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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來榮耀祂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信息 

小左傳道 

2022 年 3月 12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全球家人平安！ 

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分享的主

題是《定意來榮耀祂》。 

前陣子我做了一個夢，在夢中我準備要上臺講資訊，結

果一上臺我竟然很慌張，因為我找不到我的講章在哪裡，我

說：「天哪！天哪！我要講什麼？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頓時就「嘣」，有個力量就進到我的裡頭，然後我嘴巴就脫

口而出：「就算我現在恐慌症倒地不起，我也要你們被聖靈

充滿！」然後在夢中，神就下載一些資訊的內容，然後我就

醒來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會提到我之前的恐慌症。

其實我本來就已經答應江媽就是要分享，但是我後來又臨時

退縮，就沒想到神又藉著做夢再次提醒我，所以我今天在這

裡想跟大家分享。其實我的天然人是比較喜歡分享一些比較

熱情、激烈、火熱一點的，比如說什麼「火、helee、醫治、

perfect」各式各樣曾經經歷過的神跡奇事，神都會使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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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沒錯。但是神也很喜歡使用我們的軟弱，因為當我們真實

地把我們的軟弱最無助的癱在神的面前，就是見證神大能最

好的時候。因為真知道這不是靠我自己本人本來的能力可以

辦到，是真實經歷神在當中祂大能的彰顯。阿們！希望今天

的分享可以祝福到大家。 

保羅說：「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就什麼時候剛強。」我等一下

講的內容是我覺得我信主以來除了最軟弱之外，還是很難堪、

很羞愧的。但是也是在這個當中，怎麼樣因著單單地再一次

回到神的裡頭，單單地來渴慕祂、享受祂的同在、經歷了祂

的醫治跟恢復——與神、也與自己、與自己的身體，還有跟

人和好，更奇妙地是神怎麼在我最軟弱的時候再一次提醒我，

祂對我的呼召還有對我的帶領。 

大概在四、五個月前，那時候我生完老二不久，其實我

坐月子已經沒做好，應該是我懷孕的時候我就一直都沒怎麼

睡覺，因為我是從第一天就吐到我生的那一天，然後其實身

體已經很不好，還要繼續帶兩個小孩，家裡很多事情，教會

也很多事情。其實已經長期在一個壓力跟疲憊當中，突然有

一天我就崩潰了，我整個人自律神經就大失調。 

我還記得那一次我整晚沒睡，剛好今天帶我們敬拜的亨

利也在我們家，那時候剛好我女兒生日，然後他在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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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想說：「我昨天又沒睡覺了。」很可怕，你知道嗎？就

開始為期一、兩個月的恐慌焦慮：每天我就手心冒汗，四肢

發麻，隨時隨地都覺得我要呼吸不過來，要昏倒了，然後我

的身體已經很疲憊很疲憊，可是我卻沒有辦法睡覺，我就躺

在那裡，一想到睡覺我就害怕，那時候因為我女兒哭，我一

聽到哭聲就沒有辦法睡。然後即便我想睡了，我又害怕聽到

哭聲，所以我整晚就這樣對著牆壁，然後就一直心悸，然後

一直呼吸不過來，然後就到早上。我那時候真的有一種感覺

是「我要去見主耶穌了」，我真的覺得我沒有辦法再撐下去，

整個人非常非常地痛苦。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因為我以前的

外號是「五哈公主」。我是整天「哈哈哈哈」狂笑的那種，

以前我在我臺灣母會以琳教會，那個辦公室整天都是我的笑

聲，就是很愛笑。然後我也很會睡，以前只要去姐妹家拜訪，

聊聊聊然後我就會很放鬆地睡倒在人家家裡，我什麼地方什

麼時間我都可以睡。然後我的性格本來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

就是我以前字典裡沒有「害怕」這兩個字。因為我在全職服

侍之前我是電視臺記者，對著攝影機隨時隨地我都可以，反

正長官要我講什麼我都可以講出來。遇到什麼樣的人、採訪

的物件，然後後來我全職，然後去巴從念書到各地去服侍，

甚至去中東國家，我的字典裡就是沒有「害怕」兩個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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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我之前去西藏，然後西藏高山症，吸氧氣吸了兩天，我也

