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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復活的生命  贏得屬天的健康 

吳蒙恩、Martina 牧師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吳蒙恩牧師：） 

家人們平安！祝福家人們在 2022 年的最後一天！我們

線上上的禱告，我們的每一個敬拜都蒙神所喜悅！ 明天早

上禮拜天、主日的時候，帶著你的切望，帶著你的渴望說：

“ 主啊！我心裡有所求，我心裡有所望！” 然後為著我的家

庭而求、為著我的工作而求、為著我的經濟而求、為著我的

兒女而求、為著教會而求。 

明天早上 7：30，誠摯的邀約家人們帶著你的期待而來！

我們會在教會當中有同行的禱告。我們一起獻上敬拜，我們

一起呼求神的名。我深深的相信我們的禱告蒙神所應允，阿

們！所以祝福家人們在今天——2022年的最後一天，我們花

時間在這裡，神紀念、神看顧、神保守。神要將我們向祂所

獻上的期待化為祂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實際的祝福，阿們！ 

光明節在上一周結束之後，我就很感恩。就說：“ 神，

今天雨下得好大。” 甚至在北部的一些家人，因雨下得太大

了沒有辦法過來。我就說：“ 主啊，要藉著這恩雨再一次的

充滿，澆灌在我們的當中。恩雨沛降，恩雨沛降，洗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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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滌我，讓我身上一切的污穢、軟弱、敗壞、甚至是我生命

當中的羞恥都停留在 2022 年。我要帶著祢的祝福、帶著祢

的喜悅、帶著祢的恩寵、帶著祢在我生命當中美好的工作，

進入到 2023！”  

到年底了，我一定會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數算主的恩典。

所以，這周每天早晨的時候我就很早起來，花了一點時間在

神的面前，去數算主的恩典。已過的一年，我為孩子開刀很

順利，我感恩！已過的一年，我感受到弟兄姊妹們對我們家

的愛，就向神獻上感恩！已過的一年，我們還有住的地方、

我們也都健康、生活也沒有什麼缺乏、神也都有供應，我就

一個一個為這些事情開始去感恩，感謝主。 

在感謝的過程當中，我就說：“ 主啊，好像我的感恩只

停留在這些方面。主，祢再光照我，祢再提醒我，還有哪些

我可以感恩的？” 我就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靜默。我就

突然好像有個感覺，就在我裡面聖靈一個很微小的說話：

“ 你真的嗎？你真的還期待有更深的感恩嗎？” 我心裡就

說：“ 是啊！主，我真的期待我的感恩不是停留在好像我的

家了、我的孩子了、我的工作了、我的健康了、我的生活了。

主，教導我，我還可以做一個什麼樣的感恩禱告？是可以摸

到祢的心的感恩禱告，祢教導我怎麼可以做一個感恩的禱告，

讓祢的心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我就在神面前等候安靜。

沒多久，神就開始提醒我好久以前發生的一些事情。神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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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發生的景象顯明在我的腦海裡面。我就說：“ 我是要感

恩，怎麼回想到過去很多的糗事？” 看到我過去好多的不成

熟，看到我剛開始服事的時候，我裡面的魯莽跟莽撞；看到

我那時候剛剛當傳道人，剛全職侍奉的時候，好像我跟人的

互動裡面少了很多的尊榮、少了很多的信任，我就覺得我裡

面是有一股熱情，但是裡面沒什麼智慧。神就把那些的鏡頭

一個一個浮現在我的裡面。我是又悔改又虧欠，又禱告又感

恩。我說：“ 主，暫停，暫停。我剛剛向祢禱告的是，有沒

有事情可以讓我感恩？我可以摸到祢的心，不是把我過往的

糗事全部都放一遍給我看，好嗎？” 神就把這些事情一幕一

幕的顯給我看，我就在神面前說：“ 好了，好了，我為這些

事感恩。但是這些事情有點糗，這些事情我覺得我很不成熟。”

