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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們平安！我愛你們！我們在開始之前，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來尊榮我旁邊的這位弟兄。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愛Alvan? 我想要
祝福他，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事就是在他生日的時
候把最好的獻給神。大家也聽說我們今晚有整夜的琴與爐禱告，他
跟我說:“把禱告人數最少的時段給我吧，我想要來做這個守望，我
和我太太願意去參加那幾個時段，和神來慶生。這樣的心多麼美麗
啊！所以我想邀請大家我們一起站起來，我想要在這個生日為他做
祝福的禱告，我們一家人，一起來，我們數1、2、3禱告！” 

    “阿爸，我們感謝禰！為著禰親愛的兒子，我們感謝禰。感謝在新
的一年當中你要非常大地來祝福他，當他將自己生命傾倒，真的是
傾倒在你的腳前。主啊！你要2倍、3倍、4倍的傾倒你的祝福在他生
命當中，充滿到滿溢出來。主，我們相信這是你應許要成就的一
年，應許要成就，應許要成就，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謝謝家人
們！ 

����這個沒有在計畫之中。當我們上來的時候，聖靈跟我講說：“來
祝福我的兒子。”我就說:“好！”我相信今年是神要教導我如何做家人
的一年，教導我怎樣活在一個家中。不只是一句友善的話語:“你是
我家人。”而是我們必須要活出來的事情。聖靈一說話，我們就行
動。你就會發現，聖靈的祝福將會極大地傾倒在我們當中，超過我
們的想像。你渴望嗎？你問你旁邊人“你渴望嗎？”，我希望他們說
“是的”。因為我相信這就是聖靈要在這裏做的事情。 

����我相信在這新的一年當中，神要在我們中間做極大的新事。我
們不再只是口頭上的家人，我們將深深地活出來。所以當我們要進
到今天這一天時，我向神禱告你們的心可以領受。因為它們可以是
只停留在腦袋裏的。但這不是要用理性去明白的事情，而是聖靈
做，我們在靈裏要去領受的事。你跟我一起來說：“聖靈所做的，我
們來領受。” 

����我們來看《哥林多前書》2章9節，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 如經
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
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不知道阿爸父為我們預備的，是超過你
所能想像的。神要在這個世上所釋放的家是超乎想像的，祂的愛要
極豐滿地湧流在祂的家，然後醫治和改變不斷地發生。 



����剛剛尤爸說今晚能在一起真的是一個神跡！你們當中有多少人
知道孩子會想要通宵敬拜和禱告？這個不是屬乎天然的。他們當然
可以一整夜不睡覺，但他們通常是為了其他的東西，為了肉體的東
西，為了娛樂的東西。但當他們捕捉到神的心時，他們說：“我要整
夜來禱告，因為主耶穌禰配得。”這真的是一個神跡！當他們那天來
跟我講的時候，我知道復興要來了！尤爸剛剛說到，我們年長的這
一代領受到這樣的產業，我們這一塊土地、這個家就是建造在晝夜
敬拜禱告的根基上。有一位在我們當中他看見耶穌多麼地配得！我
們屬靈母親願意將她自己所有的生命傾倒在我們當中，因為耶穌祂
配得！當江媽媽站立在神面前，把她的生命完全傾倒，她的心向神
呼求說：“主啊！新的世代願不願意來領受？但現在我們看到他們願
意了。阿們！” 

����我們也曾經有這樣晝夜的禱告，但沒有一次是由年輕的這一代
先開始的。我們通常都會準備很多食物來誘惑他們，有一些別的活
動來邀請他們可以加入。但我們看見是神的美善吸引他們。你知道
在我們當中還有一些青少年，他們甚至犧牲了他們的度假時間來禱
告嗎？他們的家長們準備開車三個小時去Lbnb，去那邊好好地度假
玩一玩，但他們說：“我不想去度假，我要在神的殿中。”所以他們
打電話來問我說：“Michelle, 我們可不可以跟你在一起？”所以，神
跡正在發生，阿們？ 

