼀對⼀、⾯對⾯的個⼈關係。

弟兄姐妹，這是我的故事：我是個⼯作狂，有50年之
久的全時間服侍，我睡覺的時間很短，我⼀直在⼯作、⼯
作……，講道、聚會、⽽且到處旅⾏，⼀直都是這樣，⽇
以繼夜地都是這樣。但過去這兩年，我的經驗就好像在挪
亞⽅⾈裏⼀樣。沒有聚會、沒有講道，也沒有旅⾏。我連
我家⾨都出不去，甚至我連看看我屋外的街都看不到。兩
年，神教了我許多很好的功課，我沒有為神做任何⼀件



事，也沒有為⼈做任何⼀件事，我看來好像⼀個沒有任何
⾏動能⼒⼀樣。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兩年是我最美好的時光。我⼀件
事都做不了，但是我看⾒神祂做了許多美好的事情。所以
我過去計畫許多事情，原本我計畫要做不到的，過去幾⼗
年有許多問題，我花了⼗幾、⼆⼗年，甚至幾⼗年都解決
不了的問題，但在過去兩年許多事情都解決了，我⼀件事
也做不了，但是神親⾃把它解決了。

就是我從神領受了教導，弟兄姐妹們，我要來跟你們
分享，神並不是看你的能⼒，神是要看你是不是能夠被祂
使⽤，不是要你的⾦錢，不是要你的學歷，不是要你的能
⼒，不是要你的經驗，神要你⾃⼰。過去兩年我能夠做到
的是我跟主耶穌建⽴了關係，我跟我的家庭建⽴了關係，
與家⼈建⽴了關係。

我被送到醫院去，醫⽣說我得了新冠肺炎。醫⽣所有
⼈都說我會死，我的家⼈跟我的孩⼦們，⼤家都認為我要
死。所以我被放在⼀個⼩⼩的房間裏⾯與外⾯隔絕。⽽且
旁邊有氧氣機。在那個時候雖然我流了許多眼淚，但是神
在我的裏⾯告訴我說：「祂是我的堅固臺，是我堅固的盼
望。」雖然醫⽣他們都認為我會死，但在我裏⾯也⼀直有
聲告訴我說：「你不會死，你還有⼯作要做」。在那天我
全身發燒，非常的熱，我甚至沒有辦法感覺任何事情，有
⼈打開了⾨進到我的房間，我知道那個時候有⼀個⼈進到
房間，但我知道其實沒有任何⼈可以進到我的房間，因為
我的房間是隔離的房間，即使在我房間有⼀個⾨，但是在
外⾯還有兩層以上的⾨，因為這個是⼀個與外界完全隔離
的地⽅。有⼈就來到我的房間，⽽且他站在我旁邊，他就
來摸我，他就先摸我的頭，那時候我的床靠著牆，有⼈從
我的後⾯摸我的頭，所以那時候我就說：「醫⽣，我全身
發⾼燒，⽽且我全身感到很痛。」那個時候我感覺有⼈把



⼿放到我的肩膀上，我就告訴他說：「我實在是非常的痛
苦，請你幫助我。」後來我就感覺那個⼈把⼿放在我的背
後，我繼續對那個⼈說：「醫⽣請你求求你幫助我，我實
在是太痛苦了」，我⼀直期待他回答我的要求，但是我回
頭⼀看，我希望從他們那得到⼀些答案，後來我就看到那
個⼈，他離開我的房間了，但我⼀直這樣說：「幫助我，
求你救我，我實在是太痛苦了，救我！」但是那個⼈還是
離開。後來我就起來，我打開⾨。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在
⾛廊裏，我就對著⾛廊⼤叫說：「請你來救救我吧！我實
在是太痛苦了，救我！救我！……」，我就⼀直對著⾛廊
⼤聲的呼喊，但是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也沒有看著
我，然後他就好像看著我的右邊的樣⼦，然後接下來他就
開始移動，後來我就⾛回到我的房間，然後我就開始躺在
床上，但幾分鐘以後，我全身就開始出汗。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有些事情發⽣在我身上，因為我不斷的在流汗，⽽且
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離開了我身體，同時，我感覺到我得
到⼀個新的靈在我裏⾯，我知道我得⾃由了！我知道我得
醫治了！