我就在那邊又悔改又感恩、我又悔改又感恩、我又悔改又感

恩。 

我悔改時就說：“ 主，為什麼過往的生命道路當中，我

怎麼那麼不成熟？” 一方面感恩的就是，若是那個時候的我

一路發展下來，不應該會是我現在這個樣子。那個時候的我

一路發展下來，應該是沒有像我現在這個樣子的，在神的光

中可以這麼的好。神就開我的眼睛，是神在一路的塑造的過

程當中，我開始看到神很細膩的雕琢在我的身上。不是神不

叫我感恩祂手所做的一切事，也不是說神不叫我感恩我所得

到的這些祝福，而是神教導我去感恩一件事，那就是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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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是神手中的傑作！我感恩這件事情，我感恩神在過

往的歲月當中祂細膩的雕琢，為了要讓我更像祂。我就

在神面前說：“ 主，謝謝祢，為著我過去的言語我悔改在祢

面前，我向祢獻上感恩。” 我突然就發現好像聖靈在給我一

個清單，“ 你以前說話是這樣，你現在變成這樣，打個

勾。” 2022年神做了一個很細膩的事情，我說話改變了。2022

年神做了一件事情，本來在我裡面的很深的羞恥感脫落了，

羞恥感不能夠再轄制我。過往在我的生命當中，我裡面有一

種討好的性格，打勾了。在我裡面的我現在只想討神的喜悅，

我深深知道我是誰。我更感恩主，原來祢真的垂聽了我的禱

告。讓我的感恩不是感恩祢手所做的、是讓我的感恩祢對我

愛的細膩、祢的手在我生命當中的雕琢，是要讓我更像祢！ 

後來我就開始邊哭邊感恩、邊哭邊感恩，就一直哭。我

就說：“ 主啊，謝謝祢，在過往的裡面，在 2022 年我還要

再打一個清單，就是主祢恢復了我對祢愛的情感。” 我每次

敬拜就哭、禱告就哭、感謝就哭。我就說：“ 主啊，可以了，

有時候一個男人愛哭不太好。” 但是神就讓我在感恩的過程

當中，我裡面真的湧出來一個很深很深對神的愛。而那個愛

不單只是謝謝神所做的，而是謝謝神在我生命當中，祂的愛

細膩到一種地步，遠超過我以為的我在我生活當中所經歷的

大小事。 

最近我就在禱告，一句經文就跳到我的裡面。《馬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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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9 章 15——17 節：“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

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明天到禮拜

三，我們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的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是

等候新郎的禁食。之前的前兩個月我也開始禁食，但是在禁

食的過程當中我說：“ 主啊，我真的沒有像斯蒂溫牧師這麼

厲害，我會餓、我會冷、而且我會去偷吃。” 的確，這三天

的禁食我餓了我就去吃，就因為我很冷。我就說：“ 主啊，

這個禁食沒禁到什麼，看著別人都做禁食的禱告，我心裡也

是蠻羡慕的。”我都很怕別人問我這件事，我就儘量不講，

假裝在這當中。可是我細細的把經文再去讀一遍的時候，等

候新郎的禁食，在四福音當中出現過 3次，連續 3次後面都

在接同樣的一句話，16 節到 17 節：“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

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

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

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

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  

我說：“ 主啊，這不是等候新郎的禁食嗎？為什麼祢講

完禁食之後祢要講這件事？祢講新布、祢講新衣服、祢講新

皮袋、祢講新酒。主啊，這跟禁食有什麼關係？” 我突然就

發現原來等候新郎的禁食，不是只是說我有沒有達到禁食，

或者是到底新郎有沒有來。而是在等候新郎的禁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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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我這個人一直被主給改變，我一直被祂給更新。

