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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公義的冠冕!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愛麗斯牧師!

"#""年 "月 $日!

親愛的慕主家人以及全球的新婦們平安！我愛你們！

其實今天帶著一個非常興奮的心情，因為感覺好久跟大家沒

有見面了，我想在這裏再一次的代表我們的屬靈母親江媽媽，

還有我們整個的牧長團隊向大家問安！ 

在過去的這 50 天——我染疫以來，我觀察到全教會有

兩件事情增多了： 

第一，就是在愛上增多了。我們中間有好多好多愛的故

事，個人都照著自己的恩賜互相的服侍，沒有發怨言：有人

禱告，就專心、火熱的禱告；有人去幫助，就是這樣的殷勤、

舍己的給出。好像神很快的在我們中間做了一個愛的大家庭

凝聚的工作，因著我們彼此相愛，福音的門就打開了。有一

位姊妹，這一次她們全家也感染，牧區的弟兄姊妹這樣子的、

熱心的去送餐。有一天，送餐的那位姊妹就有個感動：不僅

要送餐，還要送蛋糕。原來，兩天之後就是那位姊妹的丈夫

（還沒有信主，是一位福音朋友）的生日。結果藉著這樣子

的送生日禮物，那位丈夫就講到說：「耶穌是這樣的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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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心門就大大的向福音打開，過去 17 年傳福音做不到

的事情，藉著這一次愛的行動做到了！阿們！哈利路亞！我

們將榮耀歸給神。因為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世人就看出

我們是神的門徒。 

那第二個是什麼增多呢？我覺得我們每一位不管是健

康的或者是染疫的，只要我們一起同心合意跟隨神走這條道

路，我覺得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學習都增多了。我聽到了好

多美好的見證，神在他們身上極其寶貴生命的工作。那我就

自己回想：「神呐！在過去的這段日子，藉著這樣子的一個

新冠病毒的疾病，我學到什麼呢？」這時候，神就賜下一段

經文，我們一起來看好不好？我想今天藉著這一段經文跟大

家分享我這段日子的學習，就是在提摩太后書第四章 7-8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

是按照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

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阿們。我們都知道這一段經文是

保羅他經歷了一生的艱難，完成了他福音的呼召，在他離世

前，在監獄的裏面寫下的最後的一段話。我們看看他的心態，

他有沒有哀淒？有沒有悔恨？有沒有懼怕？沒有！他充滿

了信心，他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

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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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在這邊，我們看

見保羅他有一個信心說他會得著公義的冠冕。「冠冕」，其

實就是預表著「尊榮、尊貴、權柄，還有神國的獎賞」。在

這裏，他說，冠冕不但賜給我，還要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其實這就是新婦——愛慕耶穌的新婦。 

你要得到冠冕，保羅這邊講到三件事情他做到了： 

第一，就是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弟兄姊妹們，你們

知道我們信主之後，我們是在一場屬靈的征戰中嗎？不管我

們有沒有意識，我們的確是在這場爭戰當中。仇敵來要破壞

殺害，但是神祂要我們得著豐盛的生命，我們回想看看在我

們的身體上、在我們的婚姻關係上、在我們的財富上、或者

我們的思想情感，有沒有被破壞？就拿這兩年的疫情來講，

有的家庭產生了憂鬱的現象，孩子自殺或者有人生病死亡。

你有沒有憂慮呢？有沒有重擔跟壓力？其實這些都需要爭

戰。當仇敵這樣子迫切的想要摧毀我們的時候，我們要起來，

要得勝！讓神可以居住在我們的裏面，讓我們這個人可以成

為祂榮耀的居所。但是今天關鍵是：你打過仗嗎？你會打仗

嗎？而且你打仗得勝了嗎？在我得病發燒的第一天，我非常

的難過，全身無力躺在床上，可是在半夜的時候，忽然有一

個聲音對我說：「愛麗斯你是打過仗的人，這次的新冠疫情，

你可以得勝！」頓時，我好像感覺有種力量進來，所以我就

從床上……，真的，我感覺我從床上坐了起來，那時候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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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三點，忽然我就有一種信心，就覺得說：「是啊！我是可

以積極起來打這場仗的。」也很奇妙，就是因為那句話進到

我的裏面，我的燒就退了，所以我就非常的警醒說：「原來

新冠狀病毒這個疾病，不是只是一個自然界的生病而已，原

來神祢在教我怎麼樣打仗。」所以我就非常的警醒。而且神

在過程中一直提醒我說：「你要專心！你要專心！」即使在

過程中，我們還是有些東西要忙碌——學習醫療去照顧自己，

可是神就一直提醒我說：「你要專心！」我很感謝神，自從

我來到慕主操練內在生活開始，神教我打了大大小小的許多

的仗，包括身體的疾病。那是我第一場很大的戰役：皮膚病，

我從小的一個非常頑固的皮膚病，是沒有辦法根治的，但藉

著我 6個月的爭戰，完全的根治，這是在皮膚界、醫學界所

宣稱的神跡。感謝主，我到現在完完全全得醫治，而且沒有

任何的後遺症。在思想情感上面打過仗，包括憂鬱症，因為

我們家的家族有一些憂鬱的歷史，所以當我那段日子工作的

壓力太大，開始要進入憂鬱症的現象的時候，我也打仗打過

來了。不僅我們自己打仗，結婚之後生了小孩，也帶著小孩

子——下一代一起打仗，我們知道父母在養育小孩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小孩子生病，對不對？多少次半夜都要去送急診，

或者是氣喘、或者是肚子痛、或者是發燒，可是我們就是帶

著孩子這樣子的一起宣告耶穌的名禱告，結果後來孩子們都

知道，最大的醫生是耶穌；他們也都知道，在我們找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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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之前，我們要先去求告大醫生；把他們送去禱告會。所

