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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感謝主還是鼓勵我們在網路上主日的趕快回
來主日，非常的想念你們，請你在小家的跟你們的小家員
說，沒有來主日子跟他說：“我們都很想念他！請他出現
一下，我們一定會戴口罩的，你放心。”今天我也補充報
告一下，感謝主我們英文部現在開始有自己的主日，就不
再只是只有青少年的主日而已。如果你有認識人的的話，
他們是講英文的，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朋友講英文的，你
可以邀他們來，同樣的時間，3:30在那個地方。我們3:00
沒有等候神，因為大家都遲到得很厲害，所以我們是3:30
開始敬拜完之後會有15分鐘，敬拜完之後帶大家一起等候
神。我們是之後。好，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萬王之王的世代》，我想如果

你們有去聽上一次戴冕恩牧師他們在吹角節上那的�
watchman�for�nations�（萬國守望者），他們那天也有一
個慶祝，他們戴冕恩牧師跟阿舍（Asher）他們兩個都有分
享，我今天再提一下，簡單的提一下。�
戴冕恩牧師特別說過，他說在兩年前他聽到神跟他講

說：“當你聽到英國女王過世的時候”，祂說，“你一定
要記得在歷史上會是一個標記，會是一個Mark，所以你一
定要記得這件事情發生，你要Mark這一年2022年。”神跟
他講完兩年之後，就在今年9月8號突然間伊莉莎白女王過
世了，她做女王多少年？70年，很特別吧70年，她過世的
這個時候，正是要到吹角節的季節，正是要到吹角節的季
節。我們9月25號也在這個地方，我們那天有吹角。戴敏恩
牧師就講說伊莉莎白女王過世的第二天，他看到報紙上的
頭條新聞講到“國王的世代來了”。因為她兒子是男的是
國王，現在女王結束了，她真的做了很久，從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一直到現在，所以國王的世代來了。戴冕恩說，
他就聽到神跟他們，我想是他們團隊說，他說神就跟他們
團隊講說：是萬王之王要臨到列國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的
耶穌。他就特別講，他看到這個頭條新聞，但是神跟他講
說：“不是國王的時代來了，是萬王之王要來到列國
了。”他又接著有講到，他說我們會看到國度的一些衝
突。事實上現在你不覺得整個國際間，講話萬一擦槍走
火，可能就有戰爭了哈。然後他特別提到，這些日子神會
潔淨我們的心，以至於神可以在祂的身體裏面掌權，神會
潔淨我們的心，以至於祂可以在身體裏面掌權。�
那一天在他們的吹角節的慶祝裏面，然後阿舍Asher他

也是一個牧師，他是信耶穌的猶太人，信耶穌的猶太人很



特別哈，他那天跟大家分享的經文就是《啟示錄》11章15
節，好，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
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做
王，直道永永遠遠。”這節經文我們很熟，在哪里看到？
在我們的教會的牆上。我聽到他讀經文的時候，我簡直興
奮的時候要起來手舞足蹈了，我就覺得真的江牧師很有先
知性，我們蓋這個教會的時候，她就說我們門口上要放這
個經文。你知道為了經文我們多少的禱告，政府才准許，
政府覺得寫字很難看，覺得不夠美觀，剛開始不讓我們
過，我們是一直禱告一直禱告、一直禱告到最後，經文才
能夠放上去。但是你看這麼多年了，這件事情發生的時
候，當《啟示錄》11章15節：“第七位天使吹號”，其實
就是我們復活的時候，祂就開始宣告，然後接下來就是千
禧年，接下來要千禧年。但是神今天在我們當中，祂掌權
是藉著誰？藉著誰？藉著我們、藉著教會。所以我一看到
這個經文我就好興奮，我想說：“主啊，終於要來了！”
因為戴冕恩牧師講說，他說從2022年開始，你一定要記得
這一年，蠻好記的都是二，2022，你一定要記得這一年，
因為從這一年開始，耶穌，這位萬王之王，我們會越來越
多的看到這個萬王之王在我們當中顯明祂的主權，顯明祂
的掌權，顯明祂的王權在我們的當中，祂這一個部分的屬
性會更多的在我們當中被看見。�
吹角節，那一天我們在這邊吹角，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這個地方參與了，舉一下手好不好？哦不錯，那你在當
中的話，有人看到一個異象說猶大的獅子在這個講臺上出
現，然後接著就是10天的可畏的日子。然後我們教會有講
這10天，因為我們禁食是進到10月5號，10月5號就是贖罪
日，所以就是從吹角節，從9月25號到10月5號，這10天的
日子是，猶太人的話，他們就會更多的在家裏面悔改，因
為他們希望在生命冊上寫的不好的事情都可以被洗掉，我
真的覺得猶太人過年是不是真的很棒？悔改誒，你還記得
你們是在臺灣在中國或在臺灣怎麼過年的嗎？吃，還有打
麻將是不是？看電視、看電影......大概就這幾件事情。
猶太人我真的是神的選民，知道要一直禱告一直悔改，讓
他生命冊上不要被寫上那些做的不好的事情，每一年誒，
你說這是不是很棒？每一年這樣提醒自己。但是我自己覺
得，今年因為萬王之王來到我們當中之後，那10天除了那
10天，我覺得這樣子來到神面前，在那10天每一次敬拜的
時候，我覺得從禮拜天晚上，每一次敬拜的時候，我早上
跟英文部我們會一起禱告，我們以前是只禱告半個小時，
我們說我們為江牧師禱告半小時，結果禱告都停不下來，
後來就變一個小時了。我們以前每一次我都想好了，我要
禱告什麼？我要禱告的事情就是最抓我心的事情，我最覺



