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神的故事中找著喜樂
——慕主先鋒教會主⽇信息  

Francis  Chan 牧師
2022年7⽉23⽇

非常⾼興我能夠再回到這裡來。我不知道⼤家過去這
禮拜過得怎麼樣︖不是我誇張，這個禮拜是我這⼀年最好
的⼀周。你⼼裡在想這禮拜到底發⽣什麼事情讓我⼼裡這
麼⾼興呢︖是因為我第三個孫兒出⽣了︖不是。如果我告
訴你，為什麼這是我這麼多年來最快樂的⼀周，原因也許
會讓你驚訝。這是因為我這周在讀《聖經》的時候，我學
習到了許多關乎神的事情。祂好像打開了我的眼睛，讓我
知道⼀些我從來不明⽩的事，當我瞭解之後，就把我帶到
另外⼀個層次的喜樂。我希望你們每⼀位都能得到這⼀
份，我希望⼤家都能夠來經歷我這樣的喜樂，嘗嘗主恩的
滋味，⽽這些都是因為瞭解到祂的話語。�
我不曉得我過去是不是真的明⽩《聖經》，因為從我

很⼩的時候，我就不是⼀個很會讀書，並且能能清楚明⽩
書中意義的⼈。這讓我不明⽩為什麼我神讓我成為⼀個教
師，⽽且成為⼀個作者，這好像是⼀個很奇怪的事情，真
的不知道這是為什麼︖通常即使我在看⼀場電影，我也不
太明⽩它到底在講什麼，即使是非常簡單的電影，我也沒
有辦法知道它這個故事到底在說什麼。你可以問我的孩
⼦，很多時候我會看⼀場電影到⼀半，我會把電影暫停，
讓這些孩⼦跟我解釋這電影到底在說什麼。所以如果我說
我讀《聖經》⼀遍又⼀遍，⼀遍又⼀遍，但我好像還是有
很多點沒讀到，這其實也不會讓⼤家覺得驚訝。但是神卻
⼀直在向我開啟許多事，可能也不是因為我不是很能瞭
解。其實很⼤⼀個原因，我不能好好明⽩《聖經》是我太
以⾃我為中⼼。我⼀直在想著我⾃⼰，就讓我所讀的《聖
經》好像⼀點⽤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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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如果我給⼤家照⼀張相，我給在整個會眾照⼀張
相，⽽是我把它⽤簡訊傳給⼤家，當你看到這張照⽚時候
你會怎麼辦呢︖⼤部分的⼈會找你⾃⼰在哪裡，然後你會
把它放⼤、放⼤，然後看看你⾃⼰的臉，你想要看看你的
頭髮怎麼樣︖你看看⾃⼰今天是不是看起來很胖︖你通常
都會只在乎你⾃⼰，所以我們會把它放⼤、放⼤來看看我
⾃⼰。�
但是我發現我們讀《聖經》也是⽤同樣的⼼態來做。

很多⼈打開《聖經》來讀，只是為了要尋找怎麼樣來影響
到他們。在找“在這個故事裡我在哪裡呀︖我的救恩在哪
裡︖”我想要“讀⼀段關乎我健康的經⽂、看看關乎我未
來的經⽂，這本書如何幫助我的憂鬱症……”我把它⼀直
放⼤，⼀直好像在注視我⾃⼰。其實很多傳道⼈他們知道
許多⼈是這麼想的。所以他就傳講⼀些你會喜歡的資訊。
很多⼈今天晚上來到這裡，所以可能希望能夠接受⼀些關
乎你⾃⼰的事，你希望能找到⼀些能夠影響你，並且影響
你現在處境的經⽂。�
我已經讀這本書40年了，有⼀件事我很確信，這本書