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會打仗，我們要打過仗，把握機會打仗。 

保羅他是非常知道如何打屬靈仗的，所以在以弗所書第

六章，他介紹了各式各樣的軍裝還有兵器。我今天特別想要

提出一個我在爭戰過程中覺得很有幫助很有能力的兵器，就

是聖靈的寶劍——神的話。你若是要熟悉怎麼樣使用聖靈的

寶劍——神的話來爭戰，那我們平常聖經的裝備就非常重要。

因為耶穌祂自己也就是用神的話來抵擋撒旦的。你知道我藉

著默想神的話，頭痛立刻就可以得醫治。我很感謝教會給我

們一個環境，給我們讀經進度，給我們每天背經的經文。我

算算看，若是我們認真的跟著晨禱會這樣子的一起的背經，

其實一年幾乎可以背 400—500節經文。這段日子，我們有

早、中、晚三次的為教會守望禱告、為我們的屬靈母親守望

禱告。我好喜歡聽大家的禱告，為什麼？因為好多人都拿起

聖靈的寶劍，當一宣告神的話的時候，特別有能力。那我們

當初是怎麼樣用神的話來爭戰呢？比如說生病的時候，躺在

床上不是單單只是休息，我們就放《聖經集》，就讓神的話

這樣一直的進到我們的裏面，雖然身體不舒服、很軟弱，但

是我們的裏面一直有神的話，因為神的話就帶下能力。我們

最近讀馬太福音，百夫長，他認出耶穌來，他知道耶穌的權

柄，而且他說：「耶穌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可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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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我們就常常讓自己的裏面有神的話，那漸漸和神

的關係越來越親密跟成熟。 

我在生病的時候，甚至聖靈把神的話一直塗抹在我的裏

面，就好像枝子連於葡萄樹一樣，雖然身體有軟弱，但是神

的靈、神的話就是生命，一直在滋潤，但是我覺得最寶貴的

就是我們要跟神禱告說：「神，祢向我說話。」我們不僅自

己，我們要帶著我們的孩子來經歷，弟兄姊妹我們真的要去

經歷「神，祢向我說話。」我記得有一次我在發燒的時候，

全身痛，整夜輾轉難眠，那我就一直的呼求：「耶穌！耶穌！

耶穌！耶穌！耶穌……」可是在半夜的時候，忽然有一句神

的話進來，我知道那是《詩篇》第 46篇：天一亮，我必幫

助這城。」當時神的話像一進來的時候我立刻抓住，我知道

這是神告訴我的話，我就立刻宣告，而且帶著信心說：「神，

我的燒必要退去！我的疾病必要得醫治！因為天一亮你必

幫助這城，你必幫助我，我的身體就是神的聖殿。」結果真

的我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還很早就起來參加晨禱，然後

下午就參加教會的特會擔任翻譯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們在生活中我們常常問自己，也帶著我們的孩子說：「你

有沒有神的話？你有沒有經歷神的話？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其實最後的目的不是我們所禱告

的那件事情很快很快的成就，這就叫做「爭戰得勝」，不是

的！「爭戰得勝」是什麼意思呢？在江牧師她的內在生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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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爭戰得勝之方裏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這是我在

爭戰的時候常常記得的，就是說：「所有的勝利始於口呼耶

穌的名，而成就於真有耶穌的性情在你身上。」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開始爭戰的時候，我們開始於奉耶穌基督的名，在過

程中我們依靠耶穌，而最後讓耶穌的性情，包括祂的平安、

包括祂的勇敢、包括祂的全能、包括祂的溫柔成就在我們的

身上，這是爭戰的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耶穌成為我們思想的

家。 

我想分享有一位姊妹的見證：在這次生病染疫，她剛開

始是看我們的牧者陸續的生病，然後她也跟著一起禱告，可

是沒有想到有一天，竟然這個疾病臨到她自己，她措手不及，

然後不僅她，接著她的先生立刻確診，然後她的孩子也確診。

她剛開始生病的時候，頭兩天難過到喉嚨痛，然後沒有聲音，

全身的虛弱躺在床上，這時候呢，她的牧者就打電話給她，

就鼓勵她說：「你要勇敢，你要起來爭戰，不要忘記了，你

要緊緊的抓住耶穌，思想耶穌，而且你要珍惜這一段生病隔

離的時間。」她剛開始其實很驚慌，因為她沒想到忽然就來

了，然後又不能工作，全家又病倒怎麼辦呢？所以她就只想

一直睡在那裏，什麼都不做，也不想要起來吃藥或者是醫護，

自己都不想，什麼都不想。結果當她的牧者這樣子鼓勵她，

她就說：「是的，我要勇敢。」而且，她記住她的牧師跟她

講：「你要一直的思想耶穌。」所以當她躺在床上全身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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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她就是說：「耶穌我知道你愛我，耶穌，我相信你

愛我，耶穌我知道你不會離開我。」耶穌我知道祢就是這樣

地愛我，祢會幫助我。當她這樣子一直在思想耶穌的時候，

她也開始悔改，覺得過去她的心思意念、她的心沒有放在耶

穌的身上。她又想起江媽媽，說江媽媽她生病的時候，江媽

媽在床上做什麼？她說：「我相信江媽媽一定是在讚美，一

定是在等候神。」所以她就說：「我也要起來讚美，我也要

起來等候神」。然後她又想起她的牧師生病的時候，晨禱會

一天都沒有錯過，而且她的牧師在晨禱會中還勉勵大家，帶

著大家唱一些愛慕耶穌、渴慕耶穌的歌。所以她就再揣摩說:

「我要怎麼樣來愛慕祢呢？」所以後來，她力量多了一點的

時候，她就開始大量地等候神，因為隔離，她就大量地等候

神，大量地敬拜神。她說，很奇妙！她就是這樣一直思想耶

穌，結果她裏面的那些不平安、擔心、害怕、沮喪、自憐，

全部都沒有了，帶下的是一個極深的平安，而且甚至勇敢，

所以，即使她在生病的時候，她自己也可以起來照顧她的先

生、照顧她的孩子，就是因為她這樣的一直思想耶穌、注視

耶穌，她說，很奇妙！她的免疫系統很快地啟動起來，然後

她很快地就得痊癒，後來也就很快地回去上班。所以我就想

跟大家分享，在我們整個爭戰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要

讓耶穌成為我們思想的家，而且讓耶穌的性情成就在我們的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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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來看保羅他講說「打仗」，但是他說「打那美

好的仗」，你們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做「美好的仗」？保羅他

在《提摩太前書》第 6 章告訴提摩太說：「你要為真道打那

美好的仗……」，它的英文是說「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意思就是說，「打那美好的仗」是指打這樣一個信

心的仗。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的爭戰是要為著你有信

心來打仗，信心的英文是「faith」，他們有說，這個信心

是「faith  now」，意思就是說「信心是持續相信」，持續、

現在進行時，不是過去相信，是你持續相信。所以當我們打

仗的時候，我們要打這個信心的仗，就是說：「主我相信，

持續地相信，禱告沒有得應允我還是相信，有一些事情好像

沒有成就，我還是相信。」直到你斷氣的前一分鐘，最後一

口氣你還是說：「神，我相信祢」，你就得勝了。 

這次，在這個疫情期間，我覺得神就是在教我打這美好

的仗，打這個信心的仗：相信祂的帶領、相信祂的慈愛、相

信祂的主權、也相信祂的作為。我必須跟大家做見證，這一

次的生病，全教會牧者一個一個的生病。我沒有一天懷疑過

神的愛跟神的作為，因為我已經看見了神的美意，戴冕恩牧

師——戴爸，他來到我們中間分享說，他羡慕我們，為什麼？

因為神在試驗，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工程經過火的試驗，可以

產生出金銀寶石。神祂藉著在我的裏面湧出來的話、湧出來

的詩歌一直滋潤堅固我的信心。我常常想到一首詩歌，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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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靠著耶穌得勝》，它是說：「靠著主愛得勝，靠著主

愛得勝，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就在我的裏面一直

唱，一直唱，說：「神啊，我相信祢的愛，沒有什麼能夠使

我與祢的愛隔絕，沒有什麼！而且我要靠著祢的愛得勝，我

這一生，我要靠著你的愛去得勝」這是信心。 

因著你有信，你會有喜樂跟平安。因為在《羅馬書》有

講到說：「使人有盼望的神，因著我們的信，將諸般的喜樂

與平安賜給我們。」這次生病剛開始只有我和譽騰確診，後

來在耶誕節前一兩天，神告訴譽騰說：「會有平安夜」，結

果你知道，聖誕夜，就是平安夜，那天發生了什麼事情？發

生了我們家兩個女兒同時確診。但是你知道我們多平安嗎？

我們全家 4 口每個人在自己的房間，在 zoom上我們一起來

分享，一起來交流，非常地平安。雖然生病，外面很痛苦、

很艱難，但是我跟譽騰還可以彼此說：「哎呀！我們的人生

何等地精彩呀！我們這一生到了這一天，我們竟然會遇到

2021 年 12月，我們一起生病、一起隔離、一起抗疫，你說

人生精不精彩？」這個是信心。 

在打這個信心仗的時候，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我們所爭

戰的東西好像一直遲延，一直沒有臨到，為什麼？我們來看

下一個經文好不好？我們來看彼得前書 1章 7-8 節：「叫你

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

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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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祂

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阿們！是的，在整個試

驗的過程、爭戰的過程，神有一個美意，好像一直的延遲，

但是神祂的美意是要給我們信心。 

我們在地上，我們是不是都喜歡有很多的財富，但是在

這邊講到說：「我們的信心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

顯寶貴。」有人說：「信心是天堂的貨幣，是天堂的財富。」

我們最近讀到《馬太福音》：「耶穌說：‘你們不要積攢財

寶在地上……，因為地上財寶會被偷走、會朽壞的，但是卻

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弟兄姊妹，若是今天你覺得你是在火

煉的試驗中，你覺得你的信心被考驗，你要謝謝神，祂是愛

我們，祂要把一個比金子更寶貴的，而且祂要讓我們在耶穌

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我們沒有看見，我們禱告的、我們爭戰的，現在好像還

沒有看見，可是我們卻能夠愛耶穌，我們卻能夠羡慕祂的顯

現，而不是一直陷在我爭戰的結果沒有達到，而且你因著信，

這邊應許說：「你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我今天在這邊想到，若是你這段日子，你的信心受到考

驗，在你的生活中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你覺得你沒有

辦法繼續再行，你灰心，我今天為你禱告：「願主的聖靈澆

灌你，讓你重新能夠有這樣的一個信心。」我也呼召我們慕

主的家人們，在這段日子特別去留意在你周遭的，若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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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心上需要幫助的，我們可以兩三個、兩三個的來為他們

爭戰，不要讓他們落單，不要讓他們一個人打仗，我們慕主

的家人，我們兩三個的、兩三個的，你想到的你就可以相約，

為這樣的一個肢體來禱告，因為神喜歡這樣的信心，記得嗎？

那個癱子他不能走路，可是他的朋友抬著他到耶穌的面前，

今天我們可以一起來禱告，為著我們的家人，為著我們的小

孩，為著有需要的人，我們為他們禱告，讓他們可以得勝。

而且最後我也想要呼召，就是我們整個慕主的家人，我們一

起加入教會的爭戰禱告。神在教會、神在這個家有很多的應

許，我們可以一起來禱告。 

第二，保羅說要做什麼才能夠得到獎賞？就是「當跑的

路已經跑盡了」。我們來讀一下《腓立比書》第 3章 12-14

節，我們一起來讀：「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

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阿們！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這一生都有一條道路，我們需要問自