得我過不去的事情，我最希望被成就的事情，我最擔心的
事情......我覺得我已經很棒了，每一次禱告都禱告這些
我都沒有埋怨，我覺得我已經是很棒。但是從那一天，9月
25號之後，你知道每次早上禱告，我就我那天就問安娜
說：“你有沒有什麼歌？我們敬拜一下吧”，我就覺得萬
王之王來了，你知道祂不是我的店小二誒，我老是跟祂講
祂要做什麼，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每天早上就來交代祂：
“主啊，我這件事情我很擔心，禰可以幫幫我？主啊，那
件事情還沒有成就啊，求禰來成就......”哎呀，那天我
跟你講，第二天我覺得9月25那天晚上敬拜，那個神，萬王
之王在我們當中彰顯，第二天開始我就真的是不好意思你
知道，後來安娜就挑了一首歌，然後我們就開始敬拜，敬
拜之後我就真的我從那一天開始，我每一次禱告，我說：
“主啊，禰就是萬王之王，禰就是萬主之主！”我不只是
在尊榮祂，我也在提醒我自己。你知道我們太習慣了，我
們太習慣，不知不覺的，很渴望，我們也是愛祂，知道祂
是神的，都在我們頭腦裏面，但是習慣其實都是我們交代
神做事。所以從那天完之後，我每一次我們早上敬拜禱告
之後，我們就是敬拜，我們就是敬拜祂，我每一天早我都
要宣告一次：“禰才是萬王之王，禰才是萬主之主，主，
我們要敬拜禰，我們要尊榮禰，我們要歸榮耀給禰。”然
後敬拜完之後，看神感動我們禱告什麼我們就禱告。�
你知道剛剛開始前幾天，我會有一種小小的焦慮，我

就覺得禱告會不會不夠啊？你知道大家聚上來，然後你知
道每一個家庭都有需要嘛，畢麥克也有需要Elvin跟Lin家
裏也有需要啊，安娜家裏也有需要啊，我就想說，再加上
在我們要為我們的牧者禱告啊，我心裏面就有小小的、一
點點的，結束之後有一點點的那種：我是不是今天這個禱
告的代禱不夠多？你知道我剛開始會有這種感覺，就心有
一點點不安，你知道後來神就跟我講說：“你沒有開口以
先我都知道，我其實都知道。”你知道聖靈在我們的裏
面，你每一個情感，你每一個擔心，你每一個受傷，你每
一個下沉，你每一個高興......你知道祂就住在你的裏
面，你覺得祂清不清楚？你知道神就跟我講說：“你擔心
什麼，你想要禱告什麼我還不知道嗎？”你不用怕說自己
講的不夠多，對不對？“我禱告的不夠多，我禱告的不夠
迫切，我講的不夠多......”神會不會不知道這件事情很
重要？�
你知道後來我就突然間有一個放鬆，我就覺得說主最

重要的是我要尊禰為萬王之王，因為2022年，真的當伊莉
莎白女王過世的時候，神說這萬王之王的時代要來了，耶
穌要在我們當中做王了。所以我就覺得我就是一直尊尊榮
祂，一直尊榮祂，“主我就是尊榮禰，主我就是敬拜禰，



主禰要在我們當中做王，禰要在英文部作王，你要在frcc
作王，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作王！”然後最後神感動我
們什麼，我們就禱告一下下。後來我就想，如果祂真的作
王，可能這些都不是問題了，是不是？如果我們真的讓祂
作王，可能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了。我們會有這麼多問題
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完全的尊祂為王，或許或許你會覺
得說，那可是是不好事情還是發生啊，我必須說神真的有
祂的一個大計劃，並不是什麼事情都要按照我們的計畫，
按照我們的時間表，難怪耶穌會講你們的時間永遠是方便
的。你知道，你說：“真的，我覺得現在該成就這個事
情，我覺得接著要成就這件事情，主我現在在進行這個
了，所以我要為這個禱告；我現在要進行那個了，主所以
求你來為我成就；工作現在有難處了，主求你為我開路；
主，我的孩子有一點點問題足，禰要把它醫好......”但
是我覺得根源是祂到底是不是萬王之王？在我們的生命裏
面，在我們的家裏面，在教會裏面。所以我現在每天都禱
告：“主啊，你要在英文部作主為王啊！”你知道我剛剛
去英文部的時候真是百廢待興，你知道然後拿著我的蹩腳
英文要開始去跟他們做朋友。你知道我以前的記錄是不大
好的，因為每去兩年我就走了，最短的話是幾個月，我就
趕快開溜了，我這個人的記錄又不大好，這次又回去的時
候，我都有一點點不好意思，像蒙著臉的女人，我是一個
沒有信用的人。但是我心裏面知道我這次我不會再走了，
我不會再走了，我跟他們說我就是不會再走了，我會一直
陪伴你們，一直陪著你們，一直跟你們一起。�
然後接著，如果你們有回去聽了的話，聽過了的的

話，就容我在這邊重複一下，那天戴冕恩分享，先是阿舍
Asher分享牧師分享，他講到9月22號在淩晨的時候，你知
道他就突然間醒來，他就睡不著，然後他就到他的自己的
一個圓的桌子那邊坐著，他說他坐著坐著突然間這個桌子
就改變了，你知道就變成一個那種總統辦公室的桌子，然
後耶穌坐他對面，他說那個桌子上面好多檔案，然後耶穌
就坐在那裏，他說他突然間就覺得說發生什麼事情了？怎
麼突然間這個房間這個桌子都變了？他那天半夜裏面神向
他顯現，然後後來神就跟他講，神就說你犯了錯誤，神那
天指出來他兩個錯誤，第一個就跟他說神說：“你犯了一
個錯誤，你總是覺得只有我第二次再來，我再回來的的時
候，我才治理全地，也就是在千禧年國度。”後來耶穌就
跟他說：“這是錯的，我現在就在治理權力了，我已經是
萬王之王了。”他說那時候有一句經文就到他的裏面，就
是《但以理書》4章17節，我們一起來讀好不好？大聲一
點，我們讀經大聲一點。“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聖者所
發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



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這節經文
我們應該很熟，如果你是江牧師養大的，她最常講的就是
這節經文，就是叫世人之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神
說：“我現在已經是萬王之王了，不用等到千禧年的時
候”，但是祂怎麼掌權呢？你知道阿舍(Asher)很可愛，他
就在那個辦公室跟耶穌講說：“主我可以在辦公室裏面做
一個小助理嗎？我可不可以在你辦公室做一個小助理在這
邊工作？”他說自己也不用安排了，因為耶穌在這裏，我
是代理人，每天只要做個小助理，我只要問耶穌你要做什
麼就好了，看禰想做什麼就好了。結果主跟他說：“你又
犯了第二個錯誤”，又犯另外一個錯誤，神就跟他講說我
們是可以當一個小助理，如果你真的這麼想了的話，但是
神說：“你不是一個助理，你知不知道？”他說耶穌就講
到說，祂升天了之後，祂在天上已經掌權了，但是祂怎麼
在地上掌權？就是藉著地上我們成為祂的身體。我們有的
人可能是手，我們有的人可能是祂的眼，我們有的人可能
是祂的腳，祂就是藉著我們在治理，神說：“我已經在治
理了。”那你怎麼樣能夠讓我在這個地上治理呢？就是藉
著禱告。我再說，禱告不是帶著我的議程來，開始一直跟
神講一直這樣，我後來發覺我好像禱告到夠多，我才比較
安心。但是神說其實你沒有開口以先，你心裏在想什麼事
說我都知道了，所以為什麼神說你先求祂的國跟祂的義，
其他的一切祂都要加給我們。祂其實都知道我們在擔心什
麼，祂知道我們在遭遇什麼，所以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
是我們要常常問主：“主，禰要的是什麼？禰正在做什
麼？”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明白神要做到的是什麼，我們就
可以帶來改變了。�
你知道從我們這樣開始禱告，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從