如果你問我這怎麼發生的？下一個時代是怎麼趕上這一個世代
的？我只能告訴你這是聖靈的工作。在過去這個季節，瑪緹娜牧
師、我和安娜，我們每天早上會一起禱告，還有一些核心的同工也
一起加入。�我們一開始就是為著江媽媽得醫治來禱告。�我們一直
定睛在向神求：“主啊！求禰釋放禰的醫治在江媽媽的身上。”當我
們在那邊努力的為著這個應許來劬勞時，我們就看到：神開始來轉
化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發現超乎神想要給我們的不只是一份禮
物，不只是醫治的應許。神的確是醫治者！阿們？祂可以當下立刻
就成就，但神想要的比醫治更多，那就是祂想要一個家。我們看到
神就來轉化我們的心。當我們在那邊劬勞求神醫治媽媽的時候，我
們就看到神慢慢帶領我們從單為媽媽得醫治來劬勞，也開始為我們
自己的改變來劬勞。當我們呼求說：“主啊！媽媽需要禰！”聖靈就
讓我們看到：“哇！主，我們也需要禰！我們需要禰來轉化我們。”
我們想要看到禰放在媽媽心中的夢想得以成就，要從我們這一代開
始，眼未曾看見，耳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神要成就的事，是
神為那愛祂的人所預備的。神是那位遠超過所求所想的！我們一起
來說：“神是那位遠超過所求所想的！”再來一次：“神是遠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阿們！祂渴望在你和我生命當中來成就。祂做這些事
情，是為了要讓我們能渴慕祂心所渴想的，祂讓這些事情發生是為
了要讓祂的家能夠蘇醒過來。 

來我們一起看經文，《哥林多前書》2章10節到13節:“只有��神
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



參透了。除了在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
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
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
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
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我們來從第12節開始，你領受的不
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你能夠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
你知道神正在做一些超乎尋常的事嗎？就在這裏，就是現在。神正
在蘇醒一群年輕人成為火熱地切慕祂的面的人。我們看到一朵像手
掌一樣大的雲出現了，當先知看到它時，說：“雨要來了！”所以今
天我要站在你面前說：“復興要來了！”不是我頭腦所知道的，而是
聖靈所啟示我的。但是我們很容易就會錯過。當耶穌第一次來到地
上的時候，很多人都看見了祂，祂做了許許多多的神跡奇事，但他
們都完全錯過了祂。現在我們很容易就會回到往常的生活。情況開
始好轉了，人們開始又聚集在一起，計畫他們的假期，計畫那些過
去三年來要做的事情。但神想要做什麼？很多人在問我說：“你明年
暑假的計畫是什麼, Michelle? 我就跟他們說：“我不知道。聖靈還沒
有跟我啟示，我們得再等等看。”有些人在問：“下一次的特會，下
次的這種大聚集是什麼時候？”我就看著瑪緹娜牧師，我們就說：
“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們不知道接下來的一年神要做什麼？但如果
祂要來了，我們不想要太忙碌。我們不想只是做很多忙碌的事情，
我們想要成為那預備好的。你問旁邊人說：“你想不想要成為那預備
好的？”如果我們太過忙碌，我們就會錯過。天然人沒辦法領受聖靈
的工作。如果我們每天就只是忙著日常生活，我們就會錯失神要做
轉化的時機。我要跟大家強調的是：它就發生在平常的生活中。 

每天早上，當我起來預備跟家人一起來禱告，這看起來非常平
常。我們都上到�zoom，我們等彼此來上線，然後我們就用方言來
禱告，我們歡迎聖靈來。但現在我們已經禱告了三四個月了。我真
的相信這是我一生當中最超自然的時刻。我感受到聖靈正在由內而
外地在我身上做一個重建的工作，祂正在大大地敞開我的心，大過
一切我能想到的程度。我記得有一天，我收到瑪緹娜牧師的一個簡
訊，她說：“你們人去哪了？我在等你們。”過了一會，她意識到：
“噢，今天是禮拜六。”禮拜六我們沒有這樣的晨禱。然後她就說：
“噢！我真的很想念你們，我就是很想跟你們在一起。”這不僅僅只
是一句話而已，我心裏感受到她的一個心痛，她的渴望。每一天我
們一起花時間聚集在神面前，我們的心不只大大向著神敞開，我們
的心也向著彼此敞開，在我們裏面產生了這樣深的一個愛，是這樣
地渴望彼此。當她不在的時候，我就會想念她。 