己，我們是不是跑在對的路上？我們的方向對不對？特別身

為神的兒女，我們要問，我們跑這條道路至終我們能不能得

到獎賞？保羅在這邊講說「當跑的路」,什麼是保羅所說的

「路」？而且他為什麼會這麼有自信說，他跑了這條路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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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獎賞。在《腓立比書》這邊，他說他「竭力地追求」，

他說他「向著標杆直跑」，從第 3章前面的一段經文你就可

以看見他所謂「跑的路」，就是「竭力追求認識耶穌基督」。 

他說:「我從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做

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

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他說我為主耶穌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

為要得到基督」。所以保羅在這邊很清楚地講到，他要跑的

路是什麼路？就是認識耶穌的路；他要跑的路就是要更多得

著基督的路；他要跑的路是什麼？是愛慕耶穌顯現的道路。 

我們很誠心的來問一下我們自己，今天我們跑的這條路，

我們每天這麼忙碌，我們在跑什麼？我們有沒有每一天更認

識耶穌？當清晨起來、晚上安歇的時候，我今天有沒有更愛

慕耶穌？我很感謝神，讓我從外州搬到加州，開始踏上一條

追求愛慕耶穌的道路，而且也開始了開啟我這個新婦的位分。

在沒有來慕主之前，我信主了很多年，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

過什麼叫做「追求、竭力追求、基督徒要追求。基督徒不是

就是主日聚會，然後平常靈修、禱告就好，沒有」。這邊講

到說：「要竭力追求」，而且之前我也沒有怎麼聽說過「要

渴慕主、要愛慕耶穌」。我很感謝江牧師，她教我們怎麼樣

的渴慕主，她常常地說：「你們有沒有更渴慕耶穌？你們今

天有沒有更渴慕耶穌？你參加完這個聚會，你有沒有更渴慕

耶穌？弟兄姊妹你今天在這邊聽講道、你敬拜，你有沒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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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耶穌？」我常常為我自己的心來禱告，就是說：「主，

祢讓我更加地認識祢，認識祢對我的愛，祢是怎麼樣火熱地

愛我？祢是怎麼樣地為著我願意從天上捨棄了所有的榮耀

來到地上，為我死、為我受羞辱、為我流血、而且祢不嫌我

黑，祢看我秀美，祢的愛是怎麼這樣子的熾熱？」 

我們這個禮拜有一位弟兄在晨禱會他分享，他說：「神

對我們的愛若是說像父母的愛可以瞭解，像朋友的愛我也可

以瞭解，像一個很偉大的全能神，我敬畏他我也瞭解，可是

講到我們的神，像是我們的新郎，而且跟我們之間的愛是像

夫妻那樣一個愛情的愛，」他說：「這個對我來講實在是有

點陌生、不明白」，我也是。我覺得這條新婦的旅程，奔跑

這一條愛慕耶穌的旅程，我的心一直在被轉化。 

在生病期間的第一個禮拜，我就聽到了安通牧師的資訊，

他說到他怎麼樣在病房裏面耶穌向他顯現，他說他不再一樣

了，所以我裏頭就生出了一個渴慕。我還在病重的時候，我

就禱告說：「主向我顯現」我不僅為我自己禱告，我也為所

有染疫的家人禱告，我也為癌症病友禱告，我說：「神啊，

祢向我們顯現。」那，耶穌真的向我顯現。祂怎麼向我顯現？

祂一直對我說話，祂也一直向我唱歌，就是每天的唱。過去

我也常常一早起來就有詩歌，可是在這段生病的期間，神一

直唱、一直唱、唱個不停，而且一天好多首，真的很像我們

慕主的一首詩歌叫做《耶穌我摯愛》，說：「每早晨天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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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你歌聲翩然入耳」，就在我裏面一直唱。雖然我關在

房間的裏面，可是我感覺好像神就可以進到我的裏面，祂不

受外面環境的隔離，祂向我表達：「我愛你，艾麗絲，我和

你同在，你不要怕，而且我很心疼你生病」祂就一直對我唱

歌。有一首歌，我覺得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都在唱，叫

做《神的良善榮美》，祂在我的裏面每天唱、每天唱，唱了

一個多月了還在唱，為什麼？一方面祂要讓我知道，「我愛

你，我一生對你信實顧念，我一生待你美好到永遠」，祂不

要我懷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祂也喜歡我向祂唱情歌，

因為這首歌的第一句是說「我深愛你」。我們一起唱一下好

不好？「我深愛祢，祢的憐憫永不改變，每一天祢的恩手扶

持我，清晨當我張開雙眼直到我躺臥，我要歌唱祢的良善榮

美」；然後他的第二段的歌詞講到說「祢的聲音領我經過水

火試煉，黑暗中無人像祢如此靠近我的靈」，這就是我的經

歷。 

但是我覺得神祂不滿足，祂很迫切，祂說：「艾麗絲，

我不滿足你現在跟我的關係，我是這樣的愛你，可是我不滿

足現在你沒有全心給我。」有一次，那個時候我已經身體越

來越好了，就不知道為什麼，又忽然連續三天頭非常的痛，

我不明白。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覺前，我就跟耶穌禱告說：「為

什麼我會頭痛？」結果耶穌就光照我說：「因為我覺得我不

是你唯一的摯愛，我也不覺得我是你唯一的熱情。」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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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蠻喜歡忙的。」哦？我就嚇一跳，我覺得我蠻渴慕主的，