都沒有覺得任何的恐懼。 

可是在我生病的時候，我怎樣都笑不出來，然後我也沒

有辦法睡覺。更可怕的是，我什麼都害怕，我連去人多一點

的地方，我就覺得我要呼吸不過來。你知道整個人很可怕的

一件事情，因為這不是我，因為這不是本來的我，然後我就

想說：「哇？我該怎麼辦？」我覺得我完全掌控不了我自己，

而且那時候我們準備要坐飛機回臺灣，我就想「慘了！慘了！

我絕對會在飛機上崩潰，到時候飛機一定會折返，因為我在

飛機上崩潰。」然後我自己就很多內心戲想說：「我這次真

的完了！完了！」但那時候我真的就只能做一件事情——我

只能呼求主耶穌，這是對一個傳道人來講說有點好笑，但是

這真的就是我唯一的一條出路，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啪」全部打掉重練，就是單單地來讚美神，

單單地來等候神。我每天很痛苦很痛苦……，但是我只能一

直不斷地把我的專注力轉到神的身上，然後我就在尋求祂的

過程當中，我就說：「主啊，睡不著就睡不著吧，恐慌症發

作就發作，我只求一件事情，我只想要有祢的同在，其他的

我什麼都不想。」然後你就會真實經歷到，神在那個時候真

的是唯一的出路。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只能靠神的時

候，就會經歷到神是唯一，祂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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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那時候慘到我連吃醫生給我的抗焦慮的藥、鎮定

的藥完全沒效，因為我整個人躺在那我就想說：「這個藥效

什麼時候發作？這個藥效什麼時候發作？我會有什麼反

應？」我整個人就在想我會怎麼樣會怎麼樣，然後我就更緊

張，然後我就更睡不著。我想說：「奇怪了，人家不是說這

些藥都很有效，在我身上完全沒有效。」我只能不斷靠著「哈

利路亞牌」，就是我們的主耶穌，我只能不斷地一直尋求祂

的同在。誒，感謝主！我真的常常在最受不了的時候，我就

一直在想著神的時候，然後就慢慢睡著。 

詩篇 73篇 25到 26節：「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

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然後在 TPT就是 Psalm的翻譯版本，我很喜歡，我念給大家

聽:「whom have I in heaven but you? you are all I want。

No one on earth means as much to me as you. Lord, so 

many times I fail. I fall into disgrace。But when I trust 

in you，I have a strong and glorious presence protecting 

and anointing me.Forever you are all I need!」 

你不覺得很美嗎？每一個字是如此地真實！主耶穌是

我唯一想要的。多少次我跌倒，但我再一次把信任放在耶穌

身上的時候，就有主耶穌強大且榮耀的同在在保護我、在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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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我，耶穌是我們唯一的所需，我真的是在每一次快要不行

的時候，就在渴慕祂的同在當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 

老實說，很誠實的說，在我嫁來慕主前，我就覺得內在

生活有很難嗎？我也在過內在生活啊，這不是基督徒的基本

嗎？可是神在我最低潮的時候，讓我看到我自己裡頭的驕傲，

以及其實已經離神很遠。服侍神的人其實一個不小心，常常

會掉入一個靠自己能力在服侍但是卻不自知，還是可以講道、

還是可以去服侍、還是可以為人禱告，還是可以 perfect，

還是可以問人家醫治有沒有果效？有沒有果效？有！但是

不是因為我們很厲害，那是因為神愛祂的百姓，所以神在使

用。但是只有自己本身知道，自己的心裡頭有沒有被神填滿。

在那個時候我發現其實我心裡頭有很多的很渴，其實已經離

神很遙遠，是缺乏的，就好像在吃老本一樣。 

過去這些日子，神就是再一次幫我回到起初的愛，然後

在靈裡頭又開始重新一點一滴慢慢地突破，好像回到很早很

早以前，那個瘋狂愛神的時候,然後每天想要跟祂說話，然

後每一次讀經就覺得：「哇！這個在跟我說話。」每一次等

候神的時候，就覺得神的同在好美好，那個感覺就好像重新

再跟耶穌 「談戀愛」的感覺。然後你就會只想要專注,想要

呵護這份寶貴，很想要好好地接待祂的同在，然後你就會忘

記其實你身體可能還沒有什麼改變，但是這對我來說已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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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好像再一次又把祂擁在

我懷中，而我不想放開，就像我們常常在講讚美，讚美的核

心是什麼？讚美的核心就是你把你的焦點從你自己轉到以

神為中心，其它你生命當中發生的所有事情，對你而言已經

不是第一序列，第一個序列是「我要神「。神在我的心中是

那麼地重要！我要呵護祂的同在，我要保護祂的同在。 

在《箴言》17 篇 22 節，大家都很清楚的：「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那段生病的日子，神也讓