不是關乎你的⼀本書，是關乎其他⼈的書。但是我發現很
多時候我在讀這本《聖經》時，都是在尋找我⾃⼰，⽽不
是真正想要瞭解到神跟祂的故事。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的禱告也都只是關乎⾃⼰⽽已。⽽且神也讓
我看⾒近來這段時間我⾃⼰禱告是多麼⾃私。我說了很多
“幫助我！幫助我！幫助我……”，⽽不是“聖哉！聖
哉！聖哉！”。想想看你最近的禱告，有多少是以你⾃⼰
為中⼼︖有多少是來讚美祂︖所以這周我⼀直在為我的以
⾃我中⼼來悔改。當我更少重視⾃⼰，更多來想到祂的時
候，就在我⽣命中帶出了許多許多的快樂。這麼做也許看
起來很違反直覺，但當我們開始注視祂的事，⽽不是專注
在我⾃⼰的事上時，的確會帶給我真實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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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在接下來30分鐘教導整本
《聖經》，⽽不是說尋找⼀節經⽂能夠來應⽤到你⽣命中
的。我要讓我們⼤家來做⼀件更⼤的事，就是要讓我們看
到這更⼤這整本《聖經》的故事。你就會發現，當你更多
注視祂的故事、計畫，就會有更多事情成全在你⽣命中。�
⼤家都知道《聖經》開始在哪裡，就是起初神創造天

地，所以這個故事是從神開始，是⼀位永活的神，也許是
⼗億、百億年……祂是⼀位永活的神。然後有⼀天，祂決
定要來創造天地，祂創造了光，祂創造了樹、各樣的植
物。到了第六天，祂決定要創造這個叫做“⼈”的東西。
為什麼神要來創造⼈類呢︖假設祂⼀直在沒有⼈的情況下
存在會怎樣︖假設祂從來沒想過要創造“⼈類”又會怎
樣︖但是千百萬年前，這位創造主祂的⼼思意念就決定要
來創造⼈，在這之前你還沒有在這個故事中，因為在千萬
年前，那個時候還沒有你，有的是在天上的這⼀位，祂說
話創造了這個世界。為什麼祂要創造⼈︖我也不確定。�
神在《創世紀》1章26節解釋祂所做的，“神說：‘我

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使他們管理
海裡的⿂、空中的⿃、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
⼀切昆蟲。’”27-28節就講到：“神就照著⾃⼰的形像造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要⽣養眾多，遍滿地⾯，治理這地︔也要管理
海裡的⿂、空中的⿃，和地上各樣⾏動的活物。’”這⼀
段並沒有講祂為什麼創造了⼈，祂只是說：“我們來創造
⼈，按照我們⾃⼰的形象造⼈。”這是跟祂其它的那些創
造都不⼀樣的，另外⼀個不同就是祂也祝福了這些⼈，祂
賜福給他們，還有⼀點不同是神竟然對他們說話。當神創
造動物的時候，並沒有講到說神對它們說話，也沒有說神
造動物是照祂的形象，但是祂創造這稱為“⼈類”的新東
西時，祂祝福他們，並且對他們說話。這個故事仍然是關
乎神，並不是關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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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在⼈身上的故事，我們⼤部分⼈都知道。亞
當跟夏娃他們後來犯罪離開了神。但故事是從亞當、夏娃
在伊甸園與神同⾏，⽽且與神對話開始的。直到有⼀天，
亞當跟夏娃決定：“我不要做祢要我們做的，我們要過⾃
⼰的⽣活，我們也不在乎祢為什麼創造我們。我只要看到
吸引我眼⽬的，我就要開始享受它。”所以在那邊就開始
有新的事發⽣，神審判他們。在這之前所有的都是關於神
的祝福，但現在有祝福也有審判。他們被趕出了伊甸園，
所以他們與神之間的關係開始被破壞，就有天使拿著有⽕
的劍免得他們進到⽣命樹旁。但神並沒有說就把他們毀滅
了，讓故事是在那結束。神⽤動物的⽪做的衣服，給他們
穿上。向我們顯明祂為了讓⼈能夠遮蓋⾃⼰的罪做出的某
種犧牲。⽤動物的⽪來遮蓋亞當跟夏娃，即使他們悖逆，
但是神還是給他們⼀個遮蓋。你會在《聖經》裡⼀次又⼀
次看到這樣的事情。就會看到這位在天上的神，祂是有恩
慈憐憫的神，即使⼈類在不斷的失敗，但是祂仍然不斷的
來拯救。但是⼈們持續不斷的悖逆，所以到了第八章，祂
看到地上的罪惡滿盈，對⾃⼰創造的⼈，⼼裡⾯⼗分的悲
痛。所以祂決定讓⼤洪⽔來消滅整個世界的⼈，除了諾亞
⼀家之外。�
所以當你在《聖經》中，不斷地讀關乎這位神的事，