我今天也來問大家，當你離開了這個房間的時候，你會不會想
念祂賜給你的這些弟兄姐妹？你會不會渴望來跟他們交通？這個就
是神要釋放的奧秘。你渴望嗎？你渴望嗎？我跟青少年講話常常都
是用對話的方式，所以我們在這邊有些對話。哈利路亞。 



我們來跳到《約翰壹書》4章12節，來我們一起讀：“從來沒有
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
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沒有人見過神，但是若我們彼此相愛，神就
住在我們裏面。一起來說：“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就得以完全。”
愛就得以完全。神心的深度，聖靈想要釋放的深奧之事，神想要在
我們裏面做的事，正在我們彼此聯結當中來實現。當我們一起更重
視彼此交通，更重視彼此相愛，神那完全的愛就要來顯明。世人透
過我們的彼此相愛，就要看出是神差派了我們，這就是耶穌跟他的
門徒所說的。當世人看到基督的新婦，他們會看到一群在神的愛中
被完全的人嗎？ 

 在神的新婦、神的教會當中，我們很容易因著我們彼此的不同而
有隔閡。“我不想跟我的爸媽出去，因為他們做的事真的好無聊。”
常常在我們的青少年中聽到這樣的話。或者因為中英文不同的語
言，我們不明白彼此，所以我們就保持距離。我們中間有很多這樣
的城牆，有很多這樣的隔閡，如果我們是這樣隔閡的話，神的愛怎
麼在我們中間完全呢？即使在我們的夫妻關係當中，也總有一些這
樣的話：“你需要做更多，你做的還不夠。”所以然後我們就把我們
的愛保留，把我們的喜歡保留。在我們很多的關係上，都築起了這
樣的城牆。仇敵最想要做的就是讓我們分離，但神想要住在我們中
間，祂的愛是完全的。當我們推倒這些牆垣,祂的愛要在我們當中完
全。 

第一件事就是從謙卑開始。當我看你的時候，我不再從肉體的
眼光來看，而是從愛的眼光來看你。我的渴望是神能夠住在我們中
間，不只在我而已，而且在我們中間。神的喜悅在乎我是如何愛你
的，如果我們從我們身邊的關係開始學習這樣去愛時，我知道復興
就要來了，因為阿爸天父的心將會被深深地滿足。這個容易嗎？不
容易！但如果我們繼續努力，越過一切的尷尬，選擇去跨越這些隔
閡，用愛擁抱對方時，我知道神的心一定會被深深地滿足。 

我要給大家一個見證。利未牧師現在還是有點感冒，所以他不
在我們當中，但我非常愛利未牧師，我們的對話只有幾句而已，因
為語言不同，我的中文非常差，能夠聽的比說的更好一些，大概就
只有兩歲的程度而已。謝謝大家不斷的鼓勵我要來學習中文，我答
應媽媽有一天我要用中文來傳講資訊。我需要我們的家人來幫助
我。利未牧師只會講一些英文，但他雖然只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他
的英文已經進步很多了。有一次我在他家，然後他就來到我面前，
坐在我旁邊，抓著我的胳膊，然後他用全心對我說：“Michelle, 我真
的很高興我們是家人！”然後有些事就發生了，我突然心裏就很想一
直呆在利未牧師的旁邊。每一次我們有聚餐，我就問他“你來嗎？我
想要跟你在一起。”那一句簡單的話，用著全心向我說，就把一切的
隔閡都打破了。不管是文化的、年齡的、一切的隔閡都打破了，我
就很想跟這個人一起做家人。誰想要更多這樣的關係？我們現在就
來想想：究竟我們中間的隔閡是什麼？仇敵到底在我們中間播撒了
什麼，要來把我們限制住，限制神在我們裏面的愛？ 



