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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又回到⼤家中間,今天看到江媽媽在這裡，真的
是很開⼼，幾個⽉來都沒⾒到她，很⾼興又跟你⼀起敬
拜。�

我剛從南非回來，在那有⼀個復興，我⾃⼰之前從來
沒有經歷過像這樣的復興。我們在南非這個城市聚集的時
候，⼀個重⼤的事情發⽣了。我們⼀群牧師聚在⼀起，數
⼩時我們就是⼀起敬拜神，到晚上的時候我們把年輕⼈召
集起來，他們當中就有新⽣命出現。我真的不想離開南
非，我很想打電話跟我太太說：「你們搬過來吧！我們就
搬到南非住。」我後來還是忍不住跟我太太說：「我們要
為南非來禱告，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為神
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感謝讚美神!�

今天早上我參加⼀個線上的會議，我跟烏克蘭的牧師
談話,我聽到⼀些那個國家的事，這讓我⼼裡很悲傷。牧師
提到他想要從烏克蘭東南部城市⾺⾥烏波爾把他的會友拯
救出來，他在那個地⽅⼤概有20個會友，他說他只能找到
其中的10個⼈，他救了這10個⼈，另外的10個⼈找不到
了，他不曉得他們是死了還是被帶到俄羅斯去了。他提到
遍地都是死屍，⼈都躲起來了，他們看到親戚朋友的屍
體，就趁空趕快在地上挖洞，可以埋他們的親朋好友，再
繼續回到安全的地⽅躲藏︔然後又趕快趁空再挖個洞埋屍
體，又再回來躲。他們也提到那邊的女⼈如何被強暴，很
可怕很可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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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整天在跟神摔跤，說：「主啊！我到底在這裡
幹什麼︖有⼈正在戰爭當中，有⼈正經歷如此的折磨、無
窮的痛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像⼤家⼀樣，我們知
道世界上有⼀些很不好的事情在發⽣，但是我該怎麼辦︖
可我沒有答案。即使在敬拜的時候，我還在跟神禱告，
說：「主啊！幫助我怎麼愛這些⼈，幫助我愛慕主先鋒教
會，請給我⼀個超⾃然的恩賜，讓我可以祝福他們。」這
很難很難！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你們的⽣活，我不知道你們
⼼裡在想什麼，我也不知道你們家裡經歷了什麼事情，所
以我求神給我⼀個超⾃然的開啟，讓我知道該怎麼跟你們
分享。在這個時候我還要安靜⼀下，看神是不是特別給我
⼀個超⾃然的開啟，讓我知道跟各位分享什麼。�

（安靜等候中）�

在經⽂裡⾯，耶穌提及他只說⽗跟他說的，他只做⽗
所做的。我必須要坦誠，我沒有像耶穌⼀樣和⽗神那樣的
接近，以至於我真的清楚的聽⾒他要我說什麼。有些時候
我好像知道他要我說什麼。但今天我還在跟神禱告「⼀個
非常明確的祢要我說的」。我不曉得是因為時差的關係還
是怎麼了，但是我現在沒有聽到任何的東西。在過去這幾
個禮拜神給我看⾒的⼀些事情，我也想把那些事情跟你分
享，也許在我分享過去這幾周看⾒的東西的同時，神會給
我⼀個新的開啟。�

今天晚上我們敬拜的時候我們說「要跟主⾼唱」。我
已經好多年沒有唱這⾸詩歌了，很有意義。在上個禮拜我
們的教會讀《申命記》，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在
《申命記》的最後神給以⾊列⼈⼀⾸歌去唱，就在他們進
入應許之地之前，神說：「這是我要你們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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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提到《申命記》31章19節到22節的經⽂：「現在
你要寫⼀篇歌，教導以⾊列⼈，傳給他們，使這歌⾒證他
們的不是，因為我將他們領進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那流
奶與蜜之地，他們在那裡吃得飽⾜，身體肥胖，就必偏向
別神侍奉他們，藐視我，背棄我的約。那時，有許多禍患
災難臨到他們，這歌必在他們⾯前作⾒證，他們後裔的⼜
中必念誦不忘。我未領他們到我所起誓應許之地以先，他
們所懷的意念我都知道了。當⽇摩西就寫了⼀篇歌，教導
以⾊列⼈。」��

所以神在他們還沒有進應許之地之前，就已經意識到
他們會背棄他，因此神把這⾸歌交給了摩西，要摩西教以
⾊列⼈唱，要他們知道神知道他們的意念。但我在讀這⾸
歌的時候，我發現它是⼀個很奇怪的歌，這⾸歌跟我們⼀
般敬拜唱的歌很不⼀樣。我們看看從《申命記》32章21節
看到的這篇詩歌的歌詞，想想看這如果是我們在唱的敬拜
歌。�

我們看⼀下《申命記》32章21-26節這⾸歌的歌詞：
「他們以那不算為神的觸動我的憤恨︔以虛無的神惹了我
的怒氣。我也要以那不成⼦民的觸動他們的憤恨︔以愚昧
的國民惹了他們的怒氣。因為在我怒中有⽕燒起，直燒到
極深的陰間，把地和地的出產盡都焚燒，山的根基也燒著
了。我要將禍患堆在他們身上，把我的箭向他們射盡。他
們必因饑餓消瘦，被炎熱苦毒吞滅。我要打發野獸⽤牙齒
咬他們，並⼟中腹⾏的⽤毒氣害他們。外頭有⼑劍，內室
有驚恐，使⼈喪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髮的，盡
都滅絕。’我說：‘我必將他們分散遠⽅，使他們的名號
從⼈間除滅。’」��

這是⼀⾸歌！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們在敬拜唱詩，唱
「跟主⾼喊」之後，然後我們唱：「我會使他們的名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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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滅除。」我試著唱這⾸歌，可是我想：「你怎麼把譜
跟詞曲配在⼀起︖」特別是今天沒有⼈會寫這樣的⼀⾸
歌。我開始問⾃⼰：「為什麼沒有呢。為什麼神會寫這樣
的歌，⽽我們現代的敬拜主領不會⽤這樣的歌︖」我相信
可能是因為我們忽視了這本書的⼀半，我所認識的⼤部分
的傳道⼈牧師只談了這本書的⼀半，每⼀個先知都給了兩
個任務，每⼀個先知都有⼀個任務就是要講「如果你遵神
的命令，你會得什麼祝福。」還有另外⼀部分就是「如果
你不遵守神的命令，你會得什麼樣的咒詛」。可是⼤部分
傳講神道理的⼈，只會提神應許的祝福，他們不會談到神
的咒詛，他們不要談到神的憤怒，因為在他們⼼中想說我
們要⼈開⼼，世界上已經太多太糟的事情了，所以我不要
警告他們關於神的憤怒，我們談談神的慈悲跟憐憫，這就
是為什麼我們沒有任何的敬拜歌是關於神的憤怒的。我們
談神的憤怒談的太少了，以至於現在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明
⽩居然還有神的憤怒的存在。我們的邏輯是這樣說的，如
果我們只談神的祝福對⼈是比較好的。�

但是在《箴⾔》19章23節說：「敬畏耶和華的，得著
⽣命，他必恒久知⾜，不遭禍患。」事實上是敬畏神會把
我們帶到⽣命裡⾯去︔事實上當我們真正明⽩神是要我們
何等敬畏的時候，我們才會帶出我們真正的⽣命︔只有我
們知道如何敬畏神，我們才能夠恒久知⾜。這件事情違反
我們的直覺，不是我們⼀般的思考的⽅式，但是我們都明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在這裡神提到說「敬畏耶和
華會讓我們得到⽣命」，很有趣的是⼤部分⼈不再談這樣
的事情。其實我們在傳福⾳的時候，我們都提到神愛你，
所以要把⼀切的祝福臨到你的身上。但神說⼀切的基礎應
該是對於我的敬畏。是敬畏神!敬畏耶和華!讓我們得到⽣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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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14章27節：「敬畏耶和華就是⽣命的泉源，
可以使⼈離開死亡的網羅。」這是⼀個⽣命的泉源。我以
前分享過，我跟我太太很幸福！還記得，在我跟太太結婚
紀念⽇，我太太跟我說：「你知道有⼈比我們更快樂的
嗎︖」我說：「我真的不認識比我們更蒙祝福的任何
⼈。」我們在想「到底怎麼樣可以帶到這樣⼀個蒙福的⽣
命︖」我很早很早就認識到了「我們要敬畏耶和華」，這
是我⽣命的⼀個基礎。在經⽂裡清清楚楚地告訴我，祂是
⼀個值得我敬畏的神。因為我每年都會讀完整本聖經，所
以我看到神的全部的⾯像。我記得有⼀年讀聖經的時候，
我做⼀些記號標記：如果讀到神的審判，神的咒詛，我就
⽤粉紅⾊把它畫起來︔當我讀到神祝福的應許的時候，我
就藍⾊畫起來。⼀年之後，我就來看我的聖經裡到底有多
少是粉紅⾊︖多少是藍⾊的︖結果就會發現粉紅⾊的比藍
⾊的多。如果這本書⼤部分都在談神的憤怒，為什麼⼤部
分的講道都在談神的祝福︖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在讀摩西
的那本書裡這⾸歌的時候，我們發現沒有辦法理解這⾸摩
西的歌。我們今天絕對不會唱這樣的歌，那是因為我們根
本就避免談神的憤怒。很有趣的是，我們明⽩神要這些關
於祂憤怒的事情被唱出來。�

我必須坦誠，許多年來我⼀直對神的憤怒的那⼀⾯事
實上是有些羞愧的、不談的，好像就是我想把神的某⼀個
⾯像把祂藏起來，讓⼈看不⾒︔好像是我⼼裡有⼀個擔
⼼，如果⼈看⾒了神的全部⾯像包含這⼀⾯，⼈就不會被
神吸引。我後來才明⽩，可能我常做的那⼀部分是他們需
要的基礎，能夠帶給他們真正的⽣命！讓我再強調⼀次，
因為每⼀個先知他都有兩份⼯作：⼀個是要強調因為遵守
神命令所帶來的祝福，另外⼀個就是不守神命令所帶來的
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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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再回到《申命記》27章，在《申命記》27章
12至13節這邊提到：「你們過了約旦河，西緬、利未、猶
⼤、以薩迦、約瑟、便雅憫六個⽀派的⼈，都要站在基利
⼼山上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
弗他利六個⽀派的⼈，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佈咒詛。」
你看看神所做的事情：神把以⾊列⼗⼆個⽀派分成六個六
個⽀派。六個⽀派在基利⼼山上，六個⽀派在以巴路山
上。在基利⼼山上六個⽀派要宣佈神的祝福，從基利⼼山
上⾯⼤聲祝福：「這些是我的應許」︔另外六個⽀派到以
巴路山上去宣佈我的咒詛。就是我們說，這裡是祝福，這
裡是咒詛。所以這是為什麼當耶穌來的時候，就是耶穌在
登山寶訓的時候也特別提到「清⼼」、提到那些「八福」
的。「八福」有提到⼀些祝福，但其實耶穌在那個時候也
提到「哪些⼈有禍了」，但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候只想教導
祝福︖ 

  我還記得我們⼤女兒出⽣的時候，我們決定在她的房
間放⼀個挪亞⽅⾈的景象，所以在她的⼀⾯牆上塗了挪亞
⽅⾈，我們畫了挪亞、挪亞的太太、還有⼤象、長頸
鹿……對於基督徒的⽗母來講，畫挪亞⽅⾈的景象是很受
歡迎、很普遍的，但是我沒有畫任何那些因著洪⽔來了淹
死的⼈。我們沒有看過任何⼈畫挪亞⽅⾈的景象，畫出那
些被⽔淹死的⼈。你知道你看到我們在做什麼事嗎︖我們
要假裝挪亞的⽅⾈只是個應許，我們忘記了神事實上那時
候⽤洪⽔殺死了地上所有的⼈，那只船不過是不很重要的
⼩細節。至於神殺死了地上所有其他⼈……，先別談！但
是那些事情是要幫助我們來敬畏神的。我們所敬拜的神，
毀滅世界就靠這個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需要學著敬
拜神，敬拜神包含祂各個的⾯像，我因著祂的慈悲憐憫來
讚美祂！我也要因著祂的憤怒來讚美祂！對我來講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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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因為我整個基督徒的成長⽣活，被教導的都是祂的
應許跟祝福。�

我上禮拜我們在讀這⼀段，當神把以⾊列⼈六個⽀派
分在基利⼼山跟以巴路山上的時候，其中只有14段經⽂談
的是祝福，但是有65段經節談的是咒詛。我要把這些經⽂
念給⼤家聽。我們看⼀下，在《申命記》28章53節開始：
「你在仇敵圍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的，就是耶和
華你　神所賜給你的兒女之⾁。你們中間柔弱嬌嫩的⼈必
惡眼看他弟兄和他懷中的妻，並他餘剩的兒女，甚至在你
受仇敵圍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兒女的⾁，不肯分⼀點給
他的親⼈，因為他⼀無所剩。你們中間柔弱嬌嫩的婦⼈，
是因嬌嫩柔弱不肯把腳踏地的，必惡眼看她懷中的丈夫和
她的兒女。她兩腿中間出來的嬰孩與她所要⽣的兒女，她
因缺乏⼀切，就要在你受仇敵圍困窘迫的城中，將他們暗
暗地吃了。‘這書上所寫律法的⼀切話是要叫你敬畏耶和
華你神可榮可畏的名。你如果不謹守遵⾏，耶和華就施⾏
奇災，就是至⼤至長的災，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
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懼怕。埃及⼈的病都臨到你身上，
貼在你身上，又必將沒有寫在這律法書上的各樣疾病栽
秧，降在你身上，直到你滅亡。你們先前雖然像天上的星
那樣多，卻因不聽從耶和華神的話，所剩的⼈數就稀少
了。先前耶和華怎樣喜悅、善待你們，使你們眾多，也要
照樣喜悅毀滅你們，使你們滅亡︔並且你們從所要進去得
的地上必被拔出。’」�

這是很難入⽿的經⽂，要⼤聲宣讀這些經⽂都很困
難，這就是為什麼我⼀直在禱告，神是不是可以給我⼀些
別的話，我也不想教這些，這是為什麼⼀開始的時候有⼀
點安靜的時間，我希望神可以給我⼀些別的話，以至於我
不要傳講這些，這讓我們很不舒服，但是他占了聖經的⼀
半，⽽神說我們的敬畏會給我們帶來⽣命，我們以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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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傳講和平舒適的資訊就會帶給⼈⽣命，但是經⽂裡⾯
寫得非常清楚，敬畏神才是基礎。�

《啟⽰錄》19章1至3節提到：「此後，我聽⾒好像群
眾在天上⼤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
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　神。他的判斷
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淫⾏敗壞世界的⼤淫
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的罪，給他們伸冤。’又說：
‘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在
世界盡頭的時候，此時「哈利路亞、讚美」的部分提的是
什麼︖神有⼀個審判跟憤怒，對⼤淫婦的審判在這個時候
發⽣。第19章第3節特別提到：「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
上冒，直到永永遠遠。」這些⼈因著神的憤怒在讚美神,他
們慶祝神的憤怒，對我來講這是很不舒服的，不習慣的。 

在1980、1990年的時候，美國的教會在那個年代開始
有⼀些轉向，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就不再談神的憤怒，我們
只談⽣命、盼望。我曾經被教會領袖教導「絕對不要再講
地獄陰間的事情」，在我們的教會服侍當中連那個字都不
要提，記得我有⼀次不⼩⼼提到了，被警告不要再做第⼆
次了。因為我們是要吸引⼈進到教會來，沒有⼈要聽神的
審判。我們說那是⽼舊的事情，過去會談⽕湖，硫
磺……，那是過去的事情。我們開始了⼀個新的趨勢，就
是忽視聖經的⼀半，但是你從經⽂裡⾯可以看得⾒，神不
會以他的憤怒為恥，這是祂很真實的⼀⾯。⽽先知也都⼀
直在宣講神的審判，他們也談到那個⼤洪⽔。現在這個時
候，我們⼈都有很強的意⾒，有些⼈覺得他們很有能⼒︔
但你要記住，在挪亞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他的意⾒很強，
在挪亞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很有能⼒的⼈在挪亞的時代有非
常美麗也非常有錢的⼈，但是那個時候，有⼀個在天上的
神把他們都滅了。聖經說到神不是要來尊敬⼈的，我們有
個神他是遠遠⾼於我們的，他讓我們恐懼戰驚，讓我們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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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戰驚的會帶給我們真正的⽣命，因為當你能夠瞭解那樣
的⼀個神還有這麼豐盛的慈愛，當你明⽩可以這樣⼦令⼈
害怕的神也可以有這樣多的憐憫，這樣有能⼒的神真的希
望跟我有⼀個親密的關係，祂讓祂的獨⽣⼦上⼗字架為我
付了代價，只是為了跟我有⼀些關係。�

我們需要瞭解神完全的⾯像。我想在座每⼀位都聽過
《約翰福⾳》3章16節，我們挑⼀些我們喜歡的經⽂，所以
我們就⼀直講⼀直講……為什麼我們不談《約翰福⾳》3章
36節︖《約翰福⾳》3章36節說得非常非常地清楚，信神的
能夠得永⽣、得⽣命，不信祂的要受祂的憤怒跟審判。我
們沒有經常講《約翰福⾳》3章36節，因為他談到神的憤
怒，他跟3章16節講的很多是重複的。36節講得很明⽩，凡
是相信神兒⼦的要得永⽣。3章36節沒有常常被提到，因為
那⼀節也提到神的憤怒。你看我們很有選擇性的，這樣的
選擇性會造成⼀個結果就是我們的敬拜詩歌只會談讚美祝
福。我知道唱敬拜讚美歌，談祝福沒有什麼錯，我喜歡唱
讚美祝福的歌，事實上現在有⼀個非常流⾏的敬拜歌叫做
《祝福》，我不曉得是怎麼翻成中⽂。我的問題是為什麼
沒有⼈寫關於咒詛的歌︖咒詛他們的孩⼦、他們的孩
⼦……因為我們不想唱那⼀個⾯像的神。�

神吩咐摩西：「去叫以⾊列百姓唱這樣的歌，因為我
要他們記住我的祝福，我要他們記住我的咒詛。」這就是
為什麼你讀到《啟⽰錄》最後的時候，⼀樣會看到祝福跟
咒詛的對比。《啟⽰錄》20章11節很長，但我覺得他很重
要。因為這是關於我們⽣命的結束，這是你跟我⽣命的⼀
個⽬標⽬的，不是咒詛就是祝福。�

我們⼀起看⼀下《啟⽰錄》20章11節：「我又看⾒⼀
個⽩⾊的⼤寶座與坐在上⾯的︔從他⾯前天地都逃避，再
無可⾒之處了。�我又看⾒死了的⼈，無論⼤⼩，都站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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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卷展開，就是⽣命冊。死
了的⼈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的受審判。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
他們都照各⼈所⾏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湖
裡︔這⽕湖就是第⼆次的死。�若有⼈名字沒記在⽣命冊
上，他就被扔在⽕湖裡。」�

《啟⽰錄》�21章1至8節：�「我又看⾒⼀個新天新地︔因
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聖城
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
整齊，等候丈夫。�我聽⾒有⼤聲⾳從寶座出來說：「看
哪，神的帳幕在⼈間。他要與⼈同住，他們要作他的⼦
民。神要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
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
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切
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
真實的。」�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
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命泉的⽔⽩⽩賜給那⼜
渴的⼈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
要作我的兒⼦。�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的、
淫亂的、⾏邪術的、拜偶像的，和⼀切說謊話的，他們的
份就在燒著硫磺的⽕湖裡︔這是第⼆次的死。」�

我知道今天晚上讀了很多的經⽂，很多很長的經⽂。
因為我要讓你們知道這不是我編的，就在聖經裡⾯，你如
果⾃⼰讀就知道，相信這當中有⼀些經⽂可能讓你很驚
訝，因為過去這幾⼗年當中，我們不太談神的憤怒。我們
不是真正地相信神的話是這樣說的，就是�「敬畏神會帶來
⽣命」。我⾃⼰也是直到最近才開始敬拜神的憤怒，就像
我過去⼀直敬拜祂的祝福，我也開始讚美祂的憤怒。這並
不容易做，因為這個世界教導我們完全不同的東西。但當
神再回來的時候，我不要因為神的任何⼀個部分覺得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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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我要能夠⼤聲地宣稱說：「主啊，我要愛祢的所有、
愛祢的全部。」我們需要能夠敬拜祂,即使在我們所不明⽩
的事上。我相信我們當中有⼀些⼈，當看到《申命記》提
到的那些經⽂的時候會說：「我從來不會做那些事的。」
又說：「神的那種憤怒遠超過我可以想像的憤怒。」但是
當我們讀到神愛的時候，你也會說：「我從來不可能做到
像神那樣⼦的愛，我絕對不可能為⼀個罪⼈付這麼⼤的代
價。」所以我們就明⽩我們的神，祂的憤怒是比我們可以
想像的憤怒更極端的多，⽽祂的愛跟憐憫也是比我們能想
像到的愛跟憐憫更極端的多。⽽這完整的⼀個認識會帶給
我們⼀個完全地敬拜。�

我知道對於你們當中的某⼀些⼈這是新的，可能需要
花⼀些時間，你才能夠學習怎麼樣去敬拜神所有的全部，
但我相信這個國家很多的驕傲，就是來⾃於他們不認識神
的憤怒，他們不相信有⼀天神的憤怒會在地上得到滿⾜。
不是這個世界的錯，有⼀些錯誤也是教會所造成的，因為
我們把神的那⼀個⾯像藏了起來，我們拒絕寫關於神那⼀
個⾯像的敬拜詩歌，我們也拒絕傳講關於神那個⾯像的道
理。事實上我曾寫了⼀本關於地獄跟陰間的書，我寫的所
有書當中，那本書賣得最差，誰要買⼀本書是關於地獄跟
陰間的書呢︖你知道嗎?它不受歡迎，但那是神，神說：
「我要你唱，我要你記得我的憤怒，就像你記得我的應許
⼀樣。」�

我要為各位來禱告，我知道這個很難處理跟消化，但
我相信神的⼼意是要我們能夠敬拜祂的全部，所以我要求
神來光照開啟我們。�

⽗啊，我相信祢⽤洪⽔淹沒了⼤地。祢是個全能的創
造者，祢可以隨已意⾏。經⽂上提到，祢因為造的⼈難
過，所以你降下了洪⽔。祢所做的都是好的，也都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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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祢讓洪⽔淹沒⼤地的時候，那件事情也是對的。主
啊，我們敬拜祢。當祢再要來的時候，祢會審判這個世
界，⽽祢的判斷是不會錯的。祢的話說祢創造了這個⽕
湖，⽽祢說：「那寬廣的道路引向滅亡，許多⼈在上
⾯。」�

所以我們站著，因⼈的憤怒⽽驚訝。⽽我們因為祢對
我們的慈悲跟憐憫來讚美，謝謝神，讓我們可以因著信耶
穌⽽能夠免去祢的憤怒。我們因著祢的慈悲憐憫來敬拜讚
美祢，我們也同樣的要因祢的憤怒來敬拜祢，我們在我們
的全能神⾯前屈膝，求祢原諒我們沒有談祢的憤怒，祢的
憤怒是完美的，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祢的慈悲憐憫也
是完美的，也是無法理解的。祢是那個值得我們全⼼讚美
敬拜的神！主啊，我現在禱告，求祢把那個敬畏祢的⼼，
放在我們每⼀個⼈裡⾯，⽽那個敬畏會給我們帶來⽣命。�

現在花⼀點時間，在神的⾯前來認我們的罪。你知道
神真的是痛恨罪的神，我們開始認我們的罪。�

《以賽亞書》66章第2節說，神所喜悅的是那些因祂的
話恐懼戰兢的⼈，祂看顧那些會因祂的話恐懼戰兢的⼈。
我們因祂的命令⽽恐懼戰兢，我們⼀樣也為祂的應許恐懼
戰兢，祂的應許是「如果我們願意承認我們的罪，祂可以
潔淨我們⼀切的罪」，你需要相信，祂可以把你從那⼀切
不潔淨的罪當中清洗潔淨。祂也應許「把你從⼀切的不義
當中潔淨出來」，這就是⼗字架的功效。祂的應許是「凡
⼀切相信祂兒⼦的，就會得到⽣命。」今天晚上相信神的
應許！是的，神的慈愛讓我們可以悔改，但是敬畏神會把
我們帶到悔改，所以我們敬拜憤怒也是慈悲的神，我們奉
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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