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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讚美、感謝、勸勉和鼓勵!

慕主先鋒教會黃韻如（!"#$%&"）牧師'

()((年 *月 *日'

我的心裏充滿了讚美！真的，神在過去一年當中為我們行

了何等的大事！ 

我記得在 12 月最後兩個禮拜的時候，江牧師有特別提醒

我們，為了迎接 2022 年這一個新的開始，我們需要更多的花

時間在神面前，安靜親近祂、愛祂，以此來迎接 2022 年。所

以我們在中午的時間，有很多的等候組的聚會，我個人因為歲

末年終，也在服侍青少年跟我們的英文部，正想要安靜下來，

好好的來到神面前的時候，沒有想到最後的兩個禮拜新冠肺炎

來襲。在過去的兩個禮拜，我待在家裏面，真真實實的除了親

近神就是睡覺，不只我的身體經過這兩個禮拜有個極大的恢復

（當我在睡覺的時候，同工說這可能是去年一年我們該睡的時

間），但是最重要的，這兩個禮拜的安靜真的讓我的靈魂蘇醒，

我想了很多的事情，神也跟我說了很多的話，有很多的開啟，

這也是我今天借著主日想要跟我每一位家人一起來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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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子的安靜，我就回想起來，在 2020 年的時候，3

月有一天的下午，因為新冠肺炎來到加州，有一個大規模的感

染跟病毒的產生，所以就整個關閉了，我們大家就開始回家，

所有的聚會全部改成網路上。 

在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是一直在網路上見面，到這兩年

來聚會漸漸的恢復，我現在回頭看這將近兩年的時間，我心裏

面充滿了感恩，不斷的數算神的恩典。這兩年時間，我們在神

的一個保護底下，好像在一個神的榮耀的遮蓋的帳幕裏面，不

管外面病毒怎麼樣的肆虐，各地一直傳來疾病怎麼樣對人的身

體、家庭產生一些的損壞攻擊，但是在整個慕主的大家庭，我

只能用「平安穩妥」來形容，好像神的一個大手的保護在我們

的當中，雖然在這其中好幾次我也有聽到，在美國很多很大的

教會他們有疫情的爆發，但是我也知道神也平平安安的帶領他

們度過，有的時候都會覺得過去這兩年神太恩待我們了，我們

真的過一個跟外面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被保護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過去的這兩周，在我們當中又有一個疫情的爆發，

我在安靜的時候我就感受到，神好像把祂這兩年來在我們整個

教會以上遮蓋的、保護的手稍稍的挪開一點點，其實我們還是

在保護底下，但是因為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們當中有幾

位的染疫，讓我真真實實體會到什麼叫做疫情，我平時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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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到底指的是什麼。接下來就是這些日子，神跟我個人的一

些對談，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在過去新冠肺炎在全球這樣子爆發的這兩年當中，我

開始對末世資訊非常的有興趣，我開始更仔細的研讀聖經裏面

講到關於末世的資訊，也開始在聽畢邁可牧師在國際禱告殿的

一些教導。我記得新冠肺炎剛剛爆發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新冠肺炎只是末後的日子,大災難當中瘟疫的的一個

開始而已，以後我們會看到更多自然界裏面瘟疫的產生，同時

我們也會看到實驗室也可能會製造出一些病毒出來。」因為在

路加福音 21章 11節那裏說到：「末後的日子地要大大的震動，

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從天上顯現。」

當然，啟示錄第 6章第 7到第 8節那裏也講到：「當第四印被

揭開的時候，……瘟疫等等在全地的發生要殺害地上四分之一

的人」，我們還在那個最開頭的最開頭的最開頭。但是，當末

後的日子，主回來的日子越來越靠近我們的時候，我們會看到

整個聖經上關於末世的預言會開始進入到一個漸漸、漸漸越來

越明顯，甚至於那個陣痛的速度越來越快的當中。 

所以在過去的兩個禮拜，當神稍稍的把這個保護挪去一點

點的時候，我們開始經歷到什麼叫做疫情發生在我們的當中，

我覺得好像聖靈有一個很小的聲音在我的耳邊說：「我把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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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手稍稍的收起一點點」，我真的覺得我們仍在神極大的看