哪一天開始，好像是從我那次講到宣告嚴肅會開始，一開
始之後我們就開始每天早上禱告，英文部一起好，我們開
始一起禱告，一直到現在。我告訴你，我們開會的時間也
變短了，有時候都不大需要開會，你知道包括我們以前一
個月一次在一起開會，你知道我們事情多到討論不完，到
最後都沒有時間禱告，太多事情、太多問題了。結果你知
道開始禱告，不可思議的發生了，你知道我們現在有那個
英文主日(English� service)，你能夠相信嗎？講員一站上
去，青少年趕快搬著椅子就坐在講員的面前這樣看著他，
然後沒有人劃手機。第一次主日的時候，有一兩個女生愛
講話，在我們後來在下一次的時候改正很多了，幾乎就沒
有了。唉呦我都覺得不可思議，你知道他們就這樣瞪著講
員，我那天還拍一個視頻給江媽媽看，讓她高興一下。我
們15分鐘等候神，我們的青少年都在那邊等候神呦，就一
兩個眼睛是睜著，他睜著等候神，沒有問題的。我跟你講



就是禱告，我們每天禱告，而且我告訴你，你越禱告，你
就會知道問題是出在你。等到我開始禱告的時候，我就覺
得如果我們都不渴慕，我們怎麼好意思要叫孩子渴慕呢？
“主啊，讓我們的青少年渴慕啊！”，因為我們印象中都
覺得他們比較不渴慕，我現在想一想，我覺得我自己好像
也普通而已，後來我就每次跟我的同工講，我說如我們真
的很難叫別人去做，我們自己都不做的事情，對不對？�
我們真的我們第一個要悔改，我們第一個要為我們自

己禱告。所以變得每一次禱告，我們都先為我們自己，到
最後我就悟出來了。如果我的同工都復興了，我跟你講英
文部就復興了，就這麼簡單。因為我們真的是很有影響力
的人。真的我們的小家長你復興了，你下麵人就復興了，
真的所有的人我們先復興。你著了火，你旁邊的人，人家
來這裏還不著火嗎？對不對？人家看到你這麼火，對不
對？我心裏就在想，我們剛剛開始禱告的時候又是新冠肺
炎的時候，我就想我們大家都是那麼，禱告都有一搭沒一
搭的，這孩子跟我們在一起，當然，你知道嗎？一代傳一
代都是更加在減半，那就正常了，看到他們現在這樣子。�
所以這裏就講到，如果我們能夠明白神祂要做什麼，

就能夠帶來改變。每次“主禰是萬王之王，禰是萬主之
主，禰要做什麼？主，我們要怎麼樣來禱告？主，禰要在
我們當中要做什麼？所以禰在frcc你要做什麼？”我上次
有提醒大家，還有再繼續為神給我們的應許禱告嗎？有沒
有？有的舉一下手。我跟你講你如果有禱告的話，你就會
覺得那個應許越來越近了。真的，我禱告禱告，我到最後
真的覺得復興要來了，你知道我真的覺得復興要來了，我
好興奮我跟你講。�
其實在新冠肺炎之前，有一個姐妹做了一個夢，她那

時候跟我講，因為我就覺得這不知道是多久以後的事情，
我都沒有跟別人講，你看這不信的噁心。她夢到那天她起
來，然後呢，她說哇！她就很急著要開車來教會，因為復
興來了，她說她急到一個地步，她穿睡衣開車來的，你知
道嗎？沒有預備好你知道嗎，穿睡衣開車來的，她說開車
帶著她兒子開車來之後，她就說小魚師母就在大廳，有好
多人在教會，小魚師母就在那裏招待，“來呀！來呀！”
蠻像她的，所以我想復興那一天她一定在外面做招待。那
時候我就想說復興來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真的，但
是我最後跟一個人講就是小魚，我跟小魚說：“你一定你
一定不能走，你要在復興來完了之後你才能走，復興沒來
之前你都不能走，人家做夢已經夢到你了。”我越禱告，
這幾天就突然間想起來這個夢，人家跟我講已經兩三年
了，我都忘了。因為你越禱告，你就覺得神的應許真的就
要實現了，越來越靠近了，雖然你好像你還摸不著、看不



著。所以當你進入禱告裏面的時候，你有的信心是別人沒
有辦法瞭解的，因為事實還沒有發生，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難怪亞伯拉罕，你知道亞伯拉罕憑著信

心這樣子一直走，一直走......你知道他等候那個天上的
城，其實他看到新耶路撒冷了。他就這樣走著，走著，他
至終都沒有得著哦。別人一定會覺得你為什麼這麼傻，一
直搬，一直搬，一直搬......我跟你講，他真的得著了，
所以他被寫在《希伯來書》11章，他等著我們跟他一起同
得應許呀！這就是當我們在禱告裏面的時候，神給你的應
許跟預言，你就會發覺越來越看的見、摸的著了。我們在
等著，我們英文部那個復興來的兒子，就是我們會有兩個
寶寶，我們每天都在禱告。我不知道吹角節那天在前面這
幾對夫妻想要孩子的，你們還有沒有繼續禱告？我們禮拜
五還在為你們禱告。因為季節不一樣了，因為神的時間不
一樣了，你要開始為神給你的應許來爭鬥！為神給你的
話，持續的禱告，一直到成就！那你一個人你就很容易灰
心失望，但大家一起，我跟你講禱告的可嗨了，真的一個
軟弱，另外一個有信心，就是這樣子很簡單的道理，所以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
所以神是萬王之王。那我們是誰？我問你那萬王是誰