讀《創世紀》時我希望你能明⽩，這並不是關乎我⾃⼰。
當這個世界上每個⼈都為他⾃⼰的權利⾾爭的時候，我們
在新聞媒體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每個⼈都為他⾃⼰的權利⽽
爭戰。如果說我們來讀《創世紀》讀到第八章，就會知道
只有⼀位祂是有權利的。祂有權利能夠⽤洪⽔淹沒整個世
界，把全⼈類給毀滅。有些⼈不喜歡這個故事。就好像這
些淹死的⼈，難道他們沒有⽣存的權利嗎︖沒有。因為只
有⼀位有權利的⼈，能夠對祂所造之物做祂⼼所想的任何
事。但是即使在這樣⼀個毀滅的當中，神還是要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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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所以神藉著⽅⾈拯救了諾亞⼀家⼈，之後讓世界又重
新充滿了⼈。�
但是這個時候⼈又開始來悖逆神了。在到第⼗⼀章之

前，⼈們決定要造⼀個塔來違背神的⼼意。他們說我們是
⼈，我們有權利去造⼀個⾼塔，這個塔能夠通到天上。所
以你看到神又再⼀次審判⼈。祂在巴別塔變亂⼈的⼜⾳，
也是在那時⼈們因著不同的語⾔分散開。但即使在那樣的
事當中，神決定繼續再⼀次拯救⼈類。這次祂決定再次揀
選⼀個家庭，這個⼈叫做亞伯拉罕。⼤家不⽤擔⼼，雖然
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創世紀》，但剩下的我會過的很快。
在《創世紀》12章1-3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
開本地、本族、⽗家，往我所指⽰你的地⽅去。我必叫你
成為⼤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你也要叫別⼈
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那詛咒你的，我必咒
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這是⼀個非常重要
的應許，神對⼀個⼈說：“我要讓你成為⼀個⼤國。”在
另外⼀個地⽅說：“我要讓你的後裔如天上的星星⼀樣。
他說我要⽤你的國家來祝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這
是神再⼀次的拯救⼈類，但這⼀次是藉由⼀個國家。記住
這是⼀個4000年前的應許，遠在我們出⽣之前。所以祂把
應許告訴了亞伯拉罕，但祂把同樣的應許，再次的對亞伯
拉罕的兒⼦以撒講，然後再次對以撒的兒⼦雅各講。但是
當《創世紀》這卷書結束的時候，所有亞伯拉的後裔卻都
成了在埃及的奴隸。所以，神對亞伯拉罕做⼀個應許，但
是你看到這些⼈因他們的罪在埃及成為了奴僕，他們被奴
役了四百年之久。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神給他
們了⼀個應許，但這些⼈卻做了400年的奴隸，這個時候他
們就開始呼求了。所以神說：“好的，我還會來救你”，
因為我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們了⼀個應許，所以神
就呼召了⼀個⼈叫摩西，開始對他說話，⽤他來把⾃⼰的
百姓帶出埃及來。所以在那個故事你可以看到神的祝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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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審判，祂審判埃及時把埃及所有頭⽣的都殺了，之後
祂通過摩西跟拯救祂的⼦民，在沙漠中供應他們⽔，供應
他們⾁，供應他們食物……最後摩西的繼承⼈是約書亞，
約書亞就帶著他們進到了應許之地，他們就開始征服那
地。所以在讀《約書亞記》、《⼠師記》、《撒母⽿記》
時，你會發現同樣的事⼀直在發⽣：⼈犯罪，他們悖逆
神，但是神憐憫他們又再次拯救他們。祂不斷不斷不斷的
在做這件事，但祂也不解釋⾃⼰為什麼這麼做，每次都只
是說：“所以他們知道我是神。”祂說的這句話在這幾卷
書裡，幾乎提到了50次。“為什麼我拯救他們呢︖這樣他
們就知道我是神，他們需要知道誰是神。”�
到了應許之地，這些⼈就開始說：“我們要像其他國