我看到很多我自己心思意念沒有跟祂對齊的地方，很多很多。

我講一個可能大家比較喜歡聽的，就是對我老公的苦毒。 

前幾年，我覺得我是為了要成全我老公，然後我們一起

在青年牧區。但是後來我發現，我覺得他花大量的時間在服

侍，然後我內心覺得好像我跟小孩就被犧牲，我覺得他所有

的精氣神、所有的好脾氣都留給了別人，沒有留給我們，然

後我在心中怒喊：「老娘……」對不起！「老娘……」對，

我心中的怒喊，是真的是這樣，「老娘為了你離開我的教會、

離開我的家人，離開我原本的服侍、離開我所有的好朋友，

遠渡重洋嫁給你，你還不知道好好珍惜！」反正我內心這兩

年就很像怨婦，你知道嗎？每天上演這些內心戲，然後在每

一次的吵架當中，就有很多毀滅性的言語在我們當中，這些

也一點一滴在傷害我自己，我甚至對我自己說了很多內在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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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像是「除非要我生病，他才會後悔嗎？」您看這內在誓

言很可怕噢!然後我又因為非常擔心他的身體，然後那些很

多負面的想法「他會不會怎麼樣呢？他晚上都不睡覺會不會

怎麼樣啊？」然後我內心每天被這件事情弄得很煩悶。 

然後神就光照我這些事，然後我也去跟我老公道歉，然

後持續的跟神認罪悔改，然後把我過去幾年來，我裡頭的所

有這些垃圾，這些心裡頭的難過全部都向祂說。很奇妙！你

知道我之前最討厭我老公就是熬夜，然後亂睡，就是他什麼

時候都可以睡，可是在我生病的時候，這一點卻大大的救了

我，因為那時候晚上，我是完全沒有辦法聽到小孩哭聲，因

為我已經很緊繃。所以很多晚上，都是他背著我的老二，然

後那時候才幾個月，然後背整晚，就是為了怕我聽到哭聲。

然後有時候我就很氣，我自己想說：「他都已經又不睡覺在

幫我背小孩了，然後我還睡不著。」然後他就說：「你不好，

我們也不會好。」後來我那時候就有一個很深的體悟……（唉

喲！我沒有要哭，我本人是「五哈公主」。）我應該是……

對，然後我就覺得說我就突然有一個感受：原來夫妻真的是

一體的。然後內心也感受到我有多麼的需要他。 

然後那時候上飛機就回臺灣，上飛機前一晚我又是整晚

沒睡，然後很多人都跟我說：「小左啊，別回去了吧！很危

險啊，你確定你真的要上飛機，你上得了飛機嗎？」可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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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很奇妙！我內心就有一個很大的平安，然後在是飛

機上，我就真的覺得神很美好很美好的同在，雖然那時候亂

流很強，我就一直又不斷的驚醒，可是在我每一次睡下去的

時候，我又一直感覺到神在對我說好多好多的話。我那時候

就領受我在防疫旅館的 15 天是一個跟神的親密旅行，15 天

一段在讚美等候神突破的旅程。在那防疫旅館 15 個晚上，

我們全家每天就一起敬拜讚美禱告。我的老大現在 4歲，從

我生病開始，他每天是主動自己說帶中午的敬拜，然後我們

家輪流讚美禱告，他都沒有問題，然後他也得到我先知的真

傳，常常畫了很多先知性的繪畫送給我。在那 15 個晚上，

你看到我那時候恐慌症哦，我還敢在一個密閉空間裡待 15

天，這不是神跡，什麼是神跡？但是我在那 15 個晚上，完

完全全的都享受在祂的同在裡，沒有恐慌症發作過，一般讓

人家覺得很難熬的 15 晚，可是對我們全家來說是一個除了

身體很靠近的時候，也是一個心裡很靠近的旅程，更是一個

我們全家一起跟神靠近的旅程！就一直不斷的跟神說，沒睡

覺也好，恐慌症發作也好，我只要祂的同在。我誰都控制不

了：我控制不了我老公要不要睡覺，我控制不了我小孩怎麼

睡覺，我甚至連我自己怎麼睡覺我都沒有辦法控制。但是耶

穌他可以完全掌管我。最奇妙的是神回答了我過去這 6年來

常常問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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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嫁來慕主，江牧師為我們證婚的時候，她就說：