啊？我們就是那個萬王啊，否則我們這個神就不叫萬王之
王了。如果我們都是平民老百姓，祂就只是國王，就不是
萬王之王。所以我們是誰？我就想到在納尼亞，那4個孩
子，他們是納尼亞的國王跟皇后，但是他們活在家裏的時
候就不是了，他就是露西跟皮特，就只是普通人了。所以
你知道當你去公司的時候去哪里你還是你，但是在靈界裏
面你是不一樣的，在靈界裏面你是有權柄的。你知道人不
認得你，但是天使認得你，你知道嗎？真的，如果我們一
直的潔淨自己，像我剛剛講的，真的不是只是那10天，我
們每一天都來到神面前。那時候江牧師有一個很好的禱
告，在禱告會我們一起禱告時候，我都有跟我的同工分
享，我說江牧師每天都禱告，“主啊，盜賊來是要偷竊、
殺害、毀壞，你來是要叫我們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豐
盛，那到底在我生命裏面有什麼偷竊、殺害、毀壞？”我
覺得每天當我們尊祂為萬王之王的時候，我們再一次跟祂
對齊，“主阿，在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長環境，我的工
作環境......我有什麼東西被偷走了？以至於我今天像保
羅講的，你們怎麼活得像一個平凡的人一樣”，這是保羅
跟多哥林多教會講的，他說：“你們怎麼活的真的就像一
個人呢？我們不是本來就是人嗎？”如果我們本來是人，
保羅就不用這樣跟哥林多教會講，他說：“為什麼你們活
得像一個人一樣，在你們當中有爭競、嫉妒、比較”，你
在地上成為人，你還真的把你自己當人在活了，所以跟世



人一樣爭競、嫉妒、比較，還彼此相告，這是保羅在問哥
林多教會的。他說：“難道你不知道嗎？這全所有都是為
你的，天使也是為你的，磯法是為你的，保羅也是為你
們，何必要分呢？”我喜歡那個牧者，比較喜歡這個牧
者，另外一個我不大喜歡，所有一切神說都是為了我們，
包括祂所造的這個天地，都是為了要讓我們居住。他說：
“你們為什麼活得像一個人一樣？”所以我今天就有感
動。�
其實吹角節那天一大早我們去跟江牧師禱告的時候，

她說她也是同樣的開啟，我們就是王，以至於當神萬王之
王的時候，祂要藉著我們，我們好像祂的手，好像祂的眼
睛，好像我們是祂的身體，我們是祂的腳，祂要藉著我
們，在這個地上執掌王權。祂已經回來了，祂已經在我們
當中執掌王權了，是藉著我們。當然祂真正回來要等到第
二次再回來，但是祂現在已經在我們當中執掌王權，就是
藉著我們。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講，我們這個塵土，臉上
的灰塵、泥巴真的太多了，我們從小到大，尤其是我們在
中文部的青年人可能還好一點，貶損、失敗，家裏的環境
對我們的影響......這不是一個道理，你是萬王之王，這
不是一個道理，你要真實的知道你有多尊貴！對。我在講
我們出生的景況，真的當神把那一口氣吹到我們裏面，我
們成為有靈的活人的時候，你知道神在創造天地的時候，
《約伯記》那裏講到“那時星辰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
歡呼”，我不知道你出生的時候是不是有這樣子被歡呼
了。我媽媽常常跟我講說我是第四個，她其實真的不想
生，這第四個是意外。你知道嗎？你看我們那個年代都是
意外，現在都是生出來就好高興，真的是仇敵的工作，我
們一定要奪回來。所以這我是意外生的，家裏最小的，是
不重要的人。我從小就覺得我不重要啊，因為我們家都很
獨立，我哥哥姐姐，因為大家出去玩都是各玩各的，我是
長得最慢，我最小，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裏面，一個人，
自己長大的。�
但是你知道神說當祂創造天地的時候，包括創造我們

的時候，你知道晨星一同的歌唱，你知道你被創造的時候
是所有的星星在一直唱歌。如果你很難想像的話，你就去
聽敏文那首歌“我向你吹氣......”，你就去聽那首歌，
她已經把它寫進去了，真的眾子都歡呼，你知道所有的天
使都在歡呼，是有一個最大的派對，這個世界上一個最大
的派對是為你所以我們的出生何等的重要。這是為什麼神
這麼看重生命，即使只是還在母腹當中沒有生出來，懷孕
的那一刻，神為什麼這麼看重生命。然後接著我們的成長
過程，《申命記》32章第10節我們一起來讀，“耶和華遇
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



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我們再讀《耶利米書》31
章20節，一起來，“耶和華說：以法連是我的愛子嗎？是
可喜悅的孩子嗎？我每逢責備他，仍深顧念他；所以我的
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你知道神是這樣子保護眼
中的瞳人，把我們養大的。�
我小時候溺過水，我們以前在臺灣沒有什麼像現在，

你12歲以下留在家裏面是犯法的哈，以前我哥哥，我也不
知道他幾歲，我自己都忘記我是幾歲，反正很小就對了。
那一天我哥哥居然帶我出去玩，我們以前就是去河邊玩，
河邊玩就有很多窪地。我哥哥帶我出去玩，常常是玩一玩
他就不見了，就變成我自己玩了，他比我大5歲，結果後來
我就掉到池塘裏面。其實我到現在都記得我在水裏面看著
那個水，我就在池塘裏面繞圈圈，你知道嗎？我就這樣
看，睜著眼睛就在池塘裏面繞圈繞！繞！繞！突然間有人
把我拉起來，我都還記得他拉我的腳這樣一直顛水，一直
顛水一直顛水。然後後來我哥哥就出現了，一路上他只跟
我講一句話，“回家不可以講，你回家絕對不可以今天發
生什麼事了，你絕對不能講哦”，所以這件事就默默的在
我的生命當中就變成一個懸案了，就變成一個懸案了。我
跟你講是神開始醫治我的時候，我才想起來，所以我長我
到現在都不會游泳，我只要到水裏面，聽到“放鬆、放
鬆、放鬆”，越放鬆，我就四肢越動，因為我不知道怎麼
放鬆，我後來才知道可能跟那次溺水，驚恐、驚嚇在我的
裏面，然後又不可以說。你知道說是一個醫治嘛，但又不
可以說，所以就沒有醫治的機會了，那時候也沒信主，所
以你知道嗎？�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我記得在大堂我們在敬拜的時候，