顧跟保守的裏面，但是這個手稍稍的收起一點點，神說要讓我

們可以經歷，同時也可以實戰演練一下，因為我們教會的名字

叫做慕主先鋒，神說末後的日子要來了，他要我們實際的去經

歷，實際的去學習，以至於在我們身上這個先鋒的呼召，在接

下來日子可能越來越不容易的當中，我們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或許我們這一次不見得每一件事都做對，有一些東西甚至在慌

亂的裏面，但是神說：「當下一次有更大的危機來臨的時候，

你們就駕輕就熟了。」 

所以我聽到神這樣跟我講的時候，我心裏面真的是充滿了

感恩，神給我們最少的痛苦、最少的試煉，讓我們可以在這個

當中找出我們的漏洞，找出我們沒有做好的地方，不斷的去改

進。我們整個人整個心，也再一次得跟神、跟神的話語完全的

對齊。 

在我要開始分享神要我們學習的功課是什麼的時候，我先

跟大家分享一個經歷。在幾個月前，有一次我在爬山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聽邁畢可牧師藉著以賽亞書講的末世資訊，他在

其中突然間講到一句話，他說：「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花很

多的時間，花很多的金錢讓我們可以活得更久一點點，讓我們

可以生活過得更好、更舒適、更大的改善。」他說：「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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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其實神最在乎的並不是我們能夠活得有多久」，他說：

「神最在乎的是當我們真的見祂面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得著祂

要給我們的獎賞。」 

那個時候，我聽到他講這一句話的時候，突然間心裏面「呯」

的一下，我想說：「噢，主啊，是的！我雖然不至於每天都在

想怎麼樣生活可以過得更好，但是我的確沒有每一天都在想，

主啊，我今天過的生活的方式、我的思想、我的使用金錢的方

式、我對你的回應，是不是真的照著祢的話，全心全意的去回

應，以至於將來有一天日期滿足的時候——我去見你的時候，

我真的有這個確信，就有榮耀的冠冕、有獎賞在等著我。」所

以接下來我就花很多時間在我個人的生活裏面開始讀神的話，

開始思想生命，思想死亡，思想永生，甚至於當我在讀末世的

時候也講到，末後的日子很不容易的，一個天災人禍、瘟疫、

饑荒、缺水、氣候的改變，甚至於整個大環境的一個大逼迫，

我突然間就在想，我讀了這麼多，我今天會因為我知道，以至

於我可以逃往這裏或逃往那裏，以至於我可以多活個幾天嗎？

我就突然間想到在馬太福音 6 章 27 節：「你們哪一個能用思

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耶穌在那裏所說的，他說：「你們哪

一個能夠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當然之前之後，耶穌就

是要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命真的是在神的手中，而且神會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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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顧得很好，保護得很好，我就想到我這一生的年日已經都

寫在生命冊上了，我的壽數也都已經是量身定做好的，最重要

的是我每一天可以善用這個年日，好好的活在神面前，好好的

來愛神跟愛人，所以這幾個禮拜教會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所遇

到的困難，我們所遇到的不容易，我真的覺得就是一個最好最

好的一個時機，我們可以開始活得不一樣，甚至我覺得在年終

的時候，神讓我們經歷這些就是預備我們在 2022 年剛開始，1

月 1號，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對的選擇，全心全意的來回應神向

著我們的心意。 

慕主現在在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季節，我再說我們要把

握，在這個最不容易的時候，卻是我體驗到神最大愛的時候，

從新冠肺炎在我們的同工甚至於弟兄姊妹當中開始發生感染

的案例之後，弟兄姊妹你相信嗎？光我，還不要說其他的弟兄

姊妹，每一天，我都可以收到不同的簡訊，甚至於電話，從世

界各地為我們的禱告慰問，我真的覺得慕主像是一個國際家庭。

黎巴嫩的甘比牧師，每一天都在詢問江牧師跟慕主的情況，他

們整個教會都在為我們禁食；安通爸爸發動整個印度的孩子，

在為江牧師、在為我們慕主的每一位遮蓋禱告；我們的戴冕恩

爸爸——遠在加拿大的錫安家人，也是發動整個全球「回家」

連接的牧者，都在為江牧師以及為我們每一位身體的恢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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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恢復跟保護在禱告；更特別的是，真的從中國的牧者，一