大約一年前，我正經曆一段很不容易的時期。一年前，我和我
的丈夫失去了我們的孩子。我們當時沒有計畫要有孩子，但那時突
然我就懷孕了，我的心裏充滿了喜樂和恐懼。但突然，這個孩子流
掉了，然後我就發現我的生命就一直墜落在一個黑暗裏面，我就深
陷憂鬱之中，深深地與人隔閡，我覺得離人好遠，甚至是我的丈
夫。我覺得沒有人能明白這份羞恥，因為我覺得是我的錯，是我沒
有預備好。就在那時，神藉著瑪緹娜媽媽跟我說話，她非常地愛
我，很用力地愛我。所謂的“用力地愛我”，就是她不放過我。那是
非常美麗和堅強的愛。她就給我一個面質，甚至當時我都不想去面
對我自己，她說：“Michelle，你死了，你正在死，你要蘇醒過來。”
每一天，她就這樣地愛我。即使我嘗試把這個牆搭起來，但她打破
了,用像推土機一樣的愛把那個牆推破了。那個時候一開始我很想跟
她爭戰，我說：“不！我不想再敞開我的心，它受傷太重了！”我們
大部分的人把心關起來，因為我們受傷了；我們大部分人把那個門
關起來，因為失望了。我們失去了一些東西，我們嘗試去愛，但我
們失敗了，我們的心門就關起來了。當我觀察我生命當中這位很棒
的屬靈母親，她把愛像推土機一樣開進我的心裏，因為她正在為我
強烈地爭戰，要我可以活過來，甚至超越我自己所做的。我看到她
一次又一次地這樣愛我時，突然我的心就有點融化了，我就不斷地
把我的心敞開讓她進來，然後當我讓這樣的愛進到我心裏的時候，
我就看到神改變了這顆心，這個就是神要做的。神不只是要給我們
恩賜和結果，祂要我們裏面有這樣一個完全的愛。祂要來轉化我
們，以至於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可以領受應許的人，我們才能預備好
領受神要給我們的祝福。 

每一天早上我們聚集在一起，為彼此來爭戰，要得著神給我們
的產業，讓我們能夠有孩子，不只是屬靈的，肉身的也是。很美的
是，我知道神會做，但我的心卻不被一定要怎麼樣成就來捆綁，你
明白我的意思嗎？ 

一個月前，所有人你曾經想生孩子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就是
有兩個禮拜，你都是一直在去測試你到底有沒有懷孕。我就一直跟
神說：“我不要緊張。我就是要一直來禱告。”終於那天來了，當時
本來我月經應該要來，但它延遲了，我非常地興奮，我拿了這樣的
一個測試紙，竟然是陽性！我很興奮，但我同時心裏也是告訴我自
己不要太興奮，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接下來神會怎麼做。我們就一直
測試，但它慢慢就變成陰性的，4天都是同樣的，一個禮拜過後我的
月經還是沒有來，所以我等不及就打電話問我的醫生，然後就問醫
生說我可不可以測試我的血，當時就來驗血，我先生也請假。我們
就是一天讓我盡可能不去想這個事情，短短幾個小時內驗血報告回
來，我的HCG的濃度還不到1，我們當中的姐妹你們都明白，那意思
就是說我沒有懷孕。但我當時也不是很明白，我就上網去查所有的
資料，我學了好多關於懷孕的資料，我讀了所有我從來沒有想過的
東西，驗血報告錯誤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現在我下一步應該要做
什麼？我就一直研究、一直研究。我越讀就發現我的心越沉重，我
越想要用我自己的頭腦去明白，我就越覺得沉重，我的盼望也就越
少，因為我當時的心跟那個結果綁得太緊了，我沒有完全向神降服