那一天其實我們唱的詩歌就是講到，“即使你還沒有認識
我的時候”，那時候Henry寫的歌，� Henry在我們的短句裏
面寫，“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你還沒有認識我的時候，
你呼求我我都聽到了，天使環繞在你的旁邊”我歌詞大概
是這樣子了。那時候我聽到他這樣唱，我就開始一直流
淚，然後神就讓我看到我小時候溺水的時候的情況。所以
你知道嗎？當我們像我那時候我根本都不認識什麼是耶穌
啊，我只有去過禮拜堂，過年過節真的是去拿糖果吃的，
我們那在菜市場有一個禮拜堂，真的是去拿糖果吃的，但
是神說，真的“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
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保護眼中的瞳人。”其實
我們生命裏面若是沒有神的保護，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
們現在會怎麼樣。你知道有一次我們在青校的時候，那個
時候我帶青校，然後我還記得是Misty畫這幅畫一個人在水
裏面潛水，他畫完之後他就說我今天要送給一個曾經小時
候溺過水的人，然後他說溺過水的人站起來，你知道那時



候因為下一堂接著我要講，我根本都不管他在講什麼，就
站起來一大堆人，他想這麼多人溺水，他說：“我再禱告
一下”，他再禱告一下說，“那個人不是姓王，就是姓
黃”，結果後來你知道就大叫我的名字，然後大家就說：
“瑪蒂娜”，然後他就把這幅畫送給我，他說這幅畫就是
你在水裏面，你覺得你沒有方向，你在水裏面好像失去方
向，但是其實神在引導你，這個就是神的光，在水裏面神
的光。我覺得有的時候當你更多禱告的時候，更多敬拜之
後，神就會開始開啟你，我們這一生的路徑真的是滴下脂
油。真的，所以你知道你真的越多的去想到神的恩典，你
都不需要一直跟人家講說開口讚美，要開口讚美，你就忍
不住就想要開口讚美，因為我們的神真的太奇妙了。包括
祂對我們的管教都是，有時候神藉著一些環境，在我們成
長過程當中，祂讓我們遇到一些難處，以至於我們能夠再
回轉歸向祂。但是即使管教的時候，神都說“我每逢責備
他，仍深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
啊！我真是覺得，我們是不是真的像那個皇親貴族一樣的
被照顧。真的你想想看你這一生，或許有的人比你吃的
好、住的好、睡的好，但是你知道嗎？你有的東西是他沒
有的，神那樣子的保養、顧惜，讓你的靈魂蘇醒，讓你的
生活充滿了意義。你知道我以前沒有認識耶穌的時候，我
只想賺錢，因為我覺得除了賺錢好像沒有別的事情可以
做。真的我那時候就這樣覺得，人除了賺錢，我不知道做
什麼，直到我認識了耶穌，我才知道，哇原來生命是有意
義的。�
包括我們的未來，這裏講到《啟示錄》21章1-4節，那

裏講到老約翰說他看到一個新天新地，他說先前的天地已
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但是他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
夫。你知道神連給我們的未來都預備好了，第七號吹響我
們會有一個復活的身體。哇，所以我告訴你我們的生命不
因為在地上死亡而結束，我們的生命是延續的，死亡只是
按一個暫停而已，只是按一個暫停鍵。但是七第七號吹響
的時候我們要復活，然後我們要住在哪里？我們要住在新
耶路撒冷哇，那個地方，你知道嗎？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
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齊。你知道我
們是基督的新婦對不對？聖城新耶路撒冷也叫做新婦，你
知道嗎？哎呀！還沒有見面還沒去，我們就已經心有靈犀
一點通了，所以你知道嗎？最近我在研讀，剛剛教了一堂
課哈，我告訴你真是令人興奮那，你知道在新耶路撒冷那
裏的空氣，那裏的顏色，那裏的音樂，那裏的氛圍，那裏
的香氣......我跟你講你每一樣東西都讓我們更愛耶穌，
是不是太好了？因為新耶路撒冷預備好，就是新婦裝飾整



齊等候丈丈夫。然後接著老約翰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
說看那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你知道神從在伊
甸園就渴望與我們同住，人犯罪之後，祂變得只有大祭司
可以進來親近祂，神就不滿足，神就不滿足。所以為什麼
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因為大衛的帳幕是唯一在舊約的時
候，耶穌還沒有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唯一那一段
時間仍可以來到神的面前，我覺得神喜悅他是因為他做了
這個大衛的帳幕，其中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很重要的一
個原因。因為神渴望與人同住，大衛討神喜悅，建了這個
敬拜的帳幕，看到了天上敬拜的次序，人可以來，他滿足
了神深深、永永遠遠的一個滿足，就是要跟我們同住。�
但是大衛的國度過去之後，人又回到還是只有大祭

司，直到耶穌基督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幔子再次裂開，
祂可以與我們同住，而且住在我們的裏面。但是最終極
的、永永遠遠的，不再有仇敵任何的攔阻了，因為那個時
候，新耶路撒冷降下來的時候，仇敵，千禧年的時候㸰已
經被捆綁了，第二次降下來的時候，㸰已經被丟到硫磺火
湖了，那個時候祂就可以跟我們永永遠遠的在一起，再也
沒有任何的攔阻了。你知道我們多寶貴？從我們的出生，
到我們的成長，到我們的未來，祂都預備好了，都是極大
的榮耀，極其的榮耀。我給大家看一個小小的短片，我再
繼續講。�
我覺得這個季節神在預備我們做王，因為你真的，你

膽怯的日子、懼怕的日子，你真的就微小。喬治六世，他
是過世的伊莉莎白女王的爸爸，從喬治五世開始，他爸爸
弄了廣播，就是國王跟全國人民廣播，結果他的哥哥本來
是做王位的，他哥哥就是愛德華，就是只愛美人不愛江山
已經退位了，所以他需要接任。所以你看到他覺得整個加
冕典禮，他怕到一個地步，他都哭了，因為他覺得自己只
是一個口疾，這是他對他自己的稱呼，他覺得我就是喬治
六世口疾，我是一個口疾的喬治六世，他覺得整件事情是
一個笑話。但是我很感動，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我聽到
他的語言治療師跟他講說：“你會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國王。”你知道我在看這個時候，我就感覺到神在跟我們
大家講：“你會成為非常好的國王！”你知道嗎？你會成
為很好的國王，好不好？你去找一個人去跟他講：“你會
成為非常好的國王！”他覺得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治療師
卻說：“你不屈不撓，你是一個勇敢的人，你會成為一個
很好的國王，你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王。”事實上後來他
也是，他繼任之後不久，如果你看電影，最後他發表演說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他最後發表演說，借著一句
話，他說：“為了我們所珍視的一個價值跟核心，我們必
須要起來開戰。”他鼓勵了所有的英國人民。你如果看電



