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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紅字的為重點內容；
2.仿宋斜體⼩字加括弧的內容是講道時沒有的，為了讀者更容

易明⽩⽽加的注釋。

讓我擁有復活的新樣吧！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吳蒙恩傳道

2022年4月17日�

親愛的家人平安！還有線上的家人平安！�

上周日在聖經裏面被稱為“棕櫚主日”，因為那一天是為
了紀念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所以上周日我們在禱告會的時
候，神真的在我們當中做了很美好的工作，神真的服侍了我
們，就像我們剛剛詩歌裏所說的：“主說，祂來不是要受人的
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在主日的禱告會當中，我們真的
覺得神服侍了我們。�

藉著媽媽——江牧師的分享，提醒我們兩件很重要的事
情：第一件事就是提醒我們，不要讓我們的兒女在神的同在的
當中，靈沒有感覺，像個機器人，像個木頭人一樣；在神的同
在當中，視這樣的一個聚會為平常。第二個提醒我們這些父母
親，能夠在孩子的面前做榜樣。畢竟孩子來到教會，其實就這
一兩個小時的時間，然後孩子與我們一周7天的相處，可以透
過我們的生命、透過我們的生活習慣，看到我們讀經、看到我
們禱告、看到我們在神面前敬拜讚美、看到我們在神的面前參
加晨禱，所以在聚會的後面，我們大人小孩一起跳舞敬拜在神
的面前，大人拉著小孩在那邊禱告回應，連孩子都說……，6
歲、7歲、8歲的孩子都在那邊回應說：“主啊，幫助我不要成
為機器人！”孩子都說：“主啊，我要全心的來敬拜祢！”甚
至還有一位弟兄，他在禱告的時候，他悔改說：“主啊，過去
我都有晨禱的習慣，我都有讀經的習慣，但我沒有在我孩子的
面前，我好可惜啊！我應該在我孩子的面前讀經，如果孩子能
夠來問我：‘哦爸爸你在讀什麼？’我說：‘我在讀經，’我
可以來告訴他，甚至與他一同來讀經。”親愛的家人，這就是
上周神在我們當中做的一個很美好的工作，就是藉由這個來提
醒我們，真的去注意幫助我們的家活在神恩典的遮蓋下麵，因
為會提升我們的下一代：在這末後的世代，他懂得怎麼使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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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得勝、聖潔、熱情的生命；能夠有一種力量來勝過這時
代黑暗、彎曲、甚至很扭曲的新聞；他裏面除了有分辨力、有
聖潔的力量之外，他還能夠在他的同儕當中引導人進入到神的
復興的裏面。阿們嗎？我覺得這段很重要，因為我覺得這是神
在我們當中做的一個很大的工作，因為祂真的在提醒我們復興
要到了，而當我們同心合一的去回應神在我們教會當中持續的
工作，我們也在這復興的行列當中，我們的兒女有力量，我們
的家蒙保守，面對末世的試探和難處的時候，有得勝的權柄在
我們的身上。阿們！�

昨天晚上我們教會的青少年在一起過逾越節,我們吃逾越
節的晚餐，我們一道菜一道菜的吃，一道菜一道菜的解釋，就
是讓孩子們知道，其實所有的逾越節的內容全部都指向耶穌基
督，所以我們一直在那裏彼此祝福、我們彼此禱告、我們流
淚、我們讚美、我們感恩，直到最後我們歡慶跳躍：主我們期
待你的再來！�

回到家以後，我就問我6歲的孩子，我就問他說：“今天
Martina牧師跟爸爸講的，你聽得懂嗎？”我怕他去只是為了
吃羊肉跟吃那個菜而已，他回去就說：“爸爸，聽得懂。”跟
上個禮拜天一樣，江牧師分享完以後，6歲9歲的孩子都用禱告
來回應，而我們昨天的逾越節,孩子們也都知道“爸爸我知
道，我吃那個羊是主耶穌的身體，我吃的那個餅是主耶穌的身
體，我喝的那個杯是主耶穌的血，所以我要愛祂。”我在神的
裏面，我就充滿了對神的敬畏，我說：“主啊，讓我擁有復活
的新樣吧！把復活的生命充滿在我的裏面，不要再過一種宗教
的生活，以為孩子聽不懂，以為我們要講的再更淺顯一點，其
實我們就是把神的話語真真實實的去傳講，孩子聽得懂的。”
阿們！阿們！我們再來一遍：復活的新樣！什麼叫復活的新
樣？就是一個復活的生命在我的裏面。阿們。�

上周主日禱告會結束以後，回到家我說：“主啊，祢給我
一個智慧，我怎麼跟我的孩子講？讓他能夠也是快樂的在神面
前敬拜跳舞。”你知道孩子到了青少年，有時候你跟他回話，
問他什麼，他都是用“嗯”、“哦”這兩個字回答，“孩子，
我們一起好好敬拜神哪！”“嗯”，“那我們要好好敬拜
啊！”“哦”。你知道有時候這種火會從裏面這樣慢慢的燃
起，我還告訴我自己要有耐心。“我該怎樣告訴他全心的跳
舞，在神面前這樣的敬拜？這個不是因為爸爸的工作，我得要
做這種事情；而是從我的心裏，我熱情的想跟神這樣一個敬
拜。”我說：“主，祢給我一個智慧，我怎麼跟他講。”所以
那天的晚上，我們在晚禱的時候，我就說：“主給我一個智
慧。”所以我就在youto上面我就來打“大衛王跳舞敬拜”，
搜索這幾個字，就跳出了一個影片，我們觀看那個影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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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在神的面前，就在電腦面前，我們一起歡欣、喜樂、跳
舞，已過的這周我一直在看這個影片，每看一次我就流淚一
次、每看一次我就悔改一次、每看一次我就感恩一次。我們來
看一下。�

（與觀眾互動）

家人們看了這個影片什麼感覺？�

覺得“太誇張了！”有沒有？�

你會這樣跳的：�

你不覺得誇張，但你也不會這樣子的：�

我那天看完以後我就說：“太誇張了！”�

當初的背景是怎樣？我跟你講一下背景。非利士人知道大
衛作王了，兩次來攻打大衛，神引導大衛在兩次的戰爭裏面全
然得勝。當時的約櫃已經放在外邦的城很久了，所以大衛就很
想把約櫃接回來，他挑選了3萬人要去把約櫃贏回來。哪知祭
司很糊塗，那時候的祭司不懂得神作事的法則，可能沒有熟讀
當時的《利未記》。最近我們教會在讀《利未記》，好好跟上
教會的晨禱，當時的祭司可能不懂得《利未記》，不是不懂得
應該叫作不熟讀。因為太久了，約櫃太久沒有在大衛城了，太
久沒有在當時的以色列地了，所以他們就用牛車把約櫃載回
來，結果呢，烏撒一去扶，當場被擊殺，所以大衛他就怎樣？
心裏愁煩，他就充滿懼怕，耶和華的約櫃怎麼可以迎到我家？
太危險！太危險了！所以就把它放到哪里？迦特人俄別以東的
家裏。一放放了三個月，這三個月大衛是又煩又害怕，又想要
可是又擔心。結果後來三個月後，有人把消息帶給大衛說：
“神祝福俄別以東他們家”大衛就立刻歡歡喜喜的去迎接約櫃
回來。你看這個人太現實了！太現實了！迎來的時候發生事情
不敢要，擱在人家家裏，現在看到神祝福他了，就趕快去把那
個祝福搶過來。�

剛剛你看到的影片一打開的時候，保守估計當時的大衛城
裏面至少5萬人，所以你看到他在那邊跳舞，我真的想到一句
話，就是“如果你不尷尬，尷尬的是別人”。全場欸！5萬多
人！祭司也在！擊鼓跳舞，所有人搖棕櫚樹枝。當然他們可能
是臨時演員了，沒多少錢不用那麼賣力。可是如果我在幾千年
前的大衛城，在迎來約櫃的過程當中，我真的感覺到大衛是全
城最快樂的那一個人，我真的覺得大衛是全城最快樂的那一個
人！他要神的同在，他知道神的愛，他渴望擁有神的祝福，所
以他把神的約櫃迎進來，他在神面前歡喜快樂跳舞。他在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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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讚美，他穿著以弗得，其實很有可能就是一件小背心而
已，真的很有可能會是這樣子，真的跳舞哦！給百姓祝福，給
每人發餅、發一點點的酒，然後他準備要回家給他的家眷祝福
的時候……，《撒母耳記下》六章14節到22節：“大衛穿著細
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掃羅的女兒米甲”
剛才有看到嗎？“她從窗戶裏觀看見大衛王，在耶和華面前踴
躍跳舞，心裏就輕視他。”“大衛回家要給眷屬祝福，掃羅的
女兒米甲出來迎接他，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女眼前
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
大衛對米甲說什麼？我們一起來念，請：“大衛對米甲說：
‘這是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已揀選我，廢了你父和你父的全
家，立我做耶和華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華面前跳
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賤。你所說的那些婢女，她
們倒要尊敬我。’”大衛說出了神的心意，他看到了神在他生
命當中的揀選、膏抹，還有高舉。他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
說：“我不管你，不好意思，我不在乎你的眼光，因為我看到
了神在我生命中的愛！我看到了神在我生命中的揀選！我看到
了神在我生命當中一個心意，所以我極力的跳舞在神的面
前。”你要想想看，現場將近5萬多人。所以這個人一生結束
以後，神對他說：“這是合我心意的人。”我說：“主，我也
要。我渴望成為這樣一個合祢心意的人，我看到了祢的揀選、
我看到祢在我身上的膏抹、我看到了祢在我生命當中的高舉，
主我要！我要勝過我的不好意思、我要勝過我的面子、我要勝
過我的難為情，因為我知道我在祢面前，我是一個君王，跳給
萬王之王看。”所以你看，衣服拿下來。親愛的家人，今天在
我們的聚會的當中，你真的相信這裏有神同在嗎？你相信這裏
會有神的醫治和神的膏抹嗎？你相信我們都是被神所揀選，藉
由祂的寶血全然得著醫治、得到釋放，一個更新的人，一個復
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嗎？那我們剛剛的敬拜亨利帶我們太保守
了，阿們嗎？沒有回答我。阿們嗎？�

可是說實在，要這樣跳舞對我而言真的有點難,真的不好
意思！說真的，今天不過就現場200人，我都不好意思了，當
天現場5萬人，大衛怎麼好意思？有時候想想看：“我還有什
麼好難放下的？”有時候我還會想想：“到底我自己還在掙扎
什麼?主，我為什麼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什麼？”我那天很
認真的在神的面前問，因為我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沒有
辦法要求我孩子去做一個我不願意去做的操練。我不可能在家
裏，我既沒有跳舞敬拜，我也沒有好好的在神面前手舞足蹈，
但是我卻告訴我的孩子：“去！到前面，好好跳舞敬拜神！”
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說我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但是我在臺上鼓
勵弟兄姊妹：“來！我們一起來跳舞！”所以我就說：“主，
先幫助我做這樣一個突破，讓我去看見為什麼大衛敢講這樣話



5

‘對，你看我為輕賤!對，你看我像個無恥露體的人一樣！是
的！是的！但我還要看我自己更加卑微，而且我還要看我自己
更加輕賤。’”輕賤，其實原文意思就是“微不足道”，我更
要把我自己看得微不足道啊！就是眼光的一轉換，你就發現你
在神的面前，你的手腳都鬆開了。阿們？�

說實在的，如果在敬拜當中只是拍拍手、動動腳、勾著手
轉圈圈，我想米甲絕對不會嘲諷大衛，一定是他的跳舞讓人覺
得很尷尬。所以我今天在跳舞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找一個年輕
人，每次到前面都自由跳舞。有時候我一直在找撒拉，有時候
她跳舞真的是把我拉上來，我真的怪難為情的；然後看到德比
在那邊搖旗，哇！我說：“這個弟兄真帥！”親愛的家人，我
們教會需要這樣的跳舞、我們需要這樣的舞蹈、我們需要這樣
的敬拜，因為我們深深的知道“我們是被揀選，被神膏抹，而
且被神贖回的百姓。”大衛深深的知道，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
這樣的跳舞。有時候，就是因為我們搞不清楚，不知道自己在
在基督的身份有多麼的寶貴，以至於我不敢去這樣跳。�

我就在家裏禱告說：“主，其實我很願意，但是對我而言
很難很難。”因為以前瑪提娜牧師常會說：“唉,原住民上去
跳一下。”說真的，我是假原住民！知道嗎？我雖然是原住
民，但是我生長在眷村，我重來沒有在部落長大過。我大概十
二、十三歲，我才第一次看到什麼叫豐年祭，我才知道：
“哇！原來這個是我血液裏面流的原住民的血，原來是這麼熱
情奔放！”我一直以為我是漢人。但是眷村的人都說我是原住
民，等我到了原住民區，他們就說：“欸，漢人來了。”所以
我從來不覺得我有舞蹈的細胞。你從認識我到現在，每次叫傳
道人到臺前跳，我永遠是最尷尬的那一個。我沒有像譽騰牧師
這麼的熱情，你知道嗎？他的動作太多了！真的！所以我每次
在旁邊我就只有看著他，後來回去看螢幕，我永遠都是看著他
在跳。我不會！我永遠就那兩招，我就是那兩招而已。但我
說：“主，幫助我突破。”所以那天我就在神面前很認真禱告
說：“主，你給我一個恩典，如果我可以像大衛王這樣跳舞的
話……，哇！很難，但我願意。”�

所以神就提醒我，讓我想到我過去曾經看一個影片，大概
是一兩年前，應該是2019年左右，還沒有疫情之前，在波多黎
各的一場醫治特會，有一個全身癱瘓的婦女，被推到現場。他
們千辛萬苦的擠到最前面，先生在病床後面一直在流淚，迫切
的禱告，真的渴望在這場醫治特會裏面，他的太太被醫治，太
太躺在那裏也在流眼淚，所以他們就在禱告。後來當講員走過
來的時候，他們把講員攔下來為她禱告，周圍的人都說：“為
她禱告！為她禱告！”結果這個講員，這個聖靈充滿恩膏的牧
者為她禱告的時候，這個婦人竟然下床欸！開始起來！她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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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一直流眼淚、一直尖叫，然後她就開始繞著全場在跑，
先生跟孩子在後面很擔心，追都追不到。剛剛先生還希望他太
太可以下床得醫治，結果現在太太得醫治了，開始在那亂跑的
時候，先生孩子反而在後面很緊張。我覺得一個被醫治的人，
她裏面絕對是有這種的興奮和熱情：“我能夠走路！我能夠跳
舞！”她跳著叫著在那邊跑！跑！跑！攝影機也跟著她跑！然
後她大概隔半年，一直在四處做見證。�

我真的看到她裏面有一個復活生命的新樣！所以我就說：
“主，謝謝祢讓我想起來這件事，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被醫治
的過程。”因為你知道嗎？有時候，我們長期在教會的當中，
我們看到這裏有聖靈的恩膏，我們看到這裏有神的同在，但我
常常習慣去觀望：因為我的孩子在這裏要去觀望；當道不再吸
引我的時候，我開始拿起手機去看我的一些事情。我只是身在
其中，但我沒有在聚會的水流的裏面。你知道嗎？這些時候，
宗教的靈會悄悄然的會進入到你的生命當中，牠會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牠會開始去冷淡你的靈。你的靈會開始越來越沒
有感覺，會僵化，慢慢會攪擾你的魂。什麼意思？我要敬拜
嗎？這場道我想聽嗎？他講的對嗎？我想看看手機，本來只是
想查他講的對不對，後來看看就開始看別的節目了，手機就開
始滑到別的地方了。然後牠就開始壓制你的體，以至於每一次
要到臺前來敬拜的時候，你的體根本動都動不起來。不僅如
此，當宗教的靈慢慢一直去靠近你的時候，你開始去習慣看到
整個聚會當中聖靈的工作，聖靈的引導的時候，你裏面慢慢會
有一種米甲的眼光在你的裏面，你會開始去輕視那些在神面前
熱情敬拜的人，而且帶來一種極可怕的咒詛——那就是米甲到
死之前都沒有任何生育。什麼意思？你會失去生跟養的能力。
沒那麼誇張了，我只是沒有參與跳舞而已，怎麼搞得這麼可
怕？是的，親愛的家人，這不是危言聳聽。我自己在禱告當中
說：“主，說實在這種跳舞真的不是我的表現風格。真的不
是！我也沒有那種舞蹈細胞。”可是我也都問我自己：“為什
麼我不能跳？原因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我核心身份不清楚？
我不知道我是被揀選被呼召？我被神膏抹的？還是基督的救恩
在我身上沒有讓我快樂到一種地步，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像
大衛一樣，不在乎任何的眼光？還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觀望，
我覺得也還好，畢竟我還是有來教會？”親愛的家人，慢慢一
步一步，你以為你沒有在退後，實際上真的，跟聖靈的水流、
跟聖靈的恩膏，你就越退越遠、越退越遠。�

剛才的影片當中，很多人是採取觀望的角度，你有沒有看
到？當天在現場也很可能是這樣。那裏誰是真實心靈的誠實者
呢？大衛的時代是如此，耶穌的時代是這樣嗎？《馬太福音》
11章16至19節，耶穌對那個時代說話：“我可以用什麼比這世
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我們向你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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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就表示
這個世代是一個沒有感覺、被麻痹的世代。“約翰來了，也不
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一個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了，也吃也
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不參
與，開始變成什麼？攻擊跟批評。從不參與，從沒感覺、不回
應，慢慢變成他的口能夠去批判、去定罪。耶穌就說了一句
話，紅色的字我們一起來念，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
是。”“智慧”是什麼意思？其實並不是人的智慧。因為突然
講了一句話多了一段，我們有點聽不懂。我讀《聖經》的時候
往往都這樣：有時候讀那一段都蠻順，突然耶穌講一句話，我
都不懂耶穌到底是在做什麼結論。後來我開始很多的禱告，我
現在都不敢去查查經書了！就慢慢被改變了。我就去禱告這件
事：“主，什麼叫做‘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什麼叫智
慧？神就讓我想起來：在《箴言》裏面的“智慧”，就是總是
要來討神喜悅，總是要來對準神，總是要來問問神的心。所以
一個智慧之子，以智慧為是，就連他在神的面前的敬拜、舞
蹈、跳舞、喜樂、唱詩、或悔改的流淚、或讚美的歌唱、或禱
告的回應，他都是要回應這位神，所以他可以越過別人對他眼
光，越過別人對他質疑，越過那些難為情。待會會後追求，我
一定要呼召弟兄姊妹來到臺前來，不要只有聽，待會你一定要
身體力行。�

影片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再放一次，可以看看他怎麼跳舞
的。好快樂到一種地步，會不會太尷尬了一點？我說:“主
啊，讓我成為這樣的人，如果這邊有祢的同在，這裏有祢的医
治，這裏有祢的生命的河流，主，我渴望成為慕主最快樂的那
個人。”你渴望成為慕主最快樂的那個人嗎？你渴望成為一個
最熱情回復祂的人嗎？在那邊熱情地回應主，说:“主，我在
这里，我在這裏！”我渴望！我說:“主，改變我！”那麼，
我就敢開始讓我的孩子去看见：“兒啊，爸爸想要讓你知道一
件事，爸爸是慕主一個最快樂的传道人，跟我一起來跳舞好
嗎？”雖然這周他只有說“嗯”，早上還特別抱抱他，對他
說:“爸爸今天会講这个，看一下影片，看完之後覺得怎麼
樣？”他說“噢”。“主啊，把這個孩子帶到祢面前，先改變
我吧！先改变我吧！”所以我們的晚祷，已過的這周的晚祷，
我們真的在我們的家中開始加入了跳舞的環節，雖然爸爸老是
跟不上，成為孩子們取笑的對象，但是我們的晚祷變成全家最
快樂的、在神面前享受的時刻。阿们！�

耶穌進了聖殿的時候，跟我剛剛所講的事情發生得一模一
樣，《馬太福音》21章12-16節：“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
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
凳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
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在殿裏有瞎子、瘸子到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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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
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甚
惱怒，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你聽見了嗎？’耶穌說：
‘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
話。’你們沒有念過嗎？”�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在這一周當中是逾越节，我們最熟悉
的神在週四晚上被抓，就整個審問，在週五當天被釘十字架，
下午三點斷氣，但是你知道嗎？耶穌進耶路撒冷隔天第一件
事，祂就進入到聖殿裏面做潔淨的工作，祂做洁净工作的目
的，是為了要讓這個殿成為禱告的殿。这是第一件事。後來祂
就在殿中第二件事做什麼事？我剛才特別停下來啊，不是讚
美。在殿裏有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祂就怎樣？治好了他
們！然後呢？一群小朋友在殿里面讚美、高声讚美，祭司长他
們就怎样？惱怒！你看三件事。耶穌就說：“從嬰孩和吃奶的
口中建立能力。”耶穌特別提醒我們，逾越节前夕，耶穌在聖
殿裏面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潔淨聖殿，讓這個殿成為禱告的
殿；第二，當祂洁净以後，祂要讓這個殿成為什麼樣的一個
殿？医治的殿；後來，當医治完了，小朋友在那邊歡喜快樂跳
舞讚美。宗教人士極其憤怒:“你到底有沒有聽到？”耶穌就
說:“是的，我聽到了。”但耶穌說什麼？“從嬰孩和吃奶口
中完全了讚美。”是要讓我們怎樣？回轉像小孩子一樣。三件
事：第一件事，神在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進入到聖殿開始做
一個潔淨的工作，第一個祂要讓聖殿被洁净成為祷告的殿；第
二，这个禱告的殿一被恢復的時候，耶穌就要開始做医治的工
作；第三，當這医治的工作完成的時候，祂希望我們都可以回
轉像小孩子的样式。就這三件事。�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神在我們教會當中正在做這三件事？當
我預備讲章的時候，我預備完的時候，我停了下來，我跪在神
的面前。我說:“主，原來祢正在我們教会做這件事。”�

週一到週三的早上，亨利牧师在我們當中，一直在為这个
教会帶起一個禱告的訓練，週四早上我們有禱告的訓練，週一
晚上也有禱告的訓練，開始要讓这个教會成為以信心為根基，
以禱告為材料所建造的教會，神開始讓我們這個殿開始成為祷
告的殿，而且還是萬國禱告的殿。�

接下來第二件事，医治。剛剛史帝文传道說：“医治的事
情發生了。”我要講一個見證給大家聽：�

在我們當中有一個廚師，你們大概蠻認識他，也知道他是
哪一位，在2月底的時候，他在工作的時候，突然腹部有個極
劇烈的絞痛，非常痛，痛到他幾乎全身發冷，他說他抖到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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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當時还說：“我不想要去醫院。”可是實在是痛到不得
了，所以神就引導他到醫院，就在醫院裏面做了抽血，照了片
子，經過一系列檢查之後發現它是什麼？闌尾炎，就是所謂的
急性盲腸炎，醫生當時就下了判斷：“你如果不做治療的話，
你的盲腸可能會破裂，你可能會死，所以需要開刀。”所以他
就在神面前禱告，可是他心裏有平安，他竟然禱告一件好特別
的事，他说:“主啊，我想要有一個完整的身體。我不開刀可
以嗎？”醫生剛剛對他說什麼？“你如果不開刀很有可能會
死。”而且通常大部分急性盲腸炎在急診室的處理方式，大部
分都是緊急開刀跟割除。他竟然禱告說:“主啊，我想要有一
個完整的身體。”他就打算要離開醫院，醫生就只好給他開藥
了，開7天的藥，所有人都說：“哪有人盲腸炎在吃藥的
嘞！”所以他就回家了，就吃藥了，他說那幾天都還是非常的
痛苦，發冷啊、抖啊、暈啊、眩啊，他實在是沒有辦法，在這
第二周的當中，他經歷到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在身體的疼痛
而已呀！他不是只有身體在疼痛，因為他們的餐館生意不好，
所以排了很多的班給他，他要去負責，而且還要讓他增加房
租，希望他也能夠負擔30%，而且他們後廚的人員又有很多的
摩擦，太太也罵他：“趕快去看醫生，趕快去開刀！”連同事
老闆都说：“你趕快去。”可是我們這位弟兄來到小家的當
中，小家長帶著他一起禱告，小家全員一起為他禱告，然後這
位弟兄他就去參加我們週一到週三早上在MPR9:15—11:00的禱
告會，他說當他一到MPR的時候，覺得聖靈就充滿著他，他進
去後，在禱告的過程裏面，亨利牧师就為他按手，他就覺得一
股暖流進來，他就說:“我得醫治了!哈利路亞！感謝主!”哎！
哎！哎！他說欸！但實際上那周還是痛不舒服，本來7天，他
應該要去回診了，醫生就把回診再延了7天，延了兩周哎!我覺
得這一定是神刻意的安排，刻意安排到在這兩周的當中，他有
信心說:“我必然得医治，我相信當亨利牧师按手在我身上，
我就相信神要醫治我了，我感謝讚美主！”他裏面一個單純的
信，聖靈恩膏就充滿他。當他第三周回到醫院去回診的時候，
醫生跟他說:“你真的全然得医治了！”阿们！�

看到了嗎？教會——當我們被洁净成為禱告的殿之後，第
二個是什麼？医治。所以上周小紅姐妹、这位弟兄、連孩子都
開始經歷到医治的事情在我們當中發生。�

所以他就去工作了，工作欸！就覺得還不錯。但是很特別
的到了，第四周他在工作的時候，突然那个疼痛又回來了，因
為當初就有人跟他說：“闌尾炎很容易復發，沒有那麼快好的
了，沒有人吃藥會好的了。”他痛到一種地步，他說他全身無
力倒在那裏。不僅是這樣，這時候有聲音對他說話:“你看，
你沒有去醫院，你不會得醫治；你看，你就是因為亂吃東西，
今天晚上的課，（當時有內在生活課），你也沒有辦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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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沒有，你以為你得醫治了，你是得了醫治了，但是撒旦不
放棄呀，撒旦仍然要去通過謊言來奪走你的医治，奪走你已經
擁有的祝福。这位弟兄好可愛呦！這位弟兄他做見證的時候
說，當時神就感動他，他說:“我要像獅子一樣怒吼！呐
喊！”所以他手就做獅子的樣子啊，他就進到衛生間裏面：
“啊！啊！出去！出去！疾病出去！……”�

第三個就是什麼？當我們回轉像小孩子一樣的時候，神就
藉着我們的讚美，完全了祂的大能成就在我們的身上，結果他
就在那个衛生間裏面:“哈！啊！我得医治了！撒旦恶者離
開！你的权势不能在我身上！……”20分鐘！他說整整20分鐘
就在衛生間裏面，蠻特別的！如果是我，我一定覺得我在幹嘛
哈!但是当他一這樣去做的時候，医治真的全部临到他，到現
在就再也沒有復發。将榮耀歸給我們的神，阿们！阿们！�

親愛的家人，如果意念真的進入到我的裏面的時候，我會
像这个弟兄一樣，真的也在那邊像獅子這樣吗？他特別見證
過，他說他的手也做獅子的樣子，向著牆壁那邊划，真的除了
孩子單純的信心，成年人的理性一定通不過，你一定通不過
的。如果神感動你：“你要得醫治嗎？來，現在學獅子叫。”�

(現場積極照做）
各位已經是有神完全復活的生命在裏面了！“現在來，進

到衛生間，像獅子一樣。”我說：“主啊，把这个單純像孩子
一样的信心也賜給我。”�

往另外一面看，為什麼會有這些宗教人士極其惱怒？看到
耶穌在潔淨聖殿，恼怒！看到有医治發生，惱怒！看到有小孩
子在那边高声敬拜，惱怒！為什麼？看久了，而且看多了。當
你越來越沒有去回應的時候，我剛剛有說到宗教之靈就開始進
入到你的裏面，慢慢辖制你的靈魂體，你不但不會參與，而且
你會開始起來批評、控告、反對那些在神面前熱情敬拜和追求
的人。這個不是只有在耶稣那時候發生，現在末世都一直在發
生這樣的事情。最近有人寫信給我，他為我極深地惋惜，他說
我走偏了，一個讀神學院讀了這麼多年的人，正統神學的教
導，怎麼這個人開始走偏了？一定是慕主拿了什麼好處給我。
是的！慕主給我的好處就是“讓我遇見神了”。研究神學這麼
多年，我說:“主啊，我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像在這幾年的
生活，我可以跟祢那麼靠近。”看個影片一直哭，讚美的时候
一直哭，禱告的時候一直哭，真的有一度認為男人的更年期到
了，我就說:“主，祢憐憫我好不好？求祢止出我的淚水，讓
我每次在祢面前，我真的享受祢的同在，我成為一個最快樂、
最喜樂的人。”我不覺得我走偏，我反而覺得我走對了，我不
要再成為一個宗教人士。宗教人士可怕的地方就是在末后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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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越來越不了解、不靠近神，不明白祂的心意的時候，所有
一切的侍奉的經驗跟神學的知識，都會讓他起來去批判聖靈在
教會當中的工作；會把敵基督當成基督來看，會把弟兄姐妹當
作仇敵來看，會把牧者、把領袖當作是你的敵人來看待是；會
以為正在捍衛的是真道，其實正在攻擊基督的新妇。所以我在
神面前一個很深的悔改，我說:“主，祢憐憫我，當我看見祢
在教會裏面做一個潔淨的工作，要讓我這個人也成為一個禱告
的人的時候；當我看到祢正在做一個醫治和恢復的工作的時
候；當祢对我們還有一個更高的期待，讓我們回轉像小孩子、
像嬰孩，要在我們的口中完全讚美的時候，主，我在這裏，我
願意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就在祢的殿中盡情地敬拜祢、盡情地
來愛祢、盡情地來侍奉祢。”�

所以我在準備講道的時候，我說：“主，原來這樣
子！”，我說：“主祢教導我怎麼禱告好不好？既然第一步要
先使整個教會被翻轉成為一個禱告的殿，你教我禱告好不
好？”因為說實在，就你裏面的理性很多是通不過的。親愛的
家人，我真的是老實說，方言禱告超過一個小時，對我而言有
時候真的會不習慣。我們禱告訓練就叫我們禱告超過一小時
半，禱告兩小時。對我而言“嘩啦啦”這樣一小時半，我說：
“主，這在做什麼？”《哥林多前書》14章的聖經我很熟的，
保羅說：“我說的方言比你們還多，但是說出5句教導的話勝
過萬句的方言。”這個我很熟，所有關於方言的教導我都懂，
但是“主啊！為什麼在我生命當中我沒有一個突破，一個大能
在我的裏面呢？”所以我就真的說：“那就來降服，好好在神
面前禱告、方言禱告。”在這方言禱告過程當中，當我越深的
方言禱告的時候，神越把我帶到很深的等候神的裏面；當我越
熱情的方言禱告完的時候，我就越渴望去等候神；當我越等候
神的時候，就說：“主，原來等候神是最高的敬拜和禱告。”�

門徒也問耶穌說：“你教我們怎麼禱告好不好？”門徒也
在問耶穌，“你教我們怎麼禱告？”但耶穌沒有告訴他禱告的
技巧，耶穌也沒有告訴他禱告操練的方式，耶穌告訴他是與阿
爸父的關係。所以當門徒問說：“主耶穌我們該如何禱告，像
約翰教他門徒一樣，你也教教我們怎麼禱告，好吧？我們常常
看你禱告，你也教我們怎麼禱告，好吧？你行，你一定有能
力，你趕鬼有能力，你教教我們怎麼禱告，好不好？我也學個
一招半式，讓我的侍奉蠻有能力。”但耶穌一直沒有把我們引
導到禱告的技巧，他讓我們禱告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所以《約翰福音》5章19節-21節，當耶穌行神跡的時候，門徒
也在問：“這個能力到底從哪里而來？”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們一起來念，請：“子憑著自
己不能作什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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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奇。父怎樣叫死人起來，
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你會不會羡慕你一禱告使死人復活？我也很羡慕。我也真
的很羡慕我一禱告疾病得醫治，我也很期待啊！我禱告真的是
死人復活、疾病得醫治。但耶穌這邊一直強調的不是把我們引
到神跡的事上，耶穌把我們引到的是什麼？父跟子之間的關
係，從客西馬尼園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明白。我們可以學禱
告，我們可以瞭解禱告的技巧，我們可以瞭解禱告的大能，我
們可以學會禱告的一種的方式，但是到客西馬尼園的時候，耶
穌說什麼？（《路加福音》22章39—42節）“耶穌出來照常往
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祂，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耶穌說
什麼？“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
一塊石頭那麼遠，就跪下禱告，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
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
們再來看《啟示錄》12章第9節，請：“大龍就是那古蛇，名
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
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它是迷惑普天下的。�

耶穌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後又說：
“古龍大蛇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禱告可以使我免得入
了迷惑，但怎麼禱告？你在客西馬尼園就知道門徒都什麼？睡
著了！他們學過禱告沒有？學過！主耶穌有教導他們一些禱告
的方向，甚至帶他們操練趕鬼，趕鬼也很成功。但是在當天的
晚上，耶穌的心極其傷痛，他在那裏禱告，汗如大血滴的滴
下，耶穌三次去叫門徒，門徒都睡著了。�

我在讀這段，我就發現如果我們沒有和神真的建立一個很
親密的關係，真的瞭解“我是兒子，祂是我的父親”，即使我
擁有禱告的技能、禱告的經歷、禱告得勝的見證，當迷惑到來
的時候，我還是會昏睡在其中，所以絕對不是我們學了什麼技
巧和技能，而是真的知道我跟父的角色，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
麼？我說：“主，祢幫助我。”過去我追求神學知識，過去我
追求侍奉的成長經驗，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學習如何禱告、教會
建造的策略，我們都在學這個。的確，在過往的侍奉的確小有
一點成績，但是我現在回頭去看，“主，可是那時候我跟你的
關係不是很好。”我以為我在侍奉神，其實我在我侍奉我裏面
的夢想。後來當我一轉變的時候，我願全人放下。我說：
“主，我要與祢之間愛的關係勝過一切。我只要祢，我愛祢，
我只在乎祢。”我就發現韻如媽媽（瑪蒂娜牧師）所講的，當
你越愛神越靠近神的時候，神就把門一直為你慢慢打開；當你
越靠近祂的時候，你就會一步一步的踏上你的命定。親愛的家
人，真的不要只是為了要得醫治來教會，真的不要只是要得到
我所想要的團契生活而來教會。你來教會，你真的是要來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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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實的敬拜者，你要真實的與祂建立一個愛的親密的關
係。你我的生命即使是在末後的時代，敵基督大能顯現的時
候，牠的權勢遮蓋全地的時候，甚至你以為那些很正直、很公
義的事情越來越減少的時候，那時候真的不是再靠我們禱告的
技巧、侍奉的經驗，而是我們每一步都靠著神在我們生命當中
細膩的引導和說話。�

神成就禱告的屬靈原則，第一個是在愛中相信和順服。是
一個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順服，然後你會去經歷到一個突破的
見證。因為在順服的裏面，我相信我就進入到了一個突破的見
證。然後就慢慢、慢慢地，我就可以更明白神的旨意，更可以
活出祂的旨意來。所以第一步是完全的順服。�

可是人的經驗不是這樣，你看看人的經驗，人以為禱告成
就的經驗法則是什麼？第一，我得要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
我要先瞭解看看，我得先理性的通過。第二，我覺得很好，所
以我也渴望有一個突破的經驗；我覺得很好，我就跟神說：
“我要。”然後成就了，我就順服相信。如果沒成就，我覺得
非常冒犯。因為我對神的信任跟我對神的依靠決定於我所禱告
的事情有沒有成就，這就是人禱告成就的經驗法則。你在哪一
條？我曾經在人禱告的成功的經驗法則，很多時我迫切的禱
告，神沒有垂聽啊！�

講一個最真實的例子。上個月我去弗裏蒙特卡斯扣加油。
下班的時間大排長龍，大概一年了，我沒有去卡斯扣加油。我
那天突發奇想，後面帶著兩個小孩，就去加油了。結果一加完
油，剛剛好，我的車拋錨了，不好意思擋到後面那個人，我就
把車往前推，就推著門拉方向盤這樣推，結果你知道車在沒有
發動的時候，一轉方向盤，方向盤就卡死。然後我整個車就擋
在加油站出口的地方，本來只擋一道，後來擋4道，現場喇叭
聲四起，卡斯口的員工緊張的奔向我，“你需要幫助
嗎？”“需要”，就請他看，我車也動不了，也發不動。我在
那邊是禱告，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鑰匙都快被我給轉
斷了，那個車它就是給你硬生生的橫躺在那裏。每一個開車經
過我的人都向我報以致敬的眼光——喇叭聲的問候。在現場，
我真的是“主啊！救我！救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斥責拋錨離
開，奉主的名一定要打開！阿們！”我至少喊了10次，沒有
用！兩個孩子又在後面“爸爸現在幹嘛？”這樣，在那種壓力
極大的時候在後面那樣叫。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
那天我大概講了至少快超過100個“對不起”這樣。這時候，
我說：“主啊！救我！”那時候主就對我說，說什麼你知道
嗎？“來，等候我。”什麼時候不等候，這時候等候；什麼時
候不要求，這時候來要求？“神啊！這時候不是等候祢的時
候，這時候是神跡發生的時候，這時候是要汽車一開動立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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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開到旁邊。你要我等一小時，我都願意啊！”當時我就在那
邊，“上帝啊，我光說對不起，都快說不完了，你還要我等候
神嗎？”我真的是硬著我的頭皮，我都覺得我當時真的差點有
點人格分裂，你知道嗎？我都看到我另外一個靈人壓著我的頭
等候。我那時就這樣等候神，那5分鐘喇叭聲照樣四起：一臺
車擋在前面，然後裏面一個人靜靜的坐在那邊。你會不會覺得
他這個人有問題？那就是我。這個時候等候神，我說；“神，
救我！救我！”神還說：“專心。”我覺得我的心臟都快跳出
來了。等候完，我說：“主，然後呢？”“奉主的名拋錨離
開，汽車立刻發動！”神跡沒發生，只有打電話拖車公司幫忙
一下，把車就拖走了。當天我就說：“主啊！為什麼？”我就
回想在我生命當中，“很多這種很難堪窘困的環境裏面，我怎
麼禱告，祢怎麼都沒垂聽？如果今天我在那裏一禱告完，一等
候完，我一發動，車就發動起來，絕對是禮拜天最精彩的見
證，讓弟兄姊妹們愛慕等候神，一等候神，神跡就發生了。可
是為什麼沒有呢？”神就問我，說：“孩子啊，你是完全順服
相信我，然後經歷突破的見證，明白我做事的法則；還是你要
先瞭解什麼是我做事的法則，你渴望經歷，然後經歷成功了，
你才決定要完全順服，你是哪一個？”所以這個不是寫給你
們，是寫給我的。我當時就說：“主，在我生命當中每一個禱
告，我在你面前的每一個呼求，我是禱告的人，但是你是決定
要阿們或者要成就的那個人，我全心全意的順服。”所以在我
的生命裏面，我那一天也就做一個很深的禱告，“我真真實實
地把我再一次獻到你的面前，我頭殼獻上、我的意志獻上，我
要像《利未記》裏面所說的，羊跟牛的皮是被扒下來的、是被
切塊的、內裏是被洗淨的、是可以燒在祭壇上面，我就全然獻
給你。無論如何，我對你的愛、我對祢的信任絕對不減少。”
我那天就做了這樣一個很深的禱告，我之前有做，但那天我是
真的由心發出，說：“主，不論如何我全都交給祢，我把我孩
子的健康教給你，孩子的學業教給祢，我個人的前途交給祢，
我全部都放下。主，祢有絕對的主權。”親愛的家人，這就是
一個禱告。�

在末後的世代的裏面，一個與神親密的關係，你才能夠去
勝過敵基督的迷惑，否則我們都以為我們“正在捍衛真理。”
你會認識一些人，到處抓著一兩點，開始去抨擊教會、攻擊領
袖，可能身旁就有這樣子的人。越到末後的世代，這會越來越
嚴重，而且他認為他是對的。所以為什麼敵基督的這種情況是
從教會裏面產生出來，是因為他有一切侍奉的經驗，他也有神
學豐沛的知識，所以他認為他所站的角度絕對是對的，但他殊
不知他所攻擊的是基督的新婦。�

所以親愛的家人，我們真的求主幫助我們，一個復活的新
樣在我們裏面燃燒的時候，我就發覺一步一步走的時候，神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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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地帶領，哪怕是我們只是過逾越節，過復活節；復活節之
後，我們還有五旬節要過；五旬節之後，我們還有住棚節；一
個一個節期地跑，神就在我們生命當中很細膩地更新我們、調
整我們，越來越熟悉祂跟我們的說話。�

�

最後我要介紹這個月是尼散月，尼散月是猶太人的正月，
也就是第一個月。在尼散月當中所對應到的支派是猶大支派，
為什麼呢？來看這兩段的經文，在《創世紀》49章8節：“猶
大啊，你弟兄們必讚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項；你父親的
兒子們必向你下拜。”《士師記》1章1-2節我們一起來念，
請：“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說：‘我們中間誰當
首先上去攻擊迦南人，與他們爭戰？’耶和華說：‘猶大當先
上去，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阿們！所以這是尼散月對
應的支派，也就是每次情景過程裏面，第一個走出來的支派就
是猶大支派，是一個讚美的支派，所以這個月我們被稱之為
“神跡之月”。�

所以這個月當中，你一定要很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
的口很重要，神要藉著嬰孩和吃奶的口完全了讚美，所以當我
一個禱告的人開始經歷到醫治，甚至像那位廚師一樣，當我得
到了醫治的時候，我裏面即使有謊言，還是要有單純的、像孩
子一樣的讚美和禱告，對神一個完全不疑惑的信心，我就開始
在這尼散月的神跡當中經歷到祂的大能和祝福。�

尼散月被稱為“神跡之月”，因為在這個月當中神做事的
法則，在這個月當中成就了很多奇妙的作為。所以如果你現在
在疾病當中、在困難當中、在痛苦當中、甚至在軟弱當中，在
這逾越節、在這尼散月的月份當中，你要向神有一個迫切地禱
告：“主，在這個月份成就祢在我生命當中奇妙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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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看尼散月所成就的第一個大事，就是以色列人離開埃
及，脫離奴僕的挾制。這個月你要在神的面前說：“主，祢幫
助我，祢怎麼做在以色列人身上也做在我的身上，帶我脫離一
切埃及對我的挾制，工作的壓力、疾病、擔憂、害怕、恐懼，
主讓我脫離。”而且這個月是紅海打開的日子，什麼意思？在
絕境當中神要為你開路；這個月份是天降嗎哪的日子，是在你
缺乏的時候神要補足和供應的日子；這個月是磐石出水的日
子，是在我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我們不再饑渴的日
子。所以在這個月份你真的可以向神說：“主啊，在尼散月成
就祢美好的旨意在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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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年的尼散月也是會幕的建造和完成的日子。在這個月份
當中，亞倫被膏立為祭司，祭司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平安祭，耶
和華的榮光彰顯在百姓的當中。所以這個月你可以禱告說：
“主，這個月是我要踏上我核心命定的一個月份，主祢幫助我
真的成為一個祭司，我可以把人帶到祢面前，領受祢清楚的啟
示。我的耳朵是清楚的，我要領受祢清楚的啟示。而且這個月
份藉著我的禱告，祢的榮光要充滿在我們的家中、充滿在我們
的教會當中。”但你要很注意，你的口有多麼重要！在這個月
份——尼散月，神在做的一個個工作，同時你會發現在整個出
埃及的裏面，埃及是被刑罰的，埃及的軍兵是死在紅海當中。
不信任、批評和埋怨的，他們沒有辦法進入到迦南美地。同樣
的，在尼散月是一個榮耀彰顯的日子，也是一個獻上凡火而被
擊殺的日子。所以，尼散月有神美好的工作，但我們也要敬畏
在神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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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尼散月也是神讓以色列脫離埃及，走進迦南美地
的日子。約旦河那個時候正好是漫溢，最不容易走的時候，神
偏偏要這個月份要他們走過去。所以現在你可能有困難、你有
挑戰，但你可以跟神禱告說：“主，給我一個跨越的能力；就
在這個月，祢給我一個跨越的能力；讓我在這個月份當中，我
可以越過約旦河，去承受我的產業。因為他們要走進迦南美
地，是一個產業要臨到我身上的一個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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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神在尼散月成就的就是“大衛迎接約櫃進耶路撒
冷”。所以那前兩場的戰爭，非利士人是預表在我們生命當中
的仇敵，藉著神我們可以爭戰得勝，迎接神的同在。這個月份
是我們要極力跳舞在神的面前，跨越我的面子、跨越我的難為
情、跨越我的不好意思，在神面前像孩子一樣讚美祂的一個月
份。但要很小心，不要有輕視，甚至是一種批判的那種眼光。
因為很有可能米甲所承受的也會在今天教會當中，不要有這種
的咒詛在我們的身上，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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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神在尼散月當中，使以色列離開巴比倫歸回錫安。整
個70年在那邊被挾制，離開巴比倫歸回錫安的時候也是發生在
尼散月，都是在這個月份。所以神要救我們脫離一切的什麼？
這世界，脫離這個世代，而且把我們歸回錫安，使我們滿口喜
笑、滿舌歡呼，仿佛像是做夢的人一樣。所以神有一個極大地
榮光的大喜樂要充滿你。這個月份你就說：“主，救我的孩子
救我的家，脫離一切的不幸，脫離一切的捆綁，這個月份帶我
們脫離巴比倫，帶我們進入錫安，這個月份要讓我們歸回到錫
安來建造你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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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尼散月也是主耶穌榮耀進耶路撒冷完成十架救
恩的日子。所以你會發覺神在這個月份做了好多的工作都是歸
回，對不對？都是釋放。還有什麼？進入榮耀。所以親愛的家
人，這個月份——4月1號到5月1號，把握這段期間！我真的從
我的心裏鼓勵你，每一次的主日，我們在神面前竭力地跳舞敬
拜神。每一次周日的禱告會，我真的鼓勵你來到現場，在現場
當中主服侍我們。讓我們的孩子跟我們一起享受，在神面前有
一個榮耀的聚集。我真的鼓勵你週一到週三的早上，如果你有
時間來到現場參與禱告會，讓這個教會成為一個禱告的殿，讓
這個教會成為一個醫治的殿，讓這個教會使每一個人都回轉象
小孩子，在神面前敬拜讚美神的殿。阿們！阿們！�

好不好，我們一同起來。過去我們喝餅杯，我們大部分都
是很感受耶穌基督的死、為我們受的鞭傷，但這次的擘餅，我
想帶領弟兄姊妹們，好不好我們可以熱情地說：“主，我願意
向祢有一個回應。”說：“主，祢幫助我，成為一個在祢的家
中、在祢的殿中，成為一個最快樂的孩子，我要熱情地來敬拜
祢、跳舞來敬拜祢。”我呼召弟兄姊妹，如果你願意的話，待
會擘完餅、喝完杯說：“主，我要主動跳舞在祢的面前。”�

第二個，我要呼召弟兄姊妹，“主，我要成為一個對祢全
心完全地順服，有一個不疑惑的愛的信任，以至於我裏面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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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到一個突破的見證。”我就可以活出神的旨意，走上神在我
身上命定的道路。不要老是用先我的理性去判斷是否通過，再
決定要不要禱告。親愛的家人這沒有辦法通過的，我願意成為
一個全心委身順服神的人。�

第三，你有一個什麼樣的需要？有醫治的需要您到前面
來，因為尼散月是一個神跡發生的月份；如果有缺乏到前面
來，紅海會為你打開，有路會為你開，你如果有需要就說：
“主，從天降下嗎哪，磐石開裂出水。主祢帶我脫離一切的巴
比倫，主祢帶我進入要我進入的迦南美地，我要承受產業。主
啊，就在這個逾越節、尼散月這個月份當中，主我要滿口喜
笑，滿舌歡呼，好像做夢的人一樣。”阿們！�

跳躍著讚美神、敬拜神。阿們！�

我們一起來舉起主的杯，拿起主的餅。你拿著餅說：“主
啊，把那個復活的新樣賜給我，我不要再活出老樣了，讓我有
一個復活的新樣，在我的裏面是個新的，我要像大衛王一樣在
你面前跳舞敬拜，我不在乎人的眼光，我不在乎人的難為情，
我要成為整個城中、殿中、祢的教會當中最快樂的孩子。”�

拿起這個餅來說：“主，我要成為一個復活的孩子，我要
成為一個喜樂的孩子，我要領受祢的恩典，領受祢的祝福，帶
我超越一切的難處。紅海為我打開，磐石為我出水，天要為我
降嗎哪，阿們。”來領受主的餅。�

這時候我們一起舉起主的杯。這個杯是用主祂的血所立的
新約。祂說祂不再喝這個葡萄汁，直到喝新的日子，就是我們
還有一個羔羊的婚宴要參加。親愛的家人，還有一個羔羊的婚
宴要參加！每喝一次吃一次，我們離主來的日子就近了。阿
們！藉著這杯主醫治！藉著這杯復興我！主啊，藉著這個杯重
新地讓我的生命有一個新的開始！謝謝祢，讓今年2022的逾越
節對於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翻轉、全新的供應、全新的得勝以
及全新的突破。主啊，我渴望像大衛王一樣在祢面前敬拜祢，
我渴望像小孩子在祢的殿中呼喊：“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
來是應當稱頌的。”主啊，我要宣告，我渴望看見慕主先鋒教
會是萬國禱告的殿；我要宣告慕主先鋒教會充滿了醫治，這裏
是一個得著醫治的殿；主啊我要宣告這裏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
回轉像小孩子一樣，因為祢要透過我們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
全了讚美的話。阿們！我們一起來喝主的杯。�

請領唱給我們一個熱情、在神面前敬拜舞蹈的詩歌，好
嗎？所以家人們預備好了嗎？如果你有什麼疾病要得著醫治，
跳完舞會得著醫治的，我相信！我相信！如果你老是覺得不好
意思的，就說：“主把我眼睛閉起來，就讓我盡情地在祢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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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跳舞！今天我要領受一個突破！我今天要領受一個突破！”
我邀請你到前面來，活出新樣！弟兄姊妹們活出新樣！活出新
樣！我也是，活出新樣！不要習慣留在位置上面，不要一到會
後追求我就想要離開，活出新樣！2022年我要不一樣！我要不
一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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