個個打電話給我，他們跟我說：「晚上就是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你們安心睡覺，一定會沒有事的」；甚至於其中有一位牧者跟

我講說：「我們當初武漢發生這麼多的疫情，你們放心，神真

的會保守我們，我們會為你們竭力地禱告！」；當然更不要說

臺灣、亞洲、美國。戴冕恩爸爸說的真的好，他說：「你知道

嗎？全世界都在為你們禱告，仇敵藉著這個疾病要攻擊我們，

讓我們沮喪、害怕、失望、緊張，但是神卻使用這一次疫情的

發生。」我深深刻刻地感受到什麼叫做全球基督的家庭：我們

是一個家。當一個家、一個身體有事的時候，是全球世界各地

送來的慰問、送來的禱告、送來的支持，真的讓我心裏面非常、

非常地感動。親愛的慕主家人，你知道你多蒙愛嗎？不是只有

我們自己在禱告而已，整個 24 小時，全球都有在為我們禱告

的聲音，我真的沒有想到神要在我們當中做如此美的工作。 

當然我剛剛講到神最在乎的並不是生命的長久，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永生。在地上的日子，是神給我們短暫的一個時日，

讓我們可以借著全心的愛祂、全心的愛人，遵循祂的旨意，以

至於我們將來在永生的時候可以得到許許多多的獎賞，甚至與

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今天要再說，「讓我們把握這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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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神給我們的這個機會，我們要做對的回應，得著基督從上

面召我們所得的獎賞」。 

我鼓勵大家，也是對我自己說，把握這個時機，我們可以

做的第一個回應，就是彼得前書 4章 7節那裏所說的：「萬物

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謹慎自守」，

好不好在這個時候，讓我們專注的不是「哪里有什麼八卦新聞，

哪里又有什麼負面的消息，我想要多知道一些」。除非你知道

是為了要禱告，在這個時候，今天是 1月 1號，好不好我們的

心再一次專注在「主我渴望要讀你的話，我渴望知道在特別的

時刻，你要對教會說什麼？你要對我的家要說些什麼？你對我

個人要說些什麼？有什麼我需要再一次跟你對齊的，有什麼是

我需要悔改的？」甚至於「主，在這新的一年，有什麼是你要

給我們最美好的呼召、命定跟應許？是你要我們今年去得的？」

讓我們專注在讀神的話，同時我們也專注在行神的道。另外一

點就是「警醒禱告」。我很感謝主，江牧師這麼多年來其實一

直在建造一個禱告的教會，我們教會最多的聚會就是禱告的聚

會，最敞開的訓練就是禱告的訓練。真的萬物的結局近了，好

不好我們這些日子，除了讀神的話就是好好地禱告，現在教會

一天三次都有線上的禱告會，中午還有等候神的聚會，讓我們

藉著親近神來祂的面前求問祂，仰望祂，再一次地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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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我們可以做的回應，就是彼得前書 4章 8節。那

裏講到「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其實在我生病的這兩個禮拜，不管身體多麼地不舒服，我耳邊

就是一直想起這句話，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真的這幾天

當我在默想這節經文的時候，我心裏就在想許許多多發生的事

情，我就跟主說：「主啊，是的！真的有哪一件事情是這麼重

要，我裏面沒有辦法過去的？有哪一個傷害是在你的愛裏面不

能得醫治的呢？不管是對方的軟弱還是我自己的軟弱，真的當

我們願意去愛的時候，真的愛就能夠遮掩許許多多的罪過」。

我覺得接下來 2022 年開始，神要我們真的彼此切實、很切實

地去相愛。每一天不只是去省查我們的心，裏面沒有任何的不

高興、黑暗、不饒恕，更重要的是，有什麼是我們可以真實地

去表達、去禱告、去行動，去愛我們的家人，去愛我們主內的

肢體，甚至於去愛許許多多還沒有認識耶穌的人。你知道嗎？

這幾天當我開始這樣去想之後，心裏面變得好高興。好像你越

想這樣子去做，越這樣子去禱告，越用愛來遮掩許多的過犯，

也潔淨自己的時候，我覺得神愛的膏油就持續地、一直地在澆

灌我，一直地在澆灌我跟每一個人的談話。 

第三個，我們彼此激勵來回應的就是彼得前書第 4章第 9

節，彼得那裏說到：「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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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我們每一位家人，我們不但不發怨言，我們都要怎麼樣？