「小左是我們的慕主媳婦」，我想：「媳婦？媳婦是什麼？

什麼是媳婦？是連續劇的……？會有連續劇般的婆婆出現

嗎？」反正我就開始有很多的內心戲。可是那時候神給了我

一個畫面，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跟任何人說，神讓我看到我在

講臺上分享，我都心想很正常，就像在青校，就是青年牧區

一樣跟大家分享嘛！可是神就說：「你是來繼承產業的。」

我說：「不！不！不！」那時候神讓我這樣感動的時候，我

就想說怎麼可能，這不是我的風格，因為聽「繼承產業」，

你會覺得說會不會像其他牧者一樣教導內在生活，這不是我

的風格，不！不！不！馬蒂娜牧師就最知道了，我能躲多遠

就躲多遠，因為對我來說，內心其實很抗拒一些東西。你知

道嗎？我就覺得好像媳婦就是要一個樣子，這對我來說是很

害怕的一件事情。 

其實這幾年雖然領袖們都很接納原本的我，他們很喜歡

我的自由奔放，像是我自己的馬老闆，馬老闆就是馬蒂娜牧

師，因為我都喜歡叫她「馬老闆」，她說她覺得我是她遇過

最沒有宗教靈的人。大概是因為我跟她認識的第一次，就是

我們多年前在青校一起服侍的時候，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就

說：「馬蒂娜牧師，這裡有可以洗頭的地方嗎？我想去洗頭。」

她大概覺得很傻眼吧？怎麼會有人出來服侍，問她哪裡可以

找洗頭的地方。然後那一次服侍完，我們一起在臺北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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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第一次很正式的坐下來跟她吃飯，那時候還有協聰牧

師，我跟協聰牧師就是蠻多年的好朋友，一坐下來吃飯，我

就說：「馬蒂娜牧師你可以介紹男朋友給我嗎？」她大概又

很傻眼吧？她想說怎麼會有傳道人第一次坐下來跟她吃飯，

就請她來介紹男朋友？我告訴你，我老公真的算是馬蒂娜介

紹的，因為那時候，在那次我跟馬蒂娜牧師飯局前一個禮拜，

那時候慕主南灣的士奎雅琴傳道，其實我跟他們一點都不熟，

他們就傳簡訊給我說，很積極的說要介紹一個叫丹尼爾給我

認識，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連上線，後來一個禮拜我在青

校服侍，我又跟馬蒂娜吃飯，然後我又說：「馬蒂娜快點介

紹男朋友給我》」她就頓時又說了這個名字，她說：「協聰 

啊，不如我們介紹丹尼爾跟小左吧！」很奇妙的愛情故事，

青校的人常常聽，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總之，我就真

的嫁過來了，所以馬蒂娜她要負責。可是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我裡面還是有很多的文化衝擊，雖然大家都很愛我，然後服

侍上也沒有問題，可是我就是，我覺得是我自己內心的一個

身份的轉換，我不知道如何轉換。 

我想到一個笑話，因為我剛好看到敏文牧師，然後敏文

牧師有一次就會這樣看著我：「小左啊！……」你知道敏文

牧師會這樣：「小左啊！你是我看過唯一在慕主戴假睫毛的

人。」然後有一陣子我就沒戴假睫毛了，她又有一次看到我

說：「小左啊，你洗盡鉛華啦！」敏文牧師，我今天又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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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睫毛了，我怎麼講到這？對，假睫毛。總之我們那時候

內心就很抗拒，就很想逃。其實很奇怪！也沒有人要我改變

什麼，但是我內心就覺得是不是要我改變什麼？但是我又不

想要改變什麼。有點繞口令，我不是說我不想要改掉不好的

地方，而是說我不想要去表現，我不想要靠著表現去證明什

麼，我很希望我做什麼，或者是我不做什麼，都是因為無條

件的愛驅動我，而不是因為恐懼，而不是因為我必須該怎麼

做。 

總之呢，神讓我在生病的過程當中，在我最低潮的時候，

再一次讓我看到當初我嫁過來的時候祂給我的畫面，所以我

就決定跟神說「是的！」我心裡頭就突然有個很大的明白，

就是「嗨！屬靈婆家的產業，也是我的產業，我也可以繼承！

我不是說哪裡來的小媳婦！我也不是外來的！今天我在這

裡，這裡就是我的家，我也有從神領受的那一份！」哇！這

個體悟，這樣隔了 6年我才明白過來！雖然我可能跟別人很

不一樣，但是神的帶領沒有失誤，這個真實的明白，頓時讓

我就是「豁然開朗」。 

以前每次先知來為我們預言的時候，我都想說怎麼還沒

有預言我們要去哪裡啊？然後每次預言，然後怎麼繞都繞在

這？後來我想說：「對！沒有要去到哪？現在就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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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心思意念慢慢跟神對齊！神也讓我看到了很多