影就知道他一直在練、一直在練，後來很順利的把它講
完。但是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開始轟炸英國，轟炸
倫敦，轟炸白金漢宮，結果內閣就出於保護皇室，跟喬治
六世說：“你們要不要整個都遷離開白金漢宮？”結果他
就說：“No，我要跟英國人民在一起。”結果白金漢宮就
是他住的那個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白金漢宮，反正就是
皇宮被炸了9次，你知道他們那裏被轟炸了9次，他都從來
沒有離開過。吃的粗茶淡飯，跟人民在一起，所以那個時
候大街小巷流行著一首人民自己做的歌，就是《國王與我
們在一起》。因為他的皇宮被炸的冷氣也壞了，然後整個
食物、環境都很不好，他本來身體就不是這麼好，所以他
很年輕就過世了，� 57歲就過世了。在他過世的時候，那個
時候首相已經是丘吉爾了，丘吉爾就親筆寫下拉丁文的悼
詞是：勇者無敵！他或許不是說話說得最好的人，但是他
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
我不知道你怎麼稱呼你自己？你怎麼看你自己？我覺

得你怎麼看你自己，從前我們是有受別人的影響，但是在
我們信主之後，當神這位萬王之王祂這樣子像我剛剛講
的，從我們出生到我們成長過程，你每一次讀《聖經》，
你要開始讀進來我們是多寶貴的！我覺得當我信主多年之
後，我已經沒有理由再說是因為別人覺得我沒有價值了，
因為重要的不是別人覺得我有沒有價值，重要的是神看我
很有價值！You�will�be�a�good�king。看到那段的時候我
就開始哭了，我覺得神好像在說：“你會做得很好！你會
做得很好！”� 我不知道在你的記憶裏面，你是不是對你自
己有一些名稱？我今天就在想，我今天自己準備資訊時我
就在想：主啊，那我呢？� 你知道在喬治六世他整個成長過
程，他覺得他就是一個口疾的人，他說：“我脾氣壞又怎
麼樣？口疾我根本不在乎！”你知道一個對自己失望到一
個地步的人，他就開始不行動了。就覺得我本來就沒有，
我本來就不會，你為什麼老是還要提？脾氣壞？脾氣壞只
是我其中一個缺點而已，你知道這麼多缺點了，少一個也
沒有關係，多一個也沒關係。這就是他的生活態度。但是
你看語言治療師，我就在想今天看到那些去上課，去跟著
利未牧師在訓練的那些屬靈父母，我要鼓勵我們的屬靈父
母，你知道嗎？有的時候只是你的一個不放棄，你帶的那
個人將來誰知道呢？他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他可能成為一
個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他可能成為議員，還有可能成為總
統的……永遠都不知道神教給你的這個孩子、這個年輕
人、這個需要被幫助的人，將來的潛力有多大！�
或許我們成長過程當中從不信主的家庭受到傷害，今

天我就在安靜時想：我會給我自己說什麼？我應該就是，
瑪蒂娜——一個被遺忘的人。我從小就是被家裏面遺忘



的。我記得那時候我媽媽拿過年的照片就跟我說：“全家
的人都穿新鞋，只有你沒有，忘了，把你給忘了。”以前
過年的時候都穿新鞋、穿新衣，然後全家要拍一個合照。
我沒有新鞋子，我好像也沒有什麼新衣服，大家都穿新
鞋，只有我沒有穿。我以前小時候跟著我媽媽去逛街，因
為她每次逛街都逛好久好累，我就會坐在模特兒的旁邊休
息，然後她買著買著就把我給忘了，她就去別的地方了，
把我嚇死了！我就一直坐在模特兒那個地方等她，等她回
來找我，你知道我就是這樣長大。包括去動物園看長頸
鹿，大家都看看，然後我哥哥跟我姐姐跟媽媽他們都去看
下一個，去看大象了之後，只有我一個人還在看長頸鹿，
那個時候還沒有發明綁帶（現在我看他們去動物園，大家
身上都有綁帶，那樣孩子就不會掉）然後我就在原地大
哭，等他們回來找我。所以你知道嗎？我low� key卑微到一
個地步，人家覺得我很謙卑，其實我不是很謙卑，我沒有
存在感！我絕對不是很謙卑，不爭競、不嫉妒、不比較，
我就是沒有存在感的人呐，我怎麼會想要去跟你刷存在
感？所以我在小學的時候寫書法比賽，前5名都有頒獎，那
時候我班上有一個人名字跟我一模一樣，她也叫黃韻茹，
只是她的“茹”上面有兩個草字頭，我們最後一個字不一
樣。然後頒獎的時候第五名就念“黃韻如”，然後我就在
那沒去領獎，再念我也沒去領獎。我就想：不可能是我！
但是我的確有去參加書法比賽，而她好像沒有去，後來老
師說：“你怎麼不上去？”我才說：“哦，我得獎了！”
我才上去。人家常常把我忘記，到最後我覺得我就變成一
個隱形人。我就覺得有沒有我，沒有差，這是我裏面最常
有的一個思想：有沒有我，沒有差。我告訴你，我現在真
的知道有我，是很有差的！我再怎麼樣我都可以講個笑話
給你們聽。�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有些場合你在不在，沒有什麼

差別？你有沒有開口禱告也沒有差，你有沒有進入到這個
爭戰，你有沒有去服侍也沒有差，小家聚會有沒有我也沒
有差，今天少我一個，有什麼差？我告訴你，你去牧羊看
看，你只有10個人，少一個人就少了1/10，你知道嗎？你
應該去做一下小家長，你就知道你有沒有差，你真的很有
差！”你不知道嗎？時間到了，沒有人上線那種淒涼感
嗎？大家遲到都是覺得自己沒差。好好好，我也都是這樣
子。我跟你講，我們就是這個想法，所以我們禱告念念有
詞，喃喃自語，我們什麼東西我們都不覺得有差，因為你
不覺得，也真的不知道你是國王！你知道，你這個國王說
個什麼話是很有差的！你看那個小的王子，才這樣子做個
鬼臉，第二天就上報了，對不對？是很有差的！光是皇室
的人就真的很有差。你有沒有好好的禱告是很有差的！神