感謝。真的很感恩這麼多年來，江牧師重複提醒我們，教導我

們，用各樣的方法一直激勵我們要去做的就是不斷地感謝，不

斷地讚美，不斷地要來歸榮耀給他。好不好或許在你身邊的人，

有的人會說負面的話，或許有的人會說批評的話，有人會說沮

喪的話，有人會說害怕的話，但是我們今天 2022 年的第一天，

我們立定志向：「主，是的我要說感恩的話，我要說讚美的話，

我要說信心的話，我要說激勵人的話」。讓我們自己的口中跟

我每天日常生活需要接觸跟交談的人，求神使用我們，藉著我

們的口，把盼望一直帶給每一位。 

第 4個回應，彼得前書 4章 10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

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第 9節講到了「你們要互

相款待」，第 10 節說到「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

弟兄姊妹，我在這兩個禮拜真的知道什麼叫做六星級的被服侍。

我們當中沒有生病的，在整個牧區開始組團隊，「煮飯團隊」、

「送飯食團隊」、「采買食材團隊」……，各式各樣，你只要

發一個文檔，就會有人幫你去采買，每一天固定把新鮮的、做

的食物送到家裏面，現在牧區都有送餐的服務。弟兄姊妹我真

的心裏面充滿了感恩，我覺得我們弟兄姊妹實在太棒了！你們

做的比物業做的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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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幾次在家裏面吃了這些食物，想到他們遠處、近處這

樣子來照顧我們，我心裏面就好感動！好感動！我覺得這個愛

的家庭，因為這次的疫情，這麼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真的我們彼此切實地相愛，不是只是在話語跟舌頭上，乃是在

行為跟誠實上。我今天真的要說：「海外的慕主家人，我愛你，

謝謝你們在遠處為我們持續地禱告。」在近處的每一個慕主家

人，我真的要說：「我好愛你們！我好愛你們！」。我真的很

感謝神藉著這一次的疫情，給我們每一個人去愛的機會、去服

侍的機會。我相信這一次的「飯食團隊」這種組織在牧區裏面

的發動，我們已經為將來——不管發生任何事情，又做了一個

更好地預備了。 

這裏也講到是「按照所得的恩賜」，我也很感恩我們教會

一些弟兄開始一直的討論：我們怎麼樣可以在防疫的事情上面，

可以做得更完善？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安全？有哪些地方可以

更多地改進？甚至於我們的通風設備怎麼樣可以有一個提升，

做得更好？我真的在教會看到了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弟兄姊妹，我真的覺得我們這一生在神的面前，重要的不

是每一件事情我們都做對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沒有瑕疵；我

覺得重要的是，即使我們沒有做得很完善、沒有做得很好，但

是我們很願意來到神面前不斷地悔改，不斷地改進，以至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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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危機再來的時候，我們會說我們絕對會比上一次打一個

更美好的仗，我覺得這是神允許它發生的原因。 

慕主先鋒……，一個國內的家人打電話給我說，他說：「你

們是基督的精兵，你們是基督的先鋒」。當他禱告到那裏的時

候，我心裏面真的非常地感動。我跟主說：「主，是的，這一

次我們絕對不是白白地受苦，行政上我們要學到，防疫上我們

要學到，愛神的心要比以前更多，愛人的心——確實像家人一

樣地相愛，也會比以前更甚」。 

最後彼得前書 4 章 11 節那裏講到：「若有講道的，要按

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侍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侍，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德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這次疫情的發生，我看到每一個人的反

應，我心裏面充滿了感恩，我知道我們的牧師江媽媽這麼多年

在我們身上的建造跟劬勞，都不是徒然的。真的看到一群很真

實、很成熟的生命：沒有害怕、沒有一句負面的話、沒有怨言、

持續的就是謹慎自守、警醒禱告，還有彼此切實的相愛。在過

去兩年疫情發生的當中，江牧師一直在跟我們講一件事情，就

是合一跟相愛，教會是一個合一相愛的家。我今天真的很感動，

看到他成型了。而且不只是如此，我看到世界各地像日不落一

樣，一個國際的基督教大家庭在為我們守望、在為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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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心裏面充滿了感恩、充滿了感謝，也驚歎神所有的作