我身體實際上的需要，像我們可愛的艾娜，她以前是營養師，

所以她告訴我說：「你要不要補充鎂鈣粉？」的確，因為我

在懷孕的時候，其實我鈣質流失了非常非常多，精神科的姐

妹的建議我補充維他命 B，還有維他命 D。我在回臺灣的時

候也有去尋求專業的幫助。 

其實我常常在臉書上面分享，然後很多的姐妹就偷偷私

訊告訴我，原來她們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問題，然後她們怎

麼勝過，或者說她們正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很可愛的姐

妹就跟我說：「原來傳道人也會身心出問題！」哇！頓時她

覺得被釋放了。 

各位親愛弟兄姐妹，不管是傳道人，還是你以為屬靈的

人，都有可能身心生病，所以如果你正在，或是你周遭有人

正在經歷這些不容易，不要覺得有羞恥感，好不好？這是由

仇敵來的謊言。我們就是積極的去看重它、正視它，然後尋

求幫助。除了在家方言禱告之外，我們也可以尋求別的幫助，

像是西醫、中醫或是心理諮詢，各式各樣的方式，我們可以

先查出是不是荷爾蒙？是不是內分泌？像我去看西醫、我做

物理治療（我有針灸），我有去心裡諮商。但是我對西藥很

敏感，中藥跟針灸反而對我很有幫助，然後醫生們都評估我

就是因為壓力太大，累太久造成自律神經失調。然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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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很重要！請麻煩告訴你信任的家人、朋友、教會的弟兄

姐妹，告訴他們你的需要，然後請他們為你禱告，甚至可以

告訴他們怎麼樣可以幫助到你。然後自己要有心理建設，知

道這一切都會過去。 

我們積極去面對，但是我們不刻意放大。像我之前很痛

苦的時候，我就逆向操作——睡不著就睡不著，我去跟耶穌

聊天，然後配合深呼吸也就睡著了。不斷的告訴自己會更好！

當然還有各種大家推薦的保健食品、精油、運動、曬太陽都

非常有幫助，然後培養睡眠儀式，大概三個月後我就非常的

穩定，身體也非常放鬆。帶小孩覺得很累的時候，就讓自己

去休息一下。我現在晚上 8點就關機，然後弄完小孩就開始

寫日記、讀經、讚美、等候神，都是一些很簡單，大家也都

可以做到的，然後上床睡覺，現在我基本上都可以睡到 6到

7 個小時，感謝主耶穌！這是在我之前是完全不敢想像的。

因為在人在最痛苦的時候，你就會有個很大的謊言，就是這

一輩子再也不用睡覺了！ 

我也很想鼓勵，如果你們有睡眠問題的，我也很建議你

們可以培養一套自己跟耶穌的睡眠儀式，保護我們的屬靈的

感官。睡前不要看血腥、暴力、低潮的那些影片跟新聞，然

後多讓自己浸泡在屬天的氛圍當中。然後在睡前就禱告：「主

耶穌啊，讓我的身體，讓我的腦袋可以有很好的休息跟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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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靈要持續的與祢相交，我要在夢中也經歷祢的保護，

經歷祢的同在。」 

在哥林多前書 6 章 19 節，他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

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

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

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我再念一次，「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

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

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

的身子上榮耀神。」 

各位弟兄姐妹，我們這個人從裡到外，其實已經不是我

們自己的了，都是屬神的。在過去這段時間，對我來講，好

像就是一個重新的跟神和好的過程，重新幫助自己的身心靈

跟天堂對齊。很多時候我們信主久了，我們很容易又習慣的

靠自己，都忘記我們要隨時隨地的察覺我們裡頭有沒有神的

同在？有沒有心思意念跟天堂對齊？這是所有一切的最基

本的！常常我們都很在意外在的各式各樣的服事、各式各樣

的忙碌，常常都忘記這個裡頭，有沒有去寶貝祂？有沒有去

保護祂？ 

在處理比較棘手的睡眠之後，那就要處理為什麼會自律

神經失調？因為長期壓力太大，然後很累，這中間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的角色——就是我老公！他二話不說，我們就



16 

 

去接受婚姻輔導。對，傳道人也是需要婚姻輔導的。我們在

幫人家做婚姻輔導，我幫人家證婚，可是我們也很需要幫助。

門徒就是學生的意思，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學習，十字架不是

只停留在你受洗的那一刻，傳福音也不是停留在受洗之前。

福音是要常常對自己來傳講!十字架的功效是持續的！很多

基督徒信久了、跌倒了、失敗了，就忘記十字架大能，又想

要回頭靠自己，但是又不敢讓別人知道，因為怕人家覺得：

「哎呀！你 5年的基督徒也會發生這種事？！哎呀！你都已

經信主 10 年了，你還這樣！」我們忘記了十字架的大能，

我們忘記了福音的大能，以至於我們又想要靠自己，然後就

隱藏更多自己的罪跟軟弱，這是仇敵非常大的謊言。 

我們受洗之前，我們是被這個福音吸引，我們經歷到神、

我們經歷到十字架的大能、經歷到復活的大能，知道是靠自

己沒有辦法救贖，唯有靠耶穌；我們信主之後，無論你信主

多少年，同樣的，我們要持續的相信十字架的大能、復活的

大能，要持續的來經歷神，持續的來信靠祂。不要覺得說：

「奇怪了！我都信主這麼久了，我怎麼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神是光，當我們越靠近祂的時候，肯定就會光照到我們一些