家⼀樣，我們也需要有⼀個真的王在我們的裡⾯。”即使
神都⼀直不斷的在供應他們，但是這些⼈卻⼀直說我要跟
其他的國家⼀樣。他們好像是在說只有我們這位創造的
神，還不夠讓我們⾼興，我們要⼀位在地上可以摸到他的
⼈來統治我們。所以神成就了他們的渴想，掃羅成了他們
的王，後來⼤衛成了他們的王，接下來所羅⾨又成了他們
的王，這時他們開始在地上為神建殿，因為神要他們這麼
做，這也是神跟⼤衛所⽴的⼀個約。記不記得祂曾經應許
了亞伯拉罕，應許了摩西，這時候祂又應許了⼤衛。在
《撒母⽿記下》7章12-13節：“你壽數滿⾜，與你列祖同
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
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
遠。”這時神其實沒有加任何條件進去，祂並沒有說如果
你怎麼樣才可以。在這裡祂只是說我要使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就像祂對亞伯拉罕說，我要讓你的後裔好如同
天上的星那麼多，祂並沒有說，如果你完全遵守我的命
令。祂給出⼀個應許，要讓他們成為⼀個國，⼀個能夠來
祝福全世界的國，所以神現在揀選了⼤衛。同樣，這些仍
然都是發⽣在你出⽣前。祂揀選⼤衛告訴他：“我要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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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裔中興起⼀⼈，成為永遠的王。”但⼤家都知道，在
所羅⾨王之後，王國就分裂了，接下來就有兩個王了，有
⼀個北國有⼀個南國。你也知道在那些國王長久的統治
中，裡⾯充滿了惡⾏。神⼀⽽再再⽽三的拯救他們，但最
後兩個國都滅亡了。但在那個時候，許多先知給他們帶來
了應許，神對著先知說出祂的應許。在《以賽亞書》9章6
節，我想⼤家⼀定很熟悉這個經⽂，因為我們在耶誕節的
時候⼀直都在念這節。“因有⼀嬰孩為我們⽽⽣，由⼀⼦
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
⼠、全能的神、永在的⽗、和平的君。”神是在應許說這
位救贖者祂會來，這位將要出⽣的嬰孩，要被稱為永在的
⽗。但是神對以撒又說了另外⼀個應許，在《以賽亞書》
49章第6節：“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使雅各眾⽀派
復興，使以⾊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事︔我還要使你做
外邦⼈的光，叫你施⾏我的救恩，直到地極。’”很有趣
的是，神說這話是在王國在分裂的時候，⽽且這兩個國家
沒有⼀個是好的，但神對以賽亞說，我會使他們復興，我
會讓他們成為列國的光，所以救恩能夠⼀直達到地級，要
記住這個應許。�
雖然現在已經說了很多資訊，但是我們還會繼續往前

⾛。神說：“我會把我的⼦民帶回來。”但⼤家都記得在
第⼀波斯帝國中期，他們的王讓他們回來重新建殿。那並
不是⼀個很⼤的聖殿，⽽且是事實上當他們建殿的時候，
那些⽼⼈都在那邊哭泣，因為看起來好像不像從前那麼榮
耀，但是他們的確恢復了聖殿，他們又開始了敬拜。但是
在《路加福⾳》第1章又有些事情發⽣。當有⼀個祭司在他
來獻祭的時候進到這個聖殿，這個⼈名叫撒迦利雅，天使
就向他顯現。天使對撒加利亞說：“現在時候到了，神將
要把那位應許的⼈⼦差遣下來了，但祂⾸先要差遣⼀位先
驅，在先驅來之前你們都聽過這話，神說：‘這位先驅要
成為你的兒⼦。’”所以神⼀直在使成就祂的應許，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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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應許是在《瑪拉基書》講的。神又再⼀次來成就祂的
應許，然後耶穌這樣誕⽣了。《約翰福⾳》第1章14節：
“道成了⾁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他的榮光，正是⽗獨⽣⼦的榮光。”耶穌來
了，祂帶了許多⾨徒。所以其他這些⼈都到有⼀次在問他
說你什麼時候能夠來復興以⾊列國，你應許了亞伯拉罕，
說他會成為列國的祝福，你也應許了⼤衛說會有⼈在⼀個
國位直到永遠，⽽且以賽亞說這個政權會擔在他的肩頭
上。所以其實對以⾊列國是有未來的，他們就問耶穌說是
不是就是現在︖耶穌說：“沒有⼈知道，⼈⼦也不知道，
只有⽗知道。”所以祂就差派祂的⾨徒，讓他們去宣傳這
個好消息，但是只有對這些以⾊列迷失的⽺說。你要知
道，這些會先在以⾊列⼈當中發⽣，但是以⾊列拒絕了耶
穌，所以⾨徒⼀直在說你會恢復這個國度嗎︖那個時候耶
穌看著聖殿，說：“事實上這個聖殿會被毀。你看到這些
⽯頭沒有⼀塊會在另外⼀塊⽯頭上都要被摧毀。”在以⾊
列⼈當中，他們的⼼是剛硬的，直到在外邦⼈的數⽬滿了
的時候。接下來耶穌就死在⼗字架上，是為了所有世⼈的
罪。神在天上看到世⼈不斷的悖逆祂。好讓我再次向他們
顯明我的愛，我實在是這麼愛這些⼈，這些我在數千年前
所創造的，這就是我最終極的⼀個救恩——讓我的兒⼦成
為⼈的樣⼦，⼀個⼩⼩的⼈的樣⼦。然後我要讓祂被定在
⼗字架上，死在⼗字的架上，為了所有⼈的罪。讓所有的
⼈看⾒我是⼀位慈愛的神，⽽且我有豐富的恩慈。但是在
耶穌死了之後，祂要從死裡復活。�
耶穌從死裡復活。你要想想看，記不記得⾨徒要問他