我知道這是⼀個超⾃然的經歷，因為我知道這個病已
經離開我了，這是⼀個很超⾃然的經驗。

第⼆天醫⽣來了，主治⼤夫來了，我就跟醫⽣說：
「我已經得醫治了!我沒有病了!」醫⽣還好像半信半疑的
說：“你得醫治了︖”我就又告訴主治⼤夫：“我已經得醫治
了！”那他說：「你怎麼得醫治呢︖」我就跟他說：「是耶
穌醫治我了，我已經完完全全得醫治了，我可以回家
了。」

哈利路亞！所以在⾛廊裏⾯，在⼀邊有⼀些男牧師，
在另外⼀邊有⼀些女牧者、傳道，結果當天⼀共有22個
⼈，他們的新冠病毒都完全的得醫治了，是因為耶穌的緣
故，就在那天，這些⼈包括我⾃⼰，我們都回家了。



因為耶穌醫治了我們，所以我跟耶穌有⼀個相遇的經
驗，我親眼看⾒了他，不是因為耶利哥的城牆，不是因為
各樣的神跡奇事，⽽是因為我親眼看⾒了耶穌，所以呢︖
所以現在是我們個⼈與耶穌相遇的時候，這是我⽣命中最
美好的時刻，因為我與耶穌相遇。不是因為聚會，沒有聚
會，沒有這些很多的辦公室，沒有⼀⼤堆的活動，⽽是因
為我與耶穌有⼀個個⼈的相遇。來跟耶穌說話吧，不要想
著什麼事情，不要再想著什麼事⼯，跟他要有⼀個個⼈的
相遇。

這個時候對我來說是家庭、家庭……過去我不知道怎
麼樣跟我的家⼈建⽴關係，但是就像在諾亞⽅⾈裏⾯，在
這120多天這麼長⼀段時間裏，沒有其他東西，沒有其他
事，沒有其他的⼈，只有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家⼈在⼀起。
以前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的家⼈講話跟溝通，我常說
的就是⽤聖經的經⽂來講道，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學著、
試著去跟他們溝通，跟他們談⼼。家庭！家庭！家
庭！……

我們第⼀個要跟神建⽴很好的關係，接下來我們就要
跟我們的家⼈、家裏的⼈建⽴美好的關係。所以接下來就
是剩餘的餘民，你跟我，剩餘的，在新冠病毒疫情過去之
後，剩下的你跟我，就是神的餘民。我剛說的剩餘⼈民是
年輕⼈，孩⼦們，下⼀世代就是神的餘民，剩餘⼈民。接
下來的20年，我會看到這些剩餘的民，也就是這些年輕的
這⼀個時代，我們的孩⼦到下⼀代他們要開始起來，所以
你不要說他們是幼⼩的，他們是年輕的，他們要開始承
接。

今天原本我計畫讓我的女兒跟我的太太都⼀起來分享
⼀些資訊，我的女兒她也是⼀個傳道的女孩，我的太太她
也是傳道的，但是今天她們另外還有⼀些其他計畫，所以
我讓我的女兒也來分享⼀些。



(克安通牧師女兒分享：)

很⾼興能夠跟全球的家⼈在⼀起，我向全球的家⼈們
祝福，希望⼤家都能有⼀個快樂的耶誕節。

我先要說⼀件事情，在禱告之前，許多⼈說你們是被
呼召揀選的，許多⼈被呼召，他要在事⼯裏扮演的角⾊，
⽽且他們有⼀個比賽要跑。但神呼召我們要在這個餘民
上，有⼀件事情神在對我，⽽且還和這個世代的⼈說：
「神所要讓我們跑的比賽就是順服！順服！⽽且勇敢地向
前⾏。」