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的言語、我的說話、我的價值觀，

我整個人會在禁食的過程當中，你會被更新到一種地步——

你開始跟你的過去、跟你的過往、甚至你想撇去的一切，甚

至過往一切的傷痛、過往在你生命當中的轄制，家族在你生

命當中的咒詛，開始從你生命當中慢慢的脫離。 

神在做一個潔淨跟更新的工作，是在你禁食的過程當中。

你以為你在挨餓，你以為你在忍受。不，神開始在你生命當

中做一個更新、更新、更新的工作，以至於你開始有一個承

接復興的體質，你的體質會改變。我就被神提醒到說：“ 主

啊，這是一個對我的新的啟示。主，我要更新！2023年，我

不要帶著我的傷害、我不要帶著我的情緒、我不要帶著我的

痛苦、我不要帶著我的舊記憶進入到 2023。藉著 1月一開始

的敬拜，一開始的禱告，藉著 1月一開始我在祢面前的禁食，

所有一切在我生命當中，好像是我渴望所擺脫掉的、渴望所

脫去的、我渴望不要再轄制我的家庭、不要再影響我的兒女、

不要再影響我的工作的這一切，都要停留在 2022。”阿們！

為什麼我們會常常覺得過去很好？我常常聽到人家講：“我

過去很好呀！”過去的聚會怎麼樣呀，過去怎麼樣好呀，以

前怎麼樣呀。說實在，你一直會回憶過去，就表示你現在沒

有過去好，對不對？你對現狀不滿，所以你才會回想過去。

我說：“ 主啊，什麼叫做兩樣都保全？主，祢改變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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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老是覺得過去很好，現在不好。又有人預言 2023 年更

糟！哇，過去不好，現在不好。那我沒有一天好，那不是痛

苦的要命？ 

我說：“ 主，祢可以改變我到一種地步，是的，過去很

好。此時此刻是祢的恩典、祢的同在、祢的榮耀充滿我的時

刻。我就相信即使 2023 年有許多的限制，2023 年有許多的

挑戰，但我相信，我會在祢的恩典當中過得比我過去還好。”

我是帶著盼望在走，我不是邊回頭走邊說過去真好，你不看

看現在，不看看未來，你有沒有想過，藉著每一次的等候，

藉著每一次的更新，“ 兩樣都保全” ，是什麼？“ 舊布” 可

以保全、“ 新布” 可以保全、“ 舊皮袋” 可以保全、“ 新皮

袋” 可以保全、“ 酒” 可以保全、“ 新酒” 可以保全、“兩

樣都可以保全。” 就是過往一切的美好也跟著我，帶進到

我新的一年。這對我真的是一個啟示！ 

所以我就開始在神面前說：“ 主，祢改變我。願我的口

開始被改變。是的，過去很美好。但是我要帶著過去的美好，

也一樣進入到 2023 年的更美好。” 所以神就問我說：“ 你

在這一段禱告的時候，你要把什麼帶到 2023 年？有什麼事

是你要繼續去奮鬥、去奮戰、是你渴望贏得的？你要得著什

麼？” 我就在神面前繼續禱告。這幾天下雨真的沒地方去，

我就只好在我的房間禱告。神就提醒我：“ 2023年你到底想

要藉著你的奮鬥，你要得到什麼？藉著爭戰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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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教會有個預言叫做“ 會有神跡奇事。” 但所有的神

跡奇事都是藉著爭戰得來的。所以我就說：“ 主，我要經

歷，祢提醒我，我當去奮鬥跟爭戰的是什麼？” 神就開始提

醒我要奮鬥幾件事： 

第一、“主，我對於祢的時間表，走進祢的時間表，

我還需要再更多的啟示。”有時候我們都說今天是 2022

年的最後一天，2023年即將要開始。可是你會發現我們教會

在過耶和華的節期，神做事的時間表是隨著祂的節期。我們

的聚會為什麼會是在禮拜六的下午？為什麼主日的早上我

們有禱告會？為什麼我們一直有那麼多，包括跨年夜的一些

的琴與爐聚會？為什麼在每一次節期的當中，我們要選中很

特別的時間去聚會？“ 主，祢一定要開啟我，我要去奮鬥的

一件事情，就是主祢讓我知道什麼叫做‘祢的時間表’”。 

第二、“主，祢提醒我，我也要為此不斷的去奮鬥，

那就是我希望能夠幫助我的家人們知道現今就是末世！

因為在教會當中、在許多基督徒當中，我們還沒有建立

一個末世的概念。”現今是末世嗎？是嗎？現今是末世嗎？

不！我們不覺得現今是末世。不！我已經預定好明年的春假

我們就要去哪裡玩、我已經預定好明年的暑假我們要去哪裡

了、我已經預定好明年有哪些電影要看啦、我已經預定好怎

麼樣怎麼樣。所有一切的預定，表明其實在我們的裡面並沒

有末世的概念。“ 主，幫我去爭戰一件事情，那就是讓昏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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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能夠醒過來！我對異像跟異夢我是有感覺的！”  