而且我也不是工作狂。原來，那幾天我病剛剛比較好，身體

有體力，我就開始已經跟外界聯絡了，然後就遇到了一件事

情，我就好積極，就一直在處理，然後一直的在聯繫，然後

一直在想怎麼解決？跟這個人講什麼話？這個問題怎麼樣、

怎麼樣。我一直想到晚上該睡覺的時候我還不睡覺，而且我

還一直在那邊忙，還一直在那邊想說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怎麼樣有效率？神就跟我講說：「其實你蠻喜歡做事，很有

效率，你蠻喜歡做事，做得很順利、很成功，很有那種快感。」

我就跟神悔改，說：「神，真的，我不太認識我自己。」 

弟兄姊妹，我想到我們都是主的新婦，當祂再來的時

候，祂要迎娶的是一個火熱愛祂的人，就像我們的丈夫，

他不會容忍在我們夫妻之間會有第三者。所以有時候，我

們遇到了一些的震動，其實神祂是要震動掉我們裏面「到

底什麼是我們最渴望的？到底什麼是我們心中所追求的？

到底什麼是我們朝思暮想想要的？得不到就沮喪就空虛」

保羅說，他看萬事為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他是一個愛慕

耶穌顯現的新婦，所以我們不僅僅追求主，跑這條渴慕耶

穌的道路，我們問我們自己，檢測我們的內心，我們愛耶

穌有沒有越來溫度熱度越來越高？保羅他不僅僅說跑這條

道路，而且他也說要跑盡了，所謂跑盡的意思就是持續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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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追求主的這 20 多年的裏面，我看到有一些人過去

追求，今天不見得追求；過去很火熱，今天不見得很火熱。

我們不僅跑，我們還要跟主禱告：「主，祢幫助我！祢給

我力量！讓我可以持續跑，像保羅一樣說跑到最終，跑到

人生的終點線的時候，他還是說‘神我還是一樣的火熱愛

祢’」我禱告，我們不應這樣，也許我們在人生中有很多

的分心，跑一跑，跑一跑，就換了興趣了；跑一跑，就換

了跑道了；也許是因著忙碌、房子、事業或者是孩子；或

者是我覺得我現在我生活很安逸了，我沒有需要的。求神

加添給我們奔跑的一個熱度跟勇力。 

我很喜歡的一首詩歌，最近也唱在我的裏面，《頌贊

詩選》第 209首，這是以前，早期慕主唱的詩歌，它這邊

講到說：「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樂於安，也不

是福氣。我能出代價，達到這聖地，不是我自己，乃是祂

恩力。」我感謝神，讓我們能夠持續的追求，不是靠著我

們的自己，乃是靠著祂的恩力，說：「神，祢幫助我!持續

最渴慕的是祢，不是其他的。」在這次的疫情裏面，因為

生病就是身體很軟弱，所以我就特別跟神說：「我不用鬧

鐘，我需要睡覺，若是早上到了，我起不來，我就不需要

參加晨禱了。」可是你知道嗎？神祂迫切地追求我，祂喜

歡我跟弟兄姊妹們一起尋求祂，所以每天早上，不管晚上

有沒有睡得著，到了清晨我就可以醒過來，就一起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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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感謝在我們的教會，還有在各地，有那麼多火熱的

新婦，像雲彩般的見證人一樣，我們不是自己一個人追求，

自己一個人追求會冷淡。家人們，在這段日子我特別鼓勵，

不要落單，不要任憑自己！跟一群火熱愛主的人一同來追

求，不僅我們自己追求，我們也可以影響其他的人追求。

阿們！ 

好，我們來看保羅他講到怎麼樣才能夠得到獎賞，就

是愛慕耶穌顯現的人的獎賞，第三個就是「所信的道已經

守住了」，「所信的道」也就是「神的話」。我每年都會

給自己取一個新名，大概已經有 10 年的時間，在 2022年，

神給我的新名叫做「嗎哪」，拾嗎哪。不僅僅祂希望我能

夠來在祂的話語上紮根，祂也希望我能夠活出祂的真道，

活出這樣的一個生命的道。 

我今天特別想要分享我們這段日子可以活出來什麼樣

的「生命的道」。就是凡事謝恩，凡事謝恩。當我們在每

一件事情中學習感恩的時候，我們的眼光會改變。我也很

驚訝，很多事情我當時不明白，但是當事後我願意感恩的

時候，我看見了神的美意。這次我們全家感疫，當時覺得

可能很淒慘，覺得沒有一次耶誕節是這樣：我們不能夠見

面，每個人在自己的房裏，也沒有聚餐，也沒有禮物，什

麼都沒有，對青少年的孩子好像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就是

借著這樣子，我們全家好像進入了諾亞方舟，躲避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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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救恩。這一次經過了這件事情，我們問我們青少年的

孩子說：「你們學習到什麼？」她們兩個人異口同聲的都

說：「我們學習到了獨處，我們也學習到了怎麼樣跟神建

立關係，我們也學會了家人很寶貴，我們要多花時間在一

起。」哇！這個是青少年講出來的話，所以當我們感恩的

時候，我們會看見神美好的祝福要臨到，好不好？在 2022

年我們繼續的凡事謝恩，一定會有恩寵臨到。 

最後，我想要分享什麼樣的道已經守住了，我特別有

負擔今天想要分享是有關於愛的真道，因為整個基督教信

仰的核心就是愛。神就是愛，你認識神，一定會有愛；而

聖經上也多次的講到說，愛是最大的，愛是最重要的；耶

穌也說，最大的誡命是盡心盡意盡力的愛神跟愛人如己。

所以過去這段日子，祂就一直的告訴我，祂一直的讓我面

對一個問題就是說：「愛麗絲，你到底這件事情上你有沒

有愛？到底在這件事情上，你的動機是出於愛嗎？」我覺

得愛和驕傲是沒有辦法共存的，一個驕傲的人是不可能有

愛的，所以神祂就開始來光照我。在今天的核心經文裏面

有講到說，保羅他說，當我們所信的道守住之後，就有公

義的冠冕為我們存留，也有公義的主公義審判我們，要把

冠冕賜給我們。所以在我們拿到冠冕之前，其實神祂是要

用祂的道來審判我們，其實神祂是要用祂的愛的標準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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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我們，看我們到底是不是可以被潔淨，公義，能夠領受