什麼︖在《使徒⾏傳》1章6節，是⼀個非常合理的問題！
祂死了，祂又從死裡復活了。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又問⼀
個很合乎理性的問題：“好了，祢已經為我們的罪死了，
⽽又從死裡復活了，現在是復興以⾊列國的時候了嗎︖”
但這次耶穌⽤不同的⽅式⽅式來回答，他並沒有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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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道，連⼦也不知道。”祂這麼說：“這不是你們能
知道的。”意思是什麼時候復興以⾊列國不是你們知道
的，但是你們就要得著能⼒，然後你們要傳福⾳到耶路撒
冷、撒瑪利亞、猶太全地，直到地極作我的⾒證。你要知
道這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藉著你的⼈，以致他們要到
全世界讓所有⼈得救，這是以賽亞對⼤衛所說的祝福，這
也是耶穌對他的⾨徒所說的：“聖殿要被毀，⽽且這福⾳
要傳到外邦⼈。”所以你在《羅⾺書》裡就可以讀到，因
為以⾊列⼈的⼼剛硬，所以要等到外邦⼈的數⽬滿⾜之
後。�
所以其實是在1900多年之前，就藉著這⼀⼩⼩群的猶

太⼈把福⾳傳給許多的外邦⼈。就像祂告訴彼得⼀樣：
“因為我要把教會建⽴在磐⽯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
他。”現在我們就在2000年之後的現在，所以神好像對以
⾊列是已經做完了︖所以祂好像⽤教會來代替以⾊列︖不
是這樣的，因為祂對以⾊列⼈已經做了應許。這就是為什
麼我們要⼀直讀到《啟⽰錄》的最後。你看看神在最末後
的時候祂做了什麼︖許多⼈沒有看到這⼀點。因為許多⼈
相信的福⾳是：你要相信耶穌，當你死後你就不會到地
獄，你會上天堂。但是這並不是這本《聖經》所說的！這
並不是只關乎你個⼈的救恩，⽽是關乎這位存到永遠的
神，⽽且是他在數以千計的年來所做的事情，是他在最後
所要做的事情。�
我們來看《啟⽰錄》21章1—4�節：“我又看⾒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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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聖經在教導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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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祂有沒有說，所以神就把整個地球毀滅了，所有⼈都
上到天堂︖沒有，他說有⼀個新天也有⼀個新地，有⼀個
新的耶路撒冷，這位新婦到來到地上。所以⼈跟神就不再
有距離了。神在這個時候再次的住在他的⼦民的當中。當
你跳到第22章1—4節講到：“天使又指⽰我在城內街道當
中⼀道⽣命⽔的河，明亮如⽔晶，從神和羔⽺的寶座流出
來。在河這邊與那邊有⽣命樹，結⼗⼆樣果⼦，每⽉都結
果⼦，樹上的葉⼦乃為醫治萬民。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
裡有神和羔⽺的寶座，他的僕⼈都要侍奉他，也要⾒他的
⾯。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神在這本書裡⾯沒有
省略掉任何⼀個細節，有新天有新地，有新耶路撒冷，來
降到這個新地上，成為⼀個新婦，且有⼀個新的花園，所
以⽣命樹又回來，就像神在與亞當夏娃同⾏的那個時候。�
祂再次要與⼈類來同⾏，⽽且我們可以繼續的能夠來到⽣
命樹的⾯前。都是因為這位羔⽺所做的！這是不是⼀個很
棒的故事︖但是我要⼤家想⼀想，我說了很多只是為了⼀
個重點：在過去這2000年，神只是來使⽤以⾊列。在那個
時候沒有教會，⼀直到1883年才有。但在教會建⽴之後37
年，耶路撒冷就被毀，好像耶穌說這個聖殿要被毀⼀樣。
就開始有了外邦⼈的時候，所以接下來2000年沒有以⾊
列，只有教會。在主後33年到主後70年，這37年有教會，
也有以⾊列⼈，他們共存這⼀段時間⽽已，因為在接下來
1900年沒有以⾊列。直到1948年，在沒有⼈想像得到的時
候，以⾊列在1948年又成為⼀個國家了。從來沒有在⼈類
歷史中發⽣過這樣的事情！⼀個國家已經消失了1900年，
但在1948年以⾊列又再成為⼀個國家。所以我們出⽣在⼀
個時候，就是教會跟以⾊列又重新在⼀起了。100年之前沒
有⼈想到說以⾊列會復活的。你看看過去4000年的歷史，
如果是2000年只有以⾊列，另外2000年只有教會。但是我
們卻在⼀個時候，教會跟以⾊列重新的又在⼀起。神其實
有講過，有⼀段外邦⼈的時間，但這個時候會結束，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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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復興以⾊列，他會來拯救以⾊列。所以我們會重新被
接上這個事物，這個事物是關乎以⾊列的。�
耶穌祂曾經應許到，直到福⾳傳遍地極的時候，祂就