我們臺上講了神對我們教會的異像，我們也聽到了神對

我們當中有一些的提醒。可是說實在的，花時間真的好好去

禱告的，回應這個異像的，有多少呢？我不敢講別人，講我

自己。我說：“ 主啊，我不是時時。” 我在神面前說：“ 主，

幫助我去為這件事情爭戰。” 那就是三年多來一直有異像說：

“ 我們的教會有許多人在外面排隊，他們會走進來，他們渴

望來到這邊尋找到生命的糧，他們渴望喝到生命的水。當門

一打開的那一刹那，他們就進來可以得著滿足。我心裡想：

“ 那為什麼還不打開門呢？” 那可能是箱子沒有擺好，人沒

有就位，我就說：“ 主，我可以去做什麼？以至於這個異像

能夠成就呢？主，幫助我去為這件事情爭戰，那就是我要為

這件事付代價。主，幫助我有一個迎接復興的體質，訓

練我有一個復興的體質。”  

這周我花了一些時間去聽《末世教會的位份與機會》第

三卷。親愛的家人，鼓勵你一定要聽《末世教會的位份與機

會》第三卷，我鼓勵你一定要聽。在這篇資訊的當中，就說

到了什麼叫做復興的教會？什麼叫做復興的體質？江牧師

在資訊一開始她就引用《使徒行傳》第五章，裡面說到什麼？

亞拿尼亞跟撒非喇這一對夫妻。教會當時正在大復興，好多

人湧進教會，病真的得醫治，而且好多人變賣田產，變賣他

們的家業，住在一起，天天的敬拜，天天的讚美。我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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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發生的話那真的是大復興！一對夫妻——亞拿尼亞跟

撒非喇，他們也在這復興的水流當中，他們也在復興的聚會

當中。他們賣了田產沒有？賣了，值得嘉獎！你會不會因為

復興，賣了田產？賣了家業？把你房子拿去賣掉？哇，不容

易！表示這對夫妻真的付代價，這對夫妻就在聚會的當中發

生了一件事情，什麼事情？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大家都奉

獻，他們也奉獻，但是有些人奉獻的過程當中，他們是全部

都捐出來，這對夫妻就稍微留下來了一點點，這不是壞事，

他們留下一點本來就是他們的錢，但他們也想要在眾人的當

中讓大家知道，他們是全數奉獻的那一個家庭，是全數奉獻

的一對夫妻。這無可厚非！小事啦！我真的覺得是小事。可

是就在聚會的當中，彼得竟然就對這對夫妻說：“ 你們不是

欺哄人，乃是欺哄聖靈。” 所以這對夫妻相隔 3小時都被聖

靈所擊殺。然後整段經文裡面就說到“ 教會眾人甚懼怕。”

嚇死了！如果有一天在我們教會當中，想像一下蒙恩奉獻出

來，蒙恩奉獻到一半，走回去的過程當中當場暴斃，那不是

嚇死人了。這樣的聚會你敢來嗎？太可怕了！我想我會去一

些比較安全的教會。什麼叫做復興？親愛的家人，這就是復

興！什麼叫做聖靈掌權的教會？這就是聖靈掌權的教會！

在 2022年的年底，要邁到 2023年年初的時候，我迫切地禱

告說：“ 主，把一個能夠在聖靈同在的教會聚會、一個復興

教會的體質賜給我，使我可以活在教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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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拜天早禱的時候，我不知道是哪一位代禱者跟我們

的江媽媽說他看到一個異像：在我們的瑪哈念有 5 個天使，

高大的天使，頭戴著金冠冕，代表使徒性教會的五重執事。

然後他就把金冠冕給凡渴慕他的人。然後我就為這個禱告。

上次光明節我就說：“ 主，只可以有一頂嗎？” 我就說：“ 主，

可不可以來個兩三頂？” 我就這麼禱告。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不知道是神的異夢異像，還是