這個冠冕，所以主就開始來潔淨我的心。 

有一天，主忽然把一個人的臉放在我的面前，然後主

就問我說：「你跟這個人的關係怎麼樣？」我說：「我跟

這個人的關係不錯啊！」但是神說：「沒有。」後來我就

想起，雖然我現在跟這個人的關係不錯，見了面也會互相

的問安，但是因著他讓我感覺，我過去的一些事情是失敗

的，是做的不夠好、不夠完美的，所以我的裏面的那個愛

其實是沒有辦法湧流出來。我感覺神要我面對：「若是第

二天你就要來見我的話，這個關係其實你是需要去面對的。」

所以我就跟神悔改說：「神原來在我的裏面還是有不饒恕，

在我的裏面還是有過不去。」 

接下來之後的每一天，神就開始光照我的驕傲，我以

為那些都沒有了，我也以為那些我都除去了，可是神跟我

說：「沒有！你還是有。」所以我就去把《哥林多前書》

13章拿來，一直讀、一直比較，一直讓神的愛的真理來測

試我的心。 

我今天向弟兄姊妹非常的敞開，因為我希望借著這樣

子的一個「死」在我的身上，希望「生」可以在你們的身

上發動，因為耶穌祂很迫切來迎娶祂的新婦，是聖潔的、

是美好的、是潔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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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 13章講到說：「愛是不嫉妒」，我

們一月看到《創世記》雅各的家族那麼多的嫉妒：拉結嫉

妒她的姐姐，雅各的眾子們嫉妒約瑟。神就告訴我說：「艾

麗絲，你不要以為那是別人家的事情，你沒有嫉妒。」後

來神就讓我想起來，過去這一年，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為什

麼，我一直不是很滿意，對別人的做法呈現，我就是不是

那麼的以為然，不是那麼的欣賞，而且有意見，我不知道

原因，我也很驚訝，為什麼那件事情他們就一定要照著那

個方法做呢？可是後來神告訴我：「根源是你的嫉妒。」

神甚至還把兩個人的名字放在我的裏面，我很想否認，我

說：「我沒有！我沒有！」可是神好像讓我在祂的面前沒

有辦法去否認，我非常的難過，因為我都不知道我的心是

這個樣子，而且我跟這兩位也蠻好的，若是當他們知道我

心中的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很受傷。我就

想到說「愛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可是我的思想卻是一個

羞愧的事。 

那神也光照到我說「愛是不自誇」，神說：「愛麗絲，

你的裏面其實有隱藏著沒有辦法磨滅的一個優越感，你常

常覺得自己不錯，然後你的想法、你的意見好像都蠻正確

的。」因著我這樣的一個驕傲，我發覺，讓我在很謙卑的

去聆聽、去吸收別人所要說的事情上就有攔阻，讓我在學

習的事情上變得有些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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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神也說：「愛是不張狂」「張狂」的英文的意思

就是說「你要顯耀你的自己」。我就覺得說：「為什麼在

我的生命中，我還是喜歡被稱讚？還是喜歡被看中，好像

自己付出的努力還是喜歡被認可被看見？」神說：「這個

跟你在我的愛上沒有得滿足有關，你還是不知道你自己是

誰？因為你不是那麼深的知道你是蒙愛的，所以以至於你

沒有安全感。」 

神也說：「愛是不計算人的惡」，我必須要說，弟兄

姊妹，在神的一個光照的裏面，看見我愛的虧欠：我會去

計算。當我很有需要的時候，我很希望幫助的時候，這些

人有沒有顯出他們真誠來幫助我，我會去計算。而且神也

說：「你在過去，別人對你造成的一些的虧欠、或者是虧

損、或者是傷害的事情上，你不是那麼快的就去釋懷。」

在這個過程中，神也甚至光照我說：「即使你的丈夫是這

麼好的丈夫，但是你過著過去因這一些你想要達到的，好

像沒有辦法如你的期望，你心中其實是有累積的不滿跟埋

怨。」 

然後神最後也很清楚的告訴我說：「愛是不求自己的

益處」，耶穌祂一直的挑戰我，說：「艾麗絲，你做這件

事情是不是出於愛？你做這件事情真的是，完全的動機是

因著愛我愛人嗎？還是因為有一些對於你有益的？或者是

你做這些事情，是真的是從內心裏面流露出來，是因跟隨



 23 

我，你去愛的；還是是你的責任跟義務，是因為你今天在

這樣的一個位置上、一個規定上你去做的？」主耶穌也跟

我講說:「若是今天這件事情或這場聚會不是你在主要負責，

不是你在服侍的時候，你會不會同樣的殷勤、同樣的火熱，

而且提早就到，預備你的心？」我在神面前悔改，我說:

「神求祢幫助我，求祢幫助我盡心的愛祢；求祢幫助我，

真誠的愛人。」感謝主！我覺得我有改變，我覺得我有更

新。我現在每一天早上起來，我常常會問我自己：「主啊，

今天你要我去愛哪一個人？不是在責任義務的裏面，而是

神，你要我愛哪一個人？」神就帶領我去關懷癌症的姊妹，

我很高興，我覺得我不再會說：「我覺得太忙」，或者是

交給別人去關懷，我可以隨著神的聖靈的帶領，去做那個

存到永遠的愛的事情。而且我也常常在做事的優先次序上，

也會去思考說：「神，這件事情只是做事，還是這件事情

會把愛帶給別人，會帶下生命，會存到永遠。」我記得有

一次我心中很想一位姊妹，我真的覺得在愛上很虧欠，因

為過去我們有戰鬥情感，我們一起出去建分堂，所以我們

常常互相在一起講的話，都是服侍的事，好像沒有真正的

單純的打電話給她，就是關懷她。可是這一次，我知道她

也在很不容易的裏面，她的身體各方面在病痛的裏面，我

就打電話給她，你知道嗎？我們竟然一直的講笑話，雖然

她在半夜的時候，有時候身體疼痛到會哭，可是我就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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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笑話，然後我們兩個就一直笑，那天講完話，我們沒有

絲毫提到我們責任義務的事情。神一直挑戰我，我今天做

這件事情，能不能夠存到永遠？能不能夠讓愛永遠長存？

能不能夠是出於神的愛，也是因為愛人？所以弟兄姊妹，

我今天想說:「這個公義的冠冕要給愛慕祂顯現的人，就是

祂心所愛的新婦。我們的心要被神來煉淨潔淨，思想祂的

愛。」即使在打那美好的仗的時候，我們也因著信能夠愛

他。在奔跑這條道路的時候，我們說:「耶穌祢增添我的渴

慕，祢加深我的熱情，而且祢讓我可以持續地奔跑，一直

到最後。」我們在守神的道，能夠守住的事上，我們說：

「神，我們盡心的愛祢，我們也盡心的愛人。」 

好不好？我們先安靜一下下。 

我來到慕主之後，才開始進入一個追求的文化。多少

次在會後的時候，我跪到主的面前，跟他傾心吐意，以至

於神的生命可以轉化我。我也很希望今天神向我們開啟祂

新郎的愛，向我們開啟我們新婦的位份，讓我們可以持續

火熱的追求祂，讓別人看見我們，看見我們身上的標誌是

愛耶穌的標誌。 

好，預備我們的心，有一段追求的時間。 

（譽騰牧師帶領會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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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持續把我們的眼目注視在耶穌身上。剛才愛麗

斯牧師講到說：「耶穌就是我們思想的家。」當我們注視祂

的時候，就發現耶穌就在我們的家，我很驚訝，神可以向每

一個人顯現，愛麗斯牧師的分享，在夜間的時候神就在她房

間顯現，也在我的房間顯現。耶穌可以在對每一個人說話，

因為祂的愛總是不離不棄，祂是新郎神，我們今天所聽到的

每一個都是耶穌愛的故事，我們一起來敬拜祂。 

鼓勵我們家人們可以起立，我們一起來敬拜祂，好嗎？

耶穌就在我們的家，耶穌正在向我們顯現。 

（詩歌敬拜《更美的約》）：!

這愛的故事如此榮美，是叫人嚮往又驚奇，當你從地上

被高舉，這血約從此揭起。我見萬人沿河歸向你，這生命河

源自你身體，得救樂歌四面揚起，「我必醫好你使你痊癒」。

我見萬人沿河歸向你，這生命河源自你身體，得救樂歌四面

揚起，「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新郎歌聲在空中舞起「請

進入我肋旁創痕裏，我骨中骨肉中的肉，我所珍愛顧惜就是

你。」新郎歌聲在空中舞起「請進入我肋旁創痕裏，我骨中

骨肉中的肉，渴望將你織進我心裏。我要賜你認識我的心，

這美麗是你奇妙驚喜，我創造你是你丈夫，我以慈愛仁義來

聘你。我要賜你認識我的心，這美麗是你奇妙驚喜，我創造

你是你丈夫，我以永遠的愛來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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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騰牧師帶領回應：）!

我感受到上帝正在造訪我們一個家庭，如果今天你帶著

信心領受，你就會看見神跡正在發生，新郎神保養顧惜，祂

要把救贖的恩典臨到我每一個人身上，你要帶著信心領受。

你今天聽到愛麗斯牧師所分享的，可以那麼奇妙的！因為送

食物到福音朋友的家裏，竟然是他的生日，是因為耶穌要造

訪這個家庭。你可以聽到那麼奇妙的見證！因為姐妹只是把

思想轉到耶穌的身上，她轉天就可以去上班了。你可以聽到

那麼多美好的故事！愛麗斯牧師她在夜間的時候神向她歌

唱。因為這是我們的新郎神，祂對我們的保養顧惜。如果今

天我們家裏有人染疫的，好不好，我鼓勵你站起來，領受耶

穌祂的造訪，因為我們全家就是這樣的經歷祂的造訪。感謝

家人為我們慕主的禱告，也因為你們的禱告，我們今天真的

在寶座面前見證耶穌不離不棄的愛。所以我們再唱一遍的時

候，我鼓勵每一個家庭領受，或者是你在這個時候因為疫情

有憂鬱、有沮喪、家裏有暴力的，你說:「主啊！耶穌！歡

迎你做我家的主。」耶穌正在探訪每一個家庭，祂走遍各城

各鄉，醫好凡有疾病的人。你要帶著信心領受，現在救恩就

臨到我們家，而且萬人要歸向神；你帶著信心看見父親已經

來到，因為新冠疫情已經被踐踏在腳掌之下，你要看見耶穌

的名要被高舉。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全心來敬拜祂，我們

一家來敬拜祂，一家一家的歸給耶穌！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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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更美的約》）：!