很多時候我們這個世代，都在等候⼈對我們的肯定，
我們來等候神跡和奇事。我們要等候神告訴我們，⽤那個
可以聽到的聲⾳來說話。但是我們知道要選擇什麼，我們
也知道我們被指派的⼯作，但是我們仍想要多知道⼀些。

所以神今天來挑戰我們，要賽跑，你們是被揀選的國
度，你們是聖潔的的⼀代。如果你今天在這裏，是因為你
跟我們都是被揀選，不⽤再繼續等最後的呼召了，你也不
⽤再等那些預⾔，也不⽤再等最後跟你說話的那聲⾳了。

現在是時候了，是我們跟我們世代往前⾏的時候，當
我跟我的爸爸在服侍上同⾏的時候，我常常想要知道我下
⼀步要做什麼，我試著不要去管太多的事。當然當我在和
我這樣世代同⾏的時候，我發現他們在信⼼裏⾯。當他們
在信⼼裏⾯⾏動，我看到神來尊重他們！神擴張他們的境
界，⽽且神讓他們的事⼯倍增。我相信神在呼召你和我，
我們就往前⾏吧！不⽤再等⼀年、等五年，現在就開始做
神擺在我們⾯前的。

今天在你⼼裏有的那⼀份是從神來的，所謂「美善的
事」都是從耶穌來的，所有想要去幫助別⼈的智慧都是從
耶穌來的，有時候我們好像會想說這是⼀個好的意念，但
不⾒得是神的⼼意，但是⼀個好的意念事實上是神所驅使



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家挑戰，不⽤再等另外⼀個印
證，是我們的時候了，被選中的⼈要參加比賽，⾛神的道
路，你就送我到，你要送我去的地⽅︔你就帶我去，你要
我去的地⽅。直到地極我都會去，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我
都會去。我記得我開始服侍的時候做的第⼀個禱告，從南
到北、從⾼到低，你叫我去哪我就去哪。神已經揀選你跟
我，向世界各國、向各樣的⼦民來傳福⾳。

我曾經讀到⼀個從歐洲來的電⼦郵件，講到說這個新
冠肺炎奪去了他差不多50位親戚家⼈的⽣命，但是在過去
這兩年，神的⼿、神的恩典慈愛⼀直在他們中間，祂為了
更多的事呼召我們、更深地與他相遇，但同時也是信⼼裏
往前⾛，不管是在服侍、在⼯作事業、在⾨訓上，都踏出
勇敢的第⼀步來。

我禱告，當我們進入2022年的時候，你仍然可以變得
更強壯，⽽且你的信⼼也會更剛強。你會在這個世界上勇
敢的、⽽且⼤聲的往前⾛，如果說，你在你的⼼裏⾯已經
有這樣⼀個感動，不管是已經幾個⽉了、幾天，甚至數年
了，今天我要為你禱告。

主啊，我們求祢，將祢的靈放在我們裏⾯。主啊，我
們希望能夠在上⾯遇⾒祢。主啊，真的將祢的新鮮的氣息
來吹進我們裏⾯，主啊，是的，把異象、把夢想吹到我們
裏⾯，不是只是為了我們的理想，⽽是為了祢的國度。是
的，主，為這些雖然有呼召，但是沒有勇氣前⾏的，把勇
氣賞給他們，來建⽴祢的國度，把祢放在第⼀位，⽽且能
夠來代表祢，⽽且來建⽴，是的，主，祢把祢的靈澆灌在
這些⼈當中，好讓我們的⼼蘇醒，讓我們⼼裏的渴望也蘇
醒，能渴望並能夠來建⽴祢的國度，很多時候，我們所做
的事業、做的⼯作好像覺得是出於我們的⾎氣的，好像不
是出於祢的，但是，主，今天祢要來讓我們再⼀次的確認