我真的想太多了，禮拜一晚上我就做了個夢，我就夢到好多

人都帶著這個金冠冕！好多人！真的！好多人都戴著這個！

哇！這邊走、走、走、走。我看了好羡慕，我就說：“ 主，

這個異像太好，這個異夢太好。” 也有可能是我太渴慕，拼

命地禱告，所以我就做這個異夢，我就夢到真的有人帶這個

金冠冕，我這邊揉眼睛在看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有人不是金

冠冕，是什麼知道嗎？冠冕變成紙的了，我再揉揉眼睛，揉

揉揉，就說：“怎麼這樣？我是不是看錯？”我就發現了有

人帶的金冠冕變紙的了；有人的金冠冕縮水了，越帶越小，

變成一顆小小的；有人戴著冠冕上面開始長雜草，雜草叢生；

還有一些人走近一看，他的那個冠冕上面全是鏽，整個生銹。

我嚇一大跳！我就嚇一跳！我說：“主啊，這冠冕發生什麼

事情？”我又再去看，我就看到有人的冠冕不單是黃金，還

有人他的冠冕鑲珠寶；還有人的冠冕越變越大，一看人小小

的，但是冠冕越變越大；還有一個人的冠冕閃耀著光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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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遠遠看到 2000 燭光的來了，像一個燈泡在走這樣；我在

走的過程當中，還有人的冠冕一次變兩三頂，就是我切盼的

一次變兩、三頂。我就在禱告，我說：“主啊，這到底是什

麼？”我就夢醒了。然後我就開始禱告，我說：“主啊，不

管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還是祢對我說話，還是祢有什麼樣

的指示要告訴我，現在就告訴我好嗎？現在就告訴我。”我

就發現那時候我在等候安靜的時候，聖靈就開始對我說話。

《以弗所書》第 1章裡面有說到“神將天上各樣屬靈的恩賜

都賜給我們了，聖靈也隨己意將祂的恩賜賜給所有劬勞的，

所以所有人頭上都有個金冠冕。” 

所有人，每一個神的兒女，你們頭上你們全部都有金

冠冕，但是你的體質決定了冠冕的材質，你的體質會決

定了冠冕的材質。當我願意全心地回應、當我全心地禱告、

我願意更多地委身、更多地擺上，你原有的冠冕開始鑲珠寶

了、你原有的冠冕影響力更大了、你原有的冠冕開始發光了、

你原有的冠冕開始兩、三頂了，聖靈再加恩賜給你，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凡有的還要加給他。但我也看到冠冕變鏽的、

變小的、縮水的、雜草叢生的，在他的生命的當中，不是他

不服侍，不是他不服侍，他服侍，他繼續服侍，但是他生命

的體質裡面，對人仍然不饒恕，還是有驕傲、傳舌、批評、

論斷、說長道短，以至於那個榮耀的冠冕材質改變。 

我現在偶爾有看看臉書的習慣，我有的時候會看到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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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她把跟先生的爭吵都寫在網上，寫在臉書上面；有些

人把他的一些的不高興、他的負面情緒寫在臉書上面。有時

候就說教會怎麼樣、傳道人怎麼樣。我常聽到人在聊天的過

程當中，我先生怎麼樣，我孩子怎麼樣？ 

親愛的家人，本來是金冠冕在你頭上，你不知道傳舌、

你不知道批評、你不知道埋怨，對你的家跟對這個教會有多

大多大的傷害跟咒詛。一個冠冕戴在你頭上，應當是來建造。

但這個冠冕在你的頭上，你也在服侍，你也在擺上，你也在

委身，但是因為體質，是體質使這個冠冕貶值了，以至於你

所做的一切影響力越大拆毀越大；你越熱情的服侍造成的傷

害就更大；你越熱情、你越委身造成的難處，對神家的裂痕

更多。 

親愛的家人，2022年我真的在神面前很深的一個負擔，

渴望對弟兄姊妹們說說。如果有什麼你真的曾經被冒犯過，

放下了！有什麼被人傷害的，放下了！有什麼不滿的，放下

了！有什麼甚至是對你最親密的家人，或者是對你熟悉的弟

兄姊妹心裡還有什麼疙瘩的，放下了！不要再帶著這些的疙

瘩，帶著這些的偏見、帶著這些的不饒恕、帶著這種錯誤的

眼光，再跟著你走進2023。我們剛剛在說我回顧過去的美好，

我是帶著這些美好要走進 2023，我不是帶著過往的傷痛、驕

傲。我對那人的不屑、我對那人真的我沒辦法跟他在一起、

我對那人的保持距離，一樣，你還是一樣，一樣地進到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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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親愛的家人不要！不要！你要記得你頭上戴的不是