這愛的故事如此榮美，是叫人嚮往又驚奇，當你從地上

被高舉，這血約從此揭起。我見萬人沿河歸向你，這生命河

源自你身體，得救樂歌四面揚起，「我必醫好你使你痊癒」。

我見萬人沿河歸向你，這生命河源自你身體，得救樂歌四面

揚起，「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新郎歌聲在空中舞起「請

進入我肋旁創痕裏，我骨中骨肉中的肉，我所珍愛顧惜就是

你。」新郎歌聲在空中舞起「請進入我肋旁創痕裏，我骨中

骨肉中的肉，渴望將你織進我心裏。我要賜你認識我的心，

這美麗是你奇妙驚喜，我創造你是你丈夫，我以慈愛仁義來

聘你。我要賜你認識我的心，這美麗是你奇妙驚喜，我創造

你是你丈夫，我以永遠的愛來愛你。」 

（譽騰牧師帶領會後回應：）!

我們領受神的慈愛，持續的領受，大山可以遷移，小山

可以遷移，我們在信心裏領受，這個風浪是耶穌平靜的。 

（詩歌敬拜《愛的血約》）!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我的慈愛不離開你，我

平安的約也不遷移。縱然天地消化，世間物換星移，愛的血

約必永堅立，聖潔烈火中必來迎娶。 

（譽騰牧師帶領會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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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家裏面帶著信心回應禱告，就是你今天所領受

的資訊最紮心的一句話禱告出來，因為神的道是火，愛麗斯

牧師講到說這就是寶劍。 

好不好，我們音樂繼續放的時候，你跟神開始回應禱告，

說:「神啊，我今天聽到你的道，我要開始起來回應。」你

的家庭裏面因著神的道開始昌盛。你正在領受的時候，你要

看見我今天所聽到的見證都是我的產業，我今天看到牧師們

站起來為神做見證，我要看見一切染疫的家庭一個個出來榮

耀神，一個個出來做見證。你要相信這個時候正是我們領受

神恩典的時候，祂的慈愛永遠不離開，祂的造訪一直在發

生。 

在這次疫情當中，我看到石媽媽的見證剛剛看到的，神

也這樣子的超自然的在醫院裏面得到榮耀。我們也看到每一

個家庭那麼快的從染疫的環境裏面走出來重新上班，甚至有

些姐妹開始說:「耶穌啊，我明天發燒就要退。」結果後來

她見證，她第二天發燒就退了，因為耶穌正在探訪每一個家

庭，祂走遍各城各鄉，要造訪你，你帶著信心領受。 

我們一起來禱告：「哈利路亞！謝謝祢，主謝謝祢正在

造訪我們每一個家庭。主啊！就是現在！就是現在！主啊！

甚至我看到家裏面的已經有滿溢的超自然的新的健康、新的

氣息吹進去、吹進去，力量起來！主，我相信見證要複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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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我相信祢正在做工；我相信祢走遍各城各鄉，祢正在醫

好凡有疾病的。祢是大醫生！祢是我們最大的醫生！我們注

視祢的寶座，我們思想祢，主耶穌我們謝謝祢！謝謝祢」 

一個一個的地跟耶穌獻上禱告，你聽到就開始回應，好

吧？我們再幾分鐘的時間，你就開始說:「主啊，我要！我

要！我相信！我相信你正在踐踏一些仇敵的作為，我相信我

可以起來打仗，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而且已經贏了。因

為耶穌在前面為我誇勝，是耶穌領著我得勝。」你要帶著信

心領受，就是現在，就是現在，那美好的仗已經得勝了，而

且我們一生持續的渴慕他，渴慕他的顯。「主，我獻上感謝，

謝謝祢！」 

如果你有負擔，為你的家人得救禱告，我邀請你。復興

已經來到！復興已經來到！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耶穌要被高舉，當我們高舉的時候，萬民要奔向祂。如果你

有負擔的話，也為你未信主的家人來祈求，就是現在，你親

眼看到因為一個疫情，一個 17 年不認同基督教信仰的開始

傳揚說：「教會真好。」因為神正在做開路的工作，你要帶

著信心，復興已經來到，人心要轉向耶穌，我們我們要高舉

耶穌的名，耶穌正在為我們爭戰。如果當中你有一些軟弱的，

你覺得說我的疾病已經那麼久了，還沒有好，你帶著信心相

信，祂正在為我們爭戰，祂正在為我們得勝，不要失去信心，

而且你要得著那不能損壞，比金子更寶貴的信心在你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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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勵你的家人，鼓勵每一個家人我們持續地爭戰，在神寶

座面前持續地得勝！阿們！ 

我們一起來敬拜他，祂的慈愛永遠不改變。 

（詩歌敬拜《愛的血約》）!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我的慈愛不離開你，我

平安的約也不遷移。眾山天地銷化，世間物換星移，愛的血

約必永堅立；聖潔烈火中必來迎娶。 

（譽騰牧師帶領會後回應：）!

好，我為大家做個禱告：「主耶穌，謝謝祢！主啊，我

們像保羅一樣奔跑這個標杆，主啊，到最後的終點還是持續

愛慕祢的顯現；主啊，持續地要祢、注視祢。耶穌!耶穌!耶

穌!祢永遠是我們思想的家。主耶穌，謝謝祢，謝謝祢！持

續地向我們顯現，我們持續地渴望愛祢。」鼓勵我們慕主的

家人有晨禱會，我們有 5天的時間藉著晨禱把神的道深深的

紮在我們的心版上，鼓勵我們的家人加入晨禱會，也加入明

天——禮拜天早上的禱告會，有牧長們持續地帶領我們來追

求祂。 

好，我們現在聚會到這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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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謝謝祢，祢今天實在用厚恩待我們，我們帶著

信心領受祢的恩典，祢的醫治已經臨到我們的身上。奉耶穌

聖名禱告。阿們！」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恩典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