為。 

最後我就鼓勵大家，在路加福音 21 章，那裏有講到末後

的日子，當天勢震動的時候，「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

就都嚇得魂不附體。」萬物的結局近了，所有一切的事情我們

都在經歷一個開頭。但是神說有一種人，他只要想到疫情沒完

沒了，想到還會再有新的，他們都會「嚇得魂不附體」，但是

神又說了，還有另外一種人，「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大有榮耀，駕雲降臨。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

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我們真的不是等到那一天，我們才知

道得贖的日子近了。我們現在就知道我們得贖的日子近了，所

以現在我們不是只是在預備應付疫情而已，我們是在為將來更

不容易的事情做預備、做實戰的操練，去學習、去改進。但是

最重要的，親愛的家人，我們是那一群挺身昂首、預備得贖的

日子的人，我們是在為永生而活，我們今天的每一個反應是為

了我們的永生做預備。真的等到日期滿足的時候，我們不但是

開開心心的見神，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是要等著去拿獎賞的，

我們要在乎神所最在乎的事情。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裏。我就想到江牧師去年在好幾次的資

訊裏面都一直在講，我們的父在找「敬拜祂的人、真實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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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跟著江牧師服侍二十多年，不管她生命當中遇到疾病、

遇到服侍的困難、遇到關係上的不容易，在她的心裏、在她的

口中、她永遠對神都是充滿了感謝、充滿了讚美，相信這位神

是最愛我們的神，祂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給尋求他的人。 

所以今天在特別的季節——1 月 1號，好不好？給我你最

大的聲音，帶著信心、帶著相信，我們相信 2022 年我們要靠

著耶穌活出精彩。讓我們持續的來感謝、讓我們持續的來讚美，

相信神的保護、神的應許、神的醫治要在我們當中大大的運行。

阿們！ 

（江衍誠牧師會後呼召和禱告：）'

阿們！我相信神真的要用讚美、用感謝、用歡呼的聲音帶

領我們進到 2022 年，讓我們的話語一直都充滿了感謝、充滿

了相信、充滿盼望。那好不好，我們先一起有機會開口好不好？

我們先一起開口一下，然後我們之後一起來敬拜。 

「主耶穌，是的，主我們讚美祢。」 

我歡迎大家一起來開口。 

「是的，主，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感謝讚美祢，為了過去 2021

年所有所發生的大小的難處、大小的不容易的事情，哦，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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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大小的祝福，我都要來感謝祢。是的，主，我真的相信，

主耶穌，在這一切當中都有祢的美意，主耶穌祢叫萬事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我們這些被祢召的人。謝謝祢，主

耶穌,是的，我們真的相信，患難不能、痛苦不能、疾病不能，

都不能叫我們與祢的愛隔離。主耶穌我們就是要來讚美祢。謝

謝祢主耶穌！」 

「在 2022 年，主耶穌帶我們走一個得勝的道路，主耶穌

帶我們走一個充滿了勇敢剛強的路。謝謝祢，主耶穌，我們就

是要讚美祢！主耶穌，我們就是要來揚聲讚美祢！是的，主，

我們就是要來讚美祢！相信祢的主權就在我們當中！相信祢

的權能就在我們當中！相信！」 

「主耶穌，是的！主耶穌，是的！祢在新的一年裏面，繼

續要把活潑的盼望賜給每一個弟兄姐妹們！主啊，我們都要相

信，滿心的相信，主耶穌祢是與我們同在的神。主耶穌啊，世

界上人惶惶不定的時候，主我們因著祢我們有平安，我們因著

祢我們的信心不搖動。謝謝主，祢就是我們信心的錨！我們依

靠祢！我們依靠祢！是的，主啊，充滿了盼望、充滿了喜樂跟

平安，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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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繼續把一個讚美的力量要放在每一個家人身上，是

的，主，就算我們在軟弱中，我們仍然要揚聲讚美祢！謝謝祢。

這樣禱告奉耶穌的名求。」 

請同工幫我們放我們今天的敬拜音樂，一起來揚聲來讚美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