會再來。所以許多宣教⼠都在講，當福⾳傳遍地極，其實
只有幾年的事情。但是神在每⼀個國家都有福⾳，這就是
在歷史的唯⼀的時候，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
語⾔⽂化，他們都有《聖經》在他們當中，⽽我們卻出⽣
在這個歷史的時段。所以你有這個故事，已經進⾏了4000
年了，然後你就出⽣了。在這特別的⼀個季節出⽣！當我
發現⽽且我瞭解到這件事的時候，我真的覺得非常興奮。
我想說：“主，為什麼你⼀直等到我出⽣之後︖”我是在
1967年出⽣的，其實神可以在1950年就結束所有的事情。
但是祂會想到說，要等到外邦⼈的數⽬滿了的時候。所以
我看著這位神，因祂⼜中的話語這世界就被創造的那位
神，祂創造了⼈類，祂在⼈曆類歷史之中⾏了所有的事
情，祂決定把我家的這些外邦⼈成為他們⼀份⼦，所以當
新耶路撒冷從天⽽降的時候，這個花園被重新建⽴的時
候，我會在那裡與祂同⾏。這實在是太棒了！這就是為什
麼我要說，我在這⼀周是多麼快樂，並不是因為我的家多
棒︔也不是說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多麼美好。當我看到這
幅⼤圖畫的時候。我在想：我可以成為這裡的⼀部分！這
真的讓我有⼀個非常棒的對神的敬拜！我的禱告不再是說
“幫助我……幫助我……幫助我……”就只有“聖哉！聖
哉！聖哉！”�
這個故事，“主啊，你在這其中經歷了這數千年，⽽

在它最後⼀刻，我卻能夠進入成為這故事的⼀部分！”這
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歡慶的事！不要來到這裡只是說“幫
助我！幫助我！幫助我！”我們來到這裡來敬拜他說：
“主啊，祢是多麼的聖潔！祢的故事是多麼偉⼤！”我跟
你保證，你越多這樣來敬拜、來崇拜他，你就會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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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且你就會越來越發現，我成為祂的兒女是多麼的蒙
祝福！�
我們被造是要與祂說話的，所以現在我要來對天⽗說

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衛的神，摩西的
神，以賽亞的神，瑪拉基的神，撒迦利亞的神，先鋒施洗
約翰的神，那道成了⾁身的神，在2000年當中，這個神祂
建⽴了教會，這位把以⾊列重新帶回到祂的⼟地上的神，
這位要重新建⽴以⾊列國的這位神，今天晚上我們來到祢
⾯前，來讚美祢！謝謝祢創造今天在座的每⼀位。主啊，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為了來敬拜祢！聖哉！聖哉！聖哉！
我們的神是全能可畏的主，祂是⼣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主！”�
我們來讚美……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