給你的預言你沒有去實現，你說：“哎呦，沒差”，我跟
你講：“很有差的！神國就是少了你走上你的呼召跟命
定！因為神要藉著我們來治理全地！我們是祂的手，我們
是祂的口，我們是祂的眼睛，我們是祂的腳，我們是祂整
個身體，整個身體就是我們！你知道你覺得自己沒差，地
上基督的身體，耶穌都變殘疾人士了！真的，耶穌都變殘
疾人士了，所以教會就會什麼樣子？就是不穩，東倒西歪
的。我們每個人真的都很有差，即使你覺得你不會禱告，
你的禱告都很有影響力的！你知不知道你一個小小的埋怨
有多大的影響力嗎？還有我告訴你，我才做小組長的時
候，一個小小的埋怨，我晚上都睡不好。我們真的很有影
響力！我們不是招天使來，就是招魔鬼來。真的，因為我
們真的太重要了！神說不是等到祂第二次再來的時候，千
禧年我們才與祂一同作王，現在祂就要做萬王之王了！祂
現在就要藉著我們來做萬王之王，祂現在就要藉著我們在
地上執掌王權。所以我不知道你怎麼樣想你自己，我有時
候也是跟人家講說：“你這個時候會不在？”他說：“我
其實在與不在還不是一樣？”我心想說：“你真的不知
道，你不在就差很多！”雖然我想一想他的確沒做什麼，
但是我就覺得差很多！你去問所有的牧者，你們牧區大家
都不在的那個荒涼感，我跟你講真的差很多！神在預備我
們做王，與祂一同做王，相信祂的話。所以我鼓勵大家，
這個季節是我們拿出你的權柄起來禱告的時候，所以我鼓
勵你參加早上的晨禱會！史蒂文牧師說：“那些人光早上
一直晨禱，從以前到現在就已經開始改變了。”我真的相
信神的話就是改變的大能，你的每一個禱告、每一個回應
真的是很有差的！我們教會今天宣佈了這麼多個禱告會，
我鼓勵你，因為阿舍(Asher)特別講到，我們跟神現在從
2022年開始，耶穌回到列國做萬王之王。祂怎麼樣治理？
就是藉著我們的禱告！就是藉著我們禱告。�
我今天講到我們的身份，我們要相信。對，我們還有

很多的缺點，我也有很多的缺點，但是神不著急。祂在帶
著我一點一點的一直的親近祂，一直的來到祂面前，一直
讀《聖經》，我們眾人若是敞著臉，帕子既然已經除去我
們眾人敞著臉，我們就因著我們可以這樣子注視祂的當
中，我們就開始轉變得榮上加榮。你不是等到你完美了，
你才開始說：“我來服侍了”，我等到我事情都處理好
了，才開始來參與了。你不知道現在你就很重要嗎？真的
很重要！我真的鼓勵我們當中，如果你沒有任何一個服
侍，你只是在門口做招待的，那個對我來說都不叫做服
侍。真的，你不知道你多有大能呐！你如果只是在小家裏
面輪流帶敬拜，對我來說也不叫做服事，真的，你有沒有
去影響到人？持續性的去影響到人，因為你這麼大有能



力！你說的話，你的生活，你的動作都這麼的大有能力！
你看那個語言治療師，他說：“他可以成為很偉大的人，
但是他活在他自己的陰影裏面。”�
我以前看一個電視劇真的好好笑，它講出了我以前對

自己的想法：那個女主角就是不明白那個男的為什麼一直
要來追求她？是古裝片，所以有一點文言文。她說：“我
身無常物，樣貌不顯，功夫低微，性情平庸。我除了有一
個名號而已，有一個名字而已，我真的什麼都沒有！”我
那時候看到這裏，“誒？怎麼每一個條件她講的，我都這
麼覺得啊！”前兩天跟一個弟兄，一對一，我在帶他，我
就跟他講說：“這個季節，我們要專注！然後看看神要在
哪一方面，我們為這個應許來禱告。”他就講說：“牧
師，我什麼都會一點，但是都一點點。”就像我剛剛念
的：樣貌不顯，性情平庸，靈力低微，功夫低微，我就覺
得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恩賜，靈力低微，什麼都好像很平
常。我想說：怎麼講的都跟我一樣？神真的藉著那一幕來
對我說話！後來那個男的就跟他講:“是因為你還沒有覺
醒！”你看用的話居然跟我們基督教的一樣！好像是因為
你還沒有覺醒，你不知道你是誰，你是天地之間最尊貴的
人！你知道嗎？我就覺得神好像在跟我講話：“你只是還
沒有覺醒！知不知道你是天地之間最尊貴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畢麥克牧師有講到，我們走在路上，天

使看到我們都會說：“啊！他怎麼長得跟神這麼像啊！”
我跟你講，這都是我們回家常常去默想的！我們真的美麗
到這個地步！我們不是“樣貌不顯”，我跟你講，我們真
的要去認識到底我們是誰？�
我們最後讀《希伯來書》2章14-15節我們一起來讀：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
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喬治六世他的語言治療師跟他
說：“你可以成為一個很偉大的人，但是你活在自己的陰
影裏面。”我鼓勵你，你聽到人的話，你從小不管是老師
說什麼，家裏說什麼，你自己去跟別人做的比較，你可能
真的覺得自己是蠻平常的一個人，但是我告訴你在靈界裏
面你不是！但是你可以因為覺得自己很平庸這個思想，你
可以活得非常的平庸，平庸到一個地步，我記得以前江牧
師講，連仇敵都不想來打你了！連撒旦都覺得“不用攻擊
他了！他實在已經活成一個純粹的人了！”�
最後我們結束在這裏，我們讀一下《創世紀》28章17

節：“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
神的殿，也是天的門。’”《士師記》13章18節：“耶和
華的使者對他說：‘你何必問我的名，我名是奇妙
的。’”你要知道《創世紀》28章17節，雅各他是在逃的