假的冠冕，我本來今天在前面要寫個“ 假” 字，來不及。 

你一定要記得你頭上是戴著什麼，頭上戴著金冠冕，你

頭上是戴著金冠冕。如果在過往曾經被人誤會了、被人論斷、

被人不正確的形容、被人一些的傷害，你耿耿於懷，他坐那

裡我就坐這裡。以前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以前是很好的弟兄

姊妹，因為一些的小事開始不來往了。我本來是跟這個人是

可以掏心掏肺的好姐妹、好閨蜜、好兄弟的，可能一下子因

為一些小事一些誤會，甚至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開始跟他刻

意地保持距離。親愛的家人，呆會馬蒂娜牧師會上來，她會

再講一個很關鍵的關鍵。我們最後會擘餅，我們來做一件事

情，你說：“主，2022年所有一切的傷害、傷痛、痛苦、挫

敗、不成熟的回應，藉著擘餅，藉著禱告，藉著悔改，藉著

感恩，全部都停留在今天吧，阿們！ 

帶著祝福進到 2023好嗎？全新的你進到 2023好嗎？讓

你的冠冕開始發光，讓你的冠冕開始倍增，讓你的冠冕開始

放大，更讓你的冠冕讓神為你鑲上珠寶。過去放下了！放下

了！讓神的愛來愛你，讓神的愛來充滿你，阿們。 

（馬蒂娜牧師：） 

我想我們花一點時間，既然蒙恩講到要把過去的完全都

脫落，好不好我們就先領聖餐，然後我再繼續講。做一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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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再開啟2023。大家都有拿到聖餐嗎？沒有的你舉一下手，

招待可以給你。沒領聖餐的舉一下手，招待可以拿給你，拿

到了再放下來。 

（吳蒙恩牧師：） 

就像今天的敬拜，一開始就說：“主，祢掌權。在我的

婚姻關係祢掌權，在我的感情上祢掌權，甚至在我的傷痛祢

掌權。給我一個智慧，給我一個力量，更給我一個時間，幫

助我什麼時候我可以去跟他有個和好的關係。”但此時此刻

你可以藉著擘餅說：“主幫助我放下。”不是說算了，不是。

我不是告訴你算了,不，我現在要告訴你說：“主，我願意

放下，祢來接手” 

好嗎？我們有點安靜的時間，當過往的一些事情浮現出

來的時候，你想到的不再是傷痛，你開始想到的是：“主，

我謝謝祢。其實在我最不堪、最軟弱的時候，其實祢都一直

在我旁邊，祢只是想告訴我‘我都在’。” 

有可能過去的一年，你的一個言語，你的一個眼神，你

傷害了不少人，你傷害了你的妻子，傷害了你的孩子。主給

我一個進入復興的體質。 

主耶穌，我手裡現在拿著祢為我被鞭打、被釘在十字架

上的身體，我的每一個痛苦、我的孤單祢都知道。我的軟弱、

我的跌倒、我做不到的，主祢都瞭解。再把我帶到祢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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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愛裡面，讓這一切都停留在今天吧！讓這些痛苦都停留在

今天吧！讓這些的失敗和眼淚都停留在今天吧！讓我對人

的虧欠也都停留在今天吧！我的不成熟、我的魯莽、我的莽

撞、我那個傷害人的舌頭、不屑的眼神，主啊，改變我，都

停留在今天吧！謝謝祢的寶血為我流，再潔淨我、再潔淨我！

一個從裡到外的潔淨，從裡到外的更新。 

（馬蒂娜牧師：） 

如果神讓你想起來有什麼該饒恕的，你就跟主說：“主，

我願意饒恕。”有什麼該放下的，在你心頭上很多年的，你

也跟主說：“主，我願意放下。” 持續地相信神，把你最不

容易的，在這個時候你幾分鐘把它交給主，你說：” 主，我

真的願意放下，我願意讓它過去，我就是交在祢的手中” 好

不好？我們再有 30 秒的時間，你就跟主說：“ 主，我就是

把這個不容易交在祢的手中，我相信祢會做。” 不再把過去

背在你的身上，把它交給神。 

主，是的，謝謝祢，謝謝祢的寶血。主，祢不但洗淨我

們一切的罪，我們一切的不完全。主，祢也洗淨在我們的意

識跟潛意識裡面一切所有過去負面的記憶。主，祢赦免我們

的口舌，得罪祢得罪人。主，祢今天再來醫治我們，再來潔

淨我們。祢的寶血灑在我們的身上，祢不只是要醫治我們心

靈的傷害，祢要醫治我們身體上面一切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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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身體裡面哪裡有不舒服的，你在網路在看的，你