說：“主，這是從祢來的。”是的，主，我要對所有的年輕⼈
來祈禱，將勇氣賜給他們。主啊，祢來圍繞我們，讓我們
能夠興起。是的，主，讓我們有異夢、有異象，知道是祢
在對我們說話。是的，主，我今天來祝福每⼀位在這裏的
⼈，向祢求特別的恩典給他們和他們的家⼈，還有江媽
媽，還有江媽媽的領袖團隊，主啊 ，都能有恩典，主啊，
能夠有祢的恩典。是的，主啊，今天將新鮮的氣息、⽣命
的氣息吹到每⼀位⽣病的慕主團隊的房間裏，是的，主
啊，我為他們禱告能夠遇⾒。主啊，我禱告祢來觸摸他
們，將祢的⽣命資訊吹進他們的肺裏，持續將⽣命資訊吹
進他們的肺裏。是的，每⼀個枯骨，每⼀個細胞都要再活
過來。是的，我禱告，這個醫治！這個醫治在全球的家⼈
們裏⾯湧流。是的，主，我禱告在2022年，我們⼀起禱
告，我們⼀起同⾏，成為家⼈。主啊，我們禱告，我們也
祝福家庭，我來祝福江媽媽，還有所有的牧者團隊，讓祢
醫治的⽔流潺潺流出，讓祢醫治的能⼒不斷的湧流。是
的，主，我為每⼀個⼈、不管是什麼樣情況的來禱告。主
啊，是的，我們真的要紀念祢的平安，持續將⽣命氣息吹
進我們裏⾯。主啊，我們稱頌祢的名，對我們說話，奉耶
穌名禱告。阿們！

（江衍誠傳道禱告）

我們⼀起來為江媽媽來禱告，我們求神的醫治，所有
的掌權可以充滿在她的⽣命裏⾯，我們⼀起開⼜來禱告。

是的，主耶穌現在就釋放祢的同在在她身上，謝謝主
耶穌。祢的⼤能就在她裏⾯來運⾏，是的，主，真的從頭
到腳釋放祢的同在。我們禱告，主耶穌，就像克安通牧師
所經歷的神聖造訪，祢也來造訪江牧師，祢就來按⼿在她
身上，釋放祢的醫治在她身上。不單單是她，旁邊許多房
間的，主耶穌，祢的這些僕⼈使女都要被醫治，是的，
主，讓我們看到祢真的是醫治我們的神。是的，我們歡迎



祢現在就來掌權，更多祢的同在就在我們當中，是的，主
來觸碰觸碰祢的孩⼦，是的，現在叫祢的同在多⽽又多。
江媽媽的病房就像⼀個畢世⼤池⼀樣，是的，天使現在就
下來攪動裏⾯的⽔，是的，主，在裏⾯的就得醫治。我宣
告，媽媽的肺部要剛強起來，要健壯起來。是的，主啊，
⾜夠的氧氣，是的，主耶穌，讓她可以⾃⼰來呼吸。這次
我也禱告，主耶穌，江媽媽可以真的是在這樣持續關鎖的
時間，可以來到祢的⾯前。是的，主來遇⾒祢。主耶穌，
是的，也要把⼀個新的語⾔賜給他，是的，主耶穌，不單
單是向祢說話，她跟她的家⼈有新的語⾔可以來對話，⼀
個家庭的語⾔賜給她。不僅是賜給她，也是賜給全球的華
⼈——我們的⼤家庭裏⾯，直到我們在家裏都可以懂得與
妻⼦對話、與孩⼦對話，就是跟我們所愛的⼈來對話。是
的主，我們真的相信祢要做這個榮耀的⼯作在我們當中。
我們可以來，來到祢的⾯前，願祢來釋放對祢的渴慕在我
們當中，我們都願意更多的來關鎖，來尋求祢的⾯。真的
讓祢成為我們這⼀⽣的至寶，是的，主耶穌，我們的經
濟、我們的⼯作，這些都不是抓我們⼼的，只有祢來緊緊
的抓住我們。謝謝主耶穌，願祢來掌權在我們身上，我們
渴望來遇⾒祢，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最後請我們的同⼯幫我放⼀⾸歌，我們⼀起來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