信任祂，沒有相信祂能夠成就遠超過我所求所想的，祂的計畫是遠
大過、遠多過我所看到的。我記得那一晚我的身體就要散掉了，甚
至有一時刻我牽著我丈夫的手，我說：“我好像要心臟病發作了！”
我感覺到我的心正在慢慢地碎掉。第二天早上，我不想要上我們每
天的晨禱，我也不想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禱告，但是我也想：“我現
在其他的也做不了，所以我又上線和瑪緹娜媽媽一起來禱告。”突
然，我感覺到我的心開始轉化改變，我就跟神說：“我不想要我的心
只是專注在要得著那個應許，超過一切我只要禰。”當我們在禱告的
時候，我就感到我的心一直在改變，“我只要我的心能夠活過來，我
只要我的心能夠相信禰，不管我看到了什麼其他的，我的心就是想
要相信禰。”突然，我就感到所有的壓力都離去了。當天，醫生就聯
絡我，他的護士打給我說：“我們知道你已經看到驗血報告，你也知
道你沒有懷孕。也許這個是化學的懷孕，或是其他的什麼，但我們
知道你沒有懷孕。我們沒有辦法再為你做任何事情。”然後我就對她
說：“我知道，但你不能再為我做什麼事，但我知道我的上帝能夠為
我做什麼。”所以現今我們就在這裏，我們還在等待神的應許，而且
我的心充滿了喜樂。因為神要做的不只是應許成就，祂還要來改變
我們的心，讓我們能夠成為家人，能彼此連接，能跨過那一切隔斷
的牆，然後我們能夠為事情來爭戰，為著神在每一位身上的應許來
爭戰，我們就要看到神要來轉化我們每一位的生命。 

現在我們邀請大家閉上眼睛，可能在你生命當中有夢想，還有
應許你正在等待，你的心是這樣破碎，一直在等待，疼痛地等待，
神渴望給你，但多過於給你這個禮物，祂想要來改變你。 

“聖靈，我們歡迎禰來！主，我們渴望，我們不要成為分隔的家人，
我們不想要和彼此是分隔的，我們渴望成為一個家。主啊，我們請
求聖靈，現在來打破這一切的城牆，打破一切的隔閡。” 

在我們領聖餐之前，耶穌說：“如果你和你的弟兄、姐妹有任何
的不和，你要先去與他和好。”我們非常容易讓這樣的一個傷害和失
望來關閉我們的心，而讓我們支離破碎。但耶穌開了一條路，耶穌
祂親自來為我們打破這個牆，當祂的身體為我們破碎的時候，祂就
把城牆打破了；當寶血流出的時候，祂把這些城牆都推倒了。 

今天我鼓勵你要勇敢，學習一下瑪緹娜牧師，就像推土機一
樣，你要起來把城牆推倒，你要忌邪地希望你的心活過來。我們來
到神面前說:“主啊，禰要挪去這一切的牆。” 

今天我也想邀請我們當中的各位，如果你渴望聖靈也來推倒你
心裏的任何的牆，我也邀請你來到前面。在愛上受到限制的，你希
望神能夠把你的心敞開，我歡迎你可以來到前面，我們就一起跪在
神的面前，聖靈要來成就這件事。歡迎你，大家可以來到前面。可
能你的心已經疲累了，可能你的心失望了，但主渴望將我們的心再
次打開。我知道主就在這裏，當我們在唱《榮耀》這首歌時，祂的



榮耀降下不只是一個感覺，祂的榮耀在這裏，為了要轉化我們的
心。我邀請大家來到這邊，你可以跪在祂的面前說：“主聖靈，打開
我的心！打開我的心！聖靈聖靈歡迎禰，聖靈歡迎禰，我們在這
裏，成就禰所能做的，打開我們的心門，讓我們不再與人隔閡，不
再被懼怕失望所捆綁。主，讓我們生命不再是卡住的，為著環境的
因素被卡住了。聖靈我們歡迎禰來，打開我們的心門，以至於禰能
夠進來、充滿！讓你的愛能夠居住在我們裏面，充滿在我們裏面，
我們現在需要禰的愛，現在需要禰的愛來轉化我們。” 

我要鼓勵我們當中的家庭來環繞家庭，我們在耶穌裏面是一家
人。在後面的家人，也歡迎你們能夠來到前面，來為我們的家人來
禱告，你們來到前面，可以按手在他們的身上，為這顆寶貴的心來
禱告。歡迎牧者，還有我們的代禱者，甚至我們所有的家人們，我
們都一同來到前面，我們要越過那個牆，甚至如果他講的語言跟你
不同也沒關係，我們是一家人，就在他的旁邊，為他來禱告，求神
來蘇醒我們的心。 