我們曾經或是我們之前沒有發現的，所以這是好事，跟自己

說：「這是好事！」我們只需要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到神的面

前，讓祂帶領我們怎麼樣經歷突破。每一次、每一步都要來

倚靠祂。《西明小要理問答》說：「人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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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榮耀上帝，永遠以祂為樂。」我

再講一次：「人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回答是：人的主要目的

就是榮耀上帝，永遠以祂為樂。」我們受造的目的，我們在

這個世界上的目的是要來榮耀祂，永遠以祂為樂。什麼是榮

耀祂？愛祂、敬拜祂、讚美祂、順服祂，把你自己全人都交

給祂來使用；高舉祂，永遠以祂為樂！無論你是低潮，無論

你在犯罪，無論你在生病，我們一樣一直的來高舉祂，一樣

的跟耶穌說：「我就是要來榮耀祢！我就是要永遠的以祢為

樂！」 

在哥林多前書 10章 31節：「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

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如果我剛剛講的，你都沒有聽清楚，接下來這一段話是

我要講的核心，我希望你可以記得：神的兒女不應該白白受

苦！我不是說不會受苦，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停留在受苦，

而是要來彰顯祂的榮燿！我不是在跟你討論「我們為什麼會

受苦？受苦怎麼來的？」這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我完全相

信神有能力，而且祂願意醫治、改變。我也沒有給仇敵 xx

的。我一直在說，我們今天身為神的兒女，我們凡事，我們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來彰顯祂的榮耀！我們的一切都可以被

神使用來經歷祂！因為我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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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不應該白白受苦，不是說不會受苦，而是我們不要停

留在受苦，我們要來彰顯祂的榮耀。 

接下來這段經文非常重要，《約翰福音》第九章 1—11

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

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

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

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重

點來了）‘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

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

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裡去洗‘（「西羅亞」翻

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他的

鄰舍和那素常見他是討飯的，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

飯的人嗎？’有人說：‘是他。’又有人說：‘不是，卻是

像他。’他自己說：‘是我。’他們對他說：‘你的眼睛是

怎麼開的呢？’他回答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祂和泥抹

我的眼睛，對我說‘你往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

看見了。’」 

很多人停只停留在前面——這到底是誰的問題？是他

犯罪了嗎？還是他父母犯了罪？都不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

的作為。不是停留在這裡，另外一個翻譯版本是 「就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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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他經歷神跡一樣」,後面才是重點——我們必須做那

差我來者的工，我在世上是世上的光，然後怎麼樣？耶穌觸

摸他、醫治他了，他看見了，然後怎麼樣？他去向別人說耶

穌對他做了什麼，他去為耶穌做見證。 

在我們受苦的時候，在我們不容易的時候，我們心裡頭

應該有個確據——快點！要麼我要被神觸摸！我一定要被

神觸摸！我要來經歷祂；要麼我要得醫治；要麼我要成為他

人的祝福；要麼我跟神的關係要更好。是一個無論怎麼樣的

結局，都是一個被神觸摸的結局。我不會動搖我的信仰，因

為我知道，我的神是永遠良善、美好的神！我跟神是有關係

的，是可以經歷的。這不是阿 Q 想法，你也不要搞錯意思，

有人在受苦或者經歷很大的痛苦，你去跟他說: 「這一切是

有意義的。」拜託！千萬不要這樣子去安慰人，好嗎？這不

是安慰。有的時候我聽到這些話，我自己都會有點害怕，尤

其是當人遇到很大的創傷，或者是很大的痛苦的時候。聖經

上說，我們要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我們要憐憫、我們要同理、

我們要陪伴、我們要禱告。我們不要用這種話去對別人說。

我想要表達的是：當我們遇到不容易的時候、軟弱的時候、

痛苦的時候，我們裡頭要有個對神的信心，是完全相信神是

良善的神，我們要竭力的去尋求祂的同在，我們定意要來經

歷祂。你裡頭應該有個確據說：「嘿！我不要只停留在這裡！

我要跟我的神一起改寫這個可能的結局。就算我現在慘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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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也要、我並且知道我可以經歷到神，神可以翻轉我，