時候，因為他的哥哥以掃要來追殺他，利百加跟他說：
“你快走！”他就趕快逃，你要知道這叫做落荒而逃啊！
要去投靠哈蘭。落荒而逃，要去投靠他的遠房親戚！但是
就在那個時候，神來造訪他，結果他就說：“主啊，這裏
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天的門。”他說這裏是“天的
門”。我們都知道《士師記》是怎樣？以色列百姓一直的
是在被統治的地方，他們哀求耶和華，他們一直在受苦，
直到他們哀求耶和華的時候，神就派士師來拯救他們，一
直是這個樣子，整個《士師記》都是這個樣子，他們當中
沒有王。13章那裏講到參孫的爸爸，瑪挪亞生不出孩子
來，結果他的太太在田間就遇到神的使者，結果後來瑪挪
亞就說：“我也要去看祂，看到祂就說：“你可不可以告
訴我，禰叫什麼名字？等到事情成就的時候我要來獻
祭。”祂說：“你何必要問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就叫做
奇妙的。”放大版聖經(Amplified� Bible)就講說：“你為
什麼要問我的名字？你就看啊，事情就是這麼奇妙！你就
看哪！事情就是這麼奇妙！”� � 另外一個你可以翻譯做
“我稱為奇妙，就是說我是做神跡奇事的，我是做神跡奇
事的。”��
這些日子如果你知道你這麼重要，拿起你的權柄，站

在你的位上，你開始禱告。你知道我每次在禱告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事情好像在前進了！好像還沒有看到，但是我
就覺得事情在動，事情在動，我每次禱告我就覺得事情在
動，我真的感覺到事情在動，雖然我還沒有辦法證明給
你。在禱告裏面你會進到一個加速的季節，你相信嗎？�
最近神給我一個經歷真的很奇妙，我在網路上買了三

雙鞋，因為反正可以退，退也不要我付郵費，我查過了，
買了三雙，試穿有兩雙不合適，我就把它打包了。你知道
我真的太忙了，我每次出門都太急，有一點點要遲到，我
就一直忘了拿去退。然後有一天我在禱告的時候突然間手
機噔一響，我就看我的手機，他說：”我已經收到你的退
貨了，我們已經把錢退到你的信用卡上面。”我想說，不
是啊！那兩雙鞋子還在我家的客廳，雖然已經包好，那錢
已經退給我了。我那時候突然間有種感覺，就是時間跑得
比我快！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事情我追不上！我還沒有
把東西拿去退，錢就退給我了。我就想說，就像我為什麼
放這個照片，這是露西，那個納尼亞的露西，她打開衣
櫥，她的哥哥姐姐，她第一次打開衣櫥走著走著，她就走
到另外一片天了，你知道嗎？現在的環境真的很不好，通
貨膨脹、物價上漲，所以年初要加息，加息，所以股市就
大跌。我們英文部一個弟兄說自己的錢長翅膀飛走了。然
後你看現在的世界局勢，俄國的天然氣爆炸；我們不要提
環境污染了，這筆賬要算在誰身上還不知道；然後蘇聯開



始徵兵，開始抓人，要來當兵。我跟你講，世界強國的戰
爭一觸即發，但是我告訴你，你要知道你是誰！要知道你
是誰，你要知道只要你禱告，一瞬間，我跟你講一瞬間，
你就像露西一樣，你就找到。你記不記得黎明號遠航他們
在看那個畫，看著看著看著看著，他們就在水裏面，你就
進到另外一個氛圍裏面。但是很重要的一點，你真的要一
直的尊為祂王！提醒自己：萬王之王已經來了！萬王之王
已經來了！我不是要照我的意思！人家問我說：“青校什
麼時候恢復？”我說：“我覺得好像時間是差不多，但是
我真的要禱告，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恢復以前的，我不
知道我要再問主”，我不知道恢復成什麼，每一樣東西我
們都要來問是神，“神你要怎麼做？”包括禱告，我不是
帶著我的議題，快快就開始來禱告，我說：“主，你就是
萬王之王，你就是萬主之主。”� 我們也是王，但是我們要
從萬王之王領受旨意，以至於我們來禱告。你要知道你是
大有權柄的！你每一個聲音都帶著影響力！你每一個動
作、每一個笑容、每一個眼神，你的每一個服侍在靈界裏
面都是有影響力的！甚至於你在做的時候，我相信天使都
在說：“哇！”幫助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何等的重
要！在這個季節是一個特別的季節，我真的知道神要做大
事，在我們的當中。從我上次講完嚴肅會那篇講道之後，
青年牧區的小組就發簡訊給我，他靈很開，他說：“你知
道教會神的同在變得好大啊！”他說，“我們聚會聖靈就
降下來了！”所以你知道神的同在持續的在加增在我們的
當中。但是很重要，你怎麼看你自己？我也要告訴你，我
們很需要你！我覺得這個教會絕對不是靠江牧師一個人扛
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如“一”，像一個整齊的軍
隊！一個整齊的軍隊裏面，你如果知道你何等重要，你真
的不敢埋怨！你如果真的知道你發一個埋怨，講一個負面
的話，魔鬼就被你招來了。我真的渴望神開我們的眼睛，
如果我們這樣的話，我想大家都不敢再講了，你想要把魔
鬼招來你家嗎？�
真的求主幫助我們，我覺得這是一個禱告的季節，這

是一個緊要時刻，這是一個復興的時候，神已經在吹角節
那天已經講過了，子宮已經打開了，子宮已經打開了，今
天我要再一次宣告：“我們不再是荒涼的！”好不好你跟
著我一起宣告：“我們不是荒涼的！我們不是沒有人經過
的！我們是神所喜悅的！”每一個應許，神在教會的應許
都要被實現！我們一起來敬拜，今天帶著你真實的身份
來，用神看你的眼光，帶著信心。信心跟我們怎麼看我們
自己是很有關系的！你如果覺得你是微小，你是沒有力
量，我權柄不夠，仇敵就會照著你的話來成。但是如果你
真的相信：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真的現



在我越禱告越知道我不能做什麼，但是我越禱告我就越輕
鬆，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麼，所以神會來做。偶爾擔心
一出來，我就繼續禱告：“主啊，萬王之王，萬王之王禰
在我們當中，禰已經來了！我能夠生在這個時代太有幸
了！像我們牆壁所講的，“世上的國要成了我主跟主基督
的國，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好，我們一起來敬拜，歡迎你來前面，如果今天你願

意你跟主說：“主，恢復我的身份，我不再覺得我不重
要！”歡迎你來前面進。我們一起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