(安娜傳道：） 

家人們，在這個感恩的季節，我們不只是吃了火雞大餐，在每
一年這個日子裏面，神有祂特別要做成在我們身上的，就像剛剛
Michelle跟我們分享她個人的經歷，也可以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
和祝福，阿們？就像她剛剛分享她兩次試著懷孕的過程裏面，遇到
的卻是一個失望。不知道在我們當中的家人，你回顧這一年有沒有
一些你很失望的，你對神、你對自己、甚至對一些人很失望的地
方？神沒有用一個得勝來醫治Michelle，祂借著第二次的一個失望，
要來成熟她對神的信心。跟你旁邊的家人說：“每個失望是要我在神
的愛裏成熟，使我的信心被擴張。”好不好如果那就是你，在過去一
年，你有很多的失望，你摸摸你的心，你實在有一些的失望和苦
毒，你願不願意把這些都再次地倒空給神，說：“即使這些的失敗和
失望，我不要與這些失望共存，我也不要與這些謊言共存，主我仍
然要把它獻給禰。我要與禰的心來對齊，因為禰對著我的心是美善
的，禰是一個好的父親，禰給好的禮物。”好不好就在這個時刻把你
的手舉起來，另外一只手放在你的心上，你自己跟神這樣的禱告：
“主耶穌，我把我所有的失望……”你一個個的說給神聽，“把這個失望
那個失望再來交還給禰、交還給禰，我不要帶著這些失望進到新的
一年。把所有的謊言也交給禰。” 

（Michelle傳道：） 

我相信當你一個個地把你的失望交還給神，我相信神要用祂的
愛湧進來，恢復盼望、恢復生命，當仇敵要來偷竊殺害毀壞，神要
來釋放新的生命，就是一個心完全地向神活過來。 

謝謝耶穌！謝謝耶穌！只有禰可以把悲傷轉化成喜樂。謝謝耶穌！
禰用每一個失望來轉化人的心要成為禰的。 



我想邀請你找兩三位在一起，帶著這顆美麗的心，我們一起來
領聖餐。我想你去找你不認識的家人，我鼓勵你要勇敢，甚至他們
不是說你的語言的，但你們是家人，所以找兩三位一起，你們可以
彼此來祝福。找兩三位，為著神破碎祂的身體、流出祂的血來感謝
祂，祂為你我獻上；也為著你身邊的這些家人來感謝神，神就是要
藉著他們來完全祂的愛在我們當中。而當我們每個人都禱告了，你
可以領餅杯。 

（安娜傳道：） 

很多年前，江牧師在這邊有一個聚會，她是鼓勵我們為過去我
們認識的人獻上感恩，然後當時我做的時候只花了兩分鐘，所以我
就從我的父母開始，我的老師們、所有對我有權柄的這些親朋好
友、所有的親戚、我的老闆、我教會的領袖，然後一個一個地就是
為他們獻上感恩。 

神就在這兩分鐘內在我的心上做了一個神跡，神讓我看見雖然
有些領袖可能沒有用很好的方式帶領我，也許他們傷害到了我，也
許他們造成我生命中很長久的傷害，但是他們所有人都對我有最好
的目的，他們全心地用他們所知道的最好的來愛我，所以就是他們
的出發點都是出於愛我、為我好，即使可能方法用得不是很正確。
就在那兩分鐘內，神就在我的心裏面做了很深的醫治工作，好像祂
挪去我眼裏面的帕子，以至於我就沒有再用錯誤的眼光去看他們，
我不再想要躲避他們。 

神在我的生命當中用兩分鐘做了那個奇跡。我真的要鼓勵我們
的家人，今晚當你們回到家，特別是那些曾經傷害過你的，不管是
權柄還是親朋好友，為他們向神來獻上感謝，然後期待在你的心上
會有一個奇跡發生。 

第二個要鼓勵你們的就是，身為中國人我們通常都是想要為別
人好，為別人做多一點的食物。但是特別在感恩的期間，我們中國
人比較含蓄，比較不容易把我們心裏面想說的話說出來。我鼓勵大
家，等你回家，就是現在你們看到你們認識很熟的家人，跟他們把
心裏想說的話把它表達出來。不要只是說：“你好棒……”也不要只是
說：“謝謝你的愛……”要更深入地去跟他們說。用你的言語去表達為
什麼你對他們很感謝、對他們感恩，祝福大家。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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