因為我這一生是要來榮耀祂。」 

你相信神是完全良善的嗎？即便在你經歷很大的痛苦，

很大的不容易的時候，你相信神依舊良善嗎？你相信你所經

歷的一切都可以來榮耀他嗎？我在生病以來，我發現：哇！

原來這麼多人有類似的問題！然後我就跟他們分享，就是因

為我很愛跟人家分享，然後就祝福到很多人，他們就發現：

哇！原來他們並不孤單，他們被理解，他們開始積極的尋求

幫助、尋求神，得到安慰。 

甚至我去針灸的時候，我就躺在那邊被那個中醫師針灸，

我就突然有感動，就是要對那個中醫師發預言。那個針就停

在我身上的時候，我就邊針邊跟他說，你是不是怎樣怎樣？

然後中醫師就覺得很奇妙，就覺得我怎麼會知道，然後他太

太就很興奮的一直跟我聊天，說要帶人來我們教會。 

更奇妙的是，在生病的過程當中，我跟我老公感情更好

了，這一切是怎麼辦到的我也不知道。這個神跡亨利他可以

做見證，因為畢竟在我那時候很痛苦的時候，我一直在他面

前數落我老公的不是。感謝主，神就介入，然後改變。前幾

天我們在車上聊天，我就說：「我最近都睡得很不錯，但是

因為前天我用手機處理教會的事，我就都突然變得有點緊張，

有點睡不好。」他就說：「那你就適合當馬利亞，」然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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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他就說：「還好，你有一個馬大的老公。」我就整個笑

出來你知道嗎？就真的，因為他以前看我，就覺得我整天在

天上飛，然後處理事情就哩哩啦啦；然後我整天看他，就覺

得到底為什麼要忙這個忙那個？教會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

嗎？可是我覺得當神開始改變我們的眼光，開始更多的欣賞

接納彼此的不同，就是神動工的好時機，一切就變得很不一

樣。所以剛剛雖然我數落了很多我老公點點滴滴，但是在此

我要尊榮我的老公，他為青年牧區盡心盡力，就真的非常的

棒。還好，因為有他，所以我可以很自由自在，對吧？在認

識他之前，我以前總覺得我要找一個跟我一樣在天上飛的人，

後來在認識他之前，有一天我覺得其實我應該適合的是一個

像船錨一樣穩定在那不動的人，感謝主，他真的是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的睡眠也改變了很多，我們家老大 4 歲，

他是從出生到我生病之前都是躺在我旁邊的，他是沒辦法離

開我的，他睡都是要牽著我的手，但是他自從我生病，我就

說：「你要不要去隔壁房間睡？」從我請他去隔壁房間睡的

那一刻起，他就每天在他房間自己睡，一睡 11 個小時，晚

上從來都沒有來找過我。我們小的現在 8個月，他也是自己

可以睡，睡 11、12 個小時，如果就算晚上有小哭哭，就是

他爸爸去給他靠一下，他就睡著了。不管怎樣，反正我老公

就可以處理，神隊友。所以我晚上只要專注在我自己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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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然後我就有一個自己完整的時間可以去等候神，可以

去享受神的同在，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的意思不是說大家去找個罪受、或者是受受苦、或者

是想成神要我受苦，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我們

身為神的兒女，我們應該要拿起神兒女的權柄，對我們的現

況有一個不同世界的解釋權，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對現況不同

於世界的解釋權。你可以選擇被仇敵牽著走，覺得我就是這

麼慘，上帝就是要整我；你也可以選擇走向神，邀請神更多

的進到你的裡頭，不斷的相信祂全然美善，不斷的想要來經

歷祂，這是一個信心。這個信心會帶領你有一個超自然的突

破，而超自然的生活是我們基督徒的正常生活。當我們有這

個信心的時候，我們會對我們的現況有一個超自然的突破，

而超自然的生活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是一個充滿神榮耀同

在的生命。然後你無論走到哪裡，你就可以帶下祂的同在、

帶下祂的喜樂、帶下祂的平安，真的很美好！阿們！ 

回到一開始我做的那個夢，是淩晨 4點多醒來，我現在

都 10 點就睡覺，然後淩晨 4 點多就醒來，我就趕快把我夢

中的那些感動把它寫下來。然後我就想到我以前常常做異夢，

但以前的異夢可能是對某個人的預言、或是某個教會，我也

是醒來，就趕快記下來，然後傳給對方，祝福對方。這一次

我生病了，仇敵曾經奪走我的睡眠，讓我沒辦法睡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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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我做噩夢，但是我們的神更神，我們的神比這一切更大，

當我再一次沉浸在祂的同在的時候，祂恢復我到比原本創造

的更美好，不再只是單一的人，單一的教會的祝福，這次祂

直接啟示了我一整篇的資訊的內容，感謝主。所以當我們在

不容易的時候，不要害怕，因為這是彰顯神榮耀同在的最好

時候，只要你願意選擇更深的靠近祂，邀請祂更深的享受在

祂的同在。 

很感謝神，在我過去這段生病的期間，我更多恢復那起

初的愛，與祂更親密，與祂那種好像就是初戀男友那種感覺，

就是很甜蜜，然後好渴慕祂，一切就這樣子自然而然就對了。

耶穌已經得勝，我們只要選擇專注在祂的同在，我們不需要

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我記得有一次，我又心悸，晚上睡覺痛

到不行，就整個快不行，我就跟耶穌說：「主我真的好痛，

我的心很痛。」然後我就聽到耶穌跟我說是祂的心在痛，然

後我就想到十年前的某一次敬拜，那一次我跟神有一個很神

聖的相遇，在那次敬拜當中我問神說：「神哪，你是怎麼愛

我的？」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畫面，我看到耶穌把祂的心交給

我。但是我告訴你耶穌也很聰明，耶穌就問我說：「那你呢？」

所以在那個異象當中，我就也把我的心給了祂。你知道嗎？

住在我們每一個人裡頭的，其實已經不是我們自己這個人，

是耶穌住在我們裡頭。《加拉太書》2章 20節，這邊說：「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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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舍己。」在 passion翻譯版本，我直接翻成

中文就是說：我的舊身份已經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不再活

著，現在這個新生命的本質不是我的，是受膏者透過我活著。

「we live in unit as one」這句話翻譯中文就是合一，在

合一裡頭一起活，然後我的新生命是被神賦予能力的，祂深

愛我，為我舍己，將祂的生命賜給我。弟兄姐妹你們有這個

體悟嗎？你們有真實的感受到嗎？活在你裡頭不再是你自

己，是這個受膏者透過你活著，你跟耶穌是在合一的當中一

起活著，而且你的生命是被賦予能力的，我們活著不再是我

而已，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頭。 

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但我選擇相信神的良

善，我選擇親近祂，我選擇更深的來渴慕祂，直到我要看見

我裡面有一個突破，這是信心。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會發生這些事情，可能真的只有到我們去見耶穌的時候才明

白。但在那之前我定意要一生的來尋求祂，我定義要一生來

榮耀祂。阿們！ 

如果弟兄姐妹如果現在你有不容易，或是你周遭的人有

不容易，或者你因為疫情，因為現在國際的局勢，你有恐慌、

你焦慮、你害怕、你不安，我想邀請你從你的位置上站立，

然後邀請耶穌跟耶穌說：「我選擇有祢在我裡頭的生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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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邀請祢更深的進到我們裡面，我把一切的恐懼、擔憂、

害怕、軟弱、難堪都交在十字架的前面，是祢的生命在我裡

頭活著，我選擇專注享受祢的同在，我要一生的來渴慕祢，

我要一生來敬拜祢。我的一生無論是高，無論是低，我都要

來獻上給祢，讓祢來使用。」 

主，孩子為著所有的弟兄姐妹來禱告，無論是心上的、

身體上的、曾經生命當中的，有任何的傷疤都要來成為榮耀

神的記號。無論我們的現況有沒有改變，我要祝福所有的弟

兄姐妹在每樣事情上都要來經歷到神的豐盛與慈愛，享受祂。

神，祢要更多的來恢復我們每個人，讓我們在夢中相遇，無

論情況有沒有改變，我們的嘴唇都要來敬拜祢、都要來讚美

祢，因為祢是配得我們讚美的神。主耶穌我們愛祢、主耶穌

我們愛祢、主耶穌我們愛祢，聖靈更多的澆灌下來、聖靈更

多的澆灌下來，祢聖潔的烈焰來燒著我們每一個人、主祢聖

潔的烈焰來燒著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真的可以定睛在祢的

身上，讓我們可以單單的來享受祢。 

主啊，我們不看我們的環境、不看我們的軟弱、不看我

們的疾病、不看我們的痛苦，我們就單單的來注視祢，祢是

何等美善的神，我們要來經歷祢，我們要有個超自然的突破。

主啊，因為祢是超自然的神，祢是愛我們的神，我們讚美祢。

謝謝祢！謝謝祢！主謝謝祢！主謝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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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希望我們每一天都可以享受在祂的

美好同在裡。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