現在按手在你自己身上，今天這個寶血大有能力，今天這個

餅大有能力。祂不但要醫治我們的傷痛，祂要醫治我們一切

身體的軟弱。如果你自己身體有不舒服的，或是你的家人的，

好不好你可以花 30秒鐘開口為他禱告。我們在領聖餐之前，

你跟主說：“主，祢的大能、祢的寶血臨到他的身上。”  

謝謝主，讚美祢，釋放祢的醫治，釋放祢醫治的大能在

我們的當中。謝謝主。” 

好，我們一起來領這個餅跟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他舉起餅來祝謝了，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舍的，你們

每逢吃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照樣他拿起

杯來說：“這是我用血與你們所立的新約，這是我用血跟你

們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我們今天吃主的餅喝主的杯，跟祂繼續地交換生命。 

主，是的，謝謝祢的餅跟祢的杯，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

舍的。主，我們今天帶著相信領受這個餅跟杯。主，是的謝

謝祢。主，持續釋放祢醫治的大能。主，我們要說：舊事已

過，一切都要成為新的。不只是我們的心裡，包括我們的身

體，主我們都禱告會有一個重新的開始，軟弱的要變為剛強，

謝謝主！讚美祢！謝謝主耶穌！讚美祢！謝謝祢寶血的大

能！謝謝主！讚美祢！我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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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如果你自己身體或者家裡有人身體不舒服，我建議你現

在開始每天可以一起領聖餐。藉著耶穌的寶血持續地釋放那

個醫治跟潔淨在你的家裡面，就不只是今天主日而已。 

好，我今天最後跟大家分享一點，《羅馬書》 13 章

11——12 節：“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

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黑夜

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

的兵器。”  

好，所以記得我們剛剛領聖餐的時候，你已經決定要把

過去 2022年，過去所有的一切你願意放下了。你願意“ 主，

所有的恩恩怨怨我都願意放下。” 當你願意的時候，你一定

要記得這裡講到說“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英文講說“夜已

經走到盡頭了”。 

這裡說“ 白晝將近” ，就在我們手上了，就這麼近了，

就有點像今天一樣。馬上就要到 12 點，馬上就要到 12 點。

因為現在暴風雨導致可能會有洪水，他們在擔心這個事情，

但是很奇妙！我剛剛看看天氣，你相信嗎？明天是好天氣。

真的“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這裡講到我們要“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英文講得很簡單，就是“你要脫掉所有一切黑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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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黑暗的東西？就是剛剛蒙恩講的不饒恕、過不去，我

們的被冒犯，或者是你過去經歷到一些可能很讓你震驚的事

情，或者你被背叛，或者是我認清人性了，這些都是。所有

不是帶給你一個盼望，一個動力，一個希望的，我覺得那些

黑暗的東西，神說：“ 我們要把他脫掉、脫掉。” 然後我們

要“帶上光明的兵器” ，英文是講說“你就應該穿上光明的

軍裝”，全都是光明的軍裝，都是光。 

我真的禱告我們 2023 年，我們整個體質上開始改變，

真的開始改變。我們要向著神要活過來，我記得上次跟大家

講過，不知道為什麼在前三個禮拜有一天，就這樣走著走著，

神就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但是其實是死

的。” 我就想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明明是

活的，但是又是死的嗎？你一直在死的當中，你不知道什

麼是活的，直到你活過來，才知道“哦！以前那個是死

的。”你活過來，你就知道以前死的。我現在才知道我活過

來，真不好意思我服侍這麼久了，原來我以前是死的，以前

是個死人在服侍你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死人在跟你們講

話。當然我知道復活的過程，我們靈裡面的活過來，我也相

信是一個過程，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所以他說“你們

要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了，因為我們得救，

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現在比你當初受洗的時候，我

們前幾個禮拜有受洗典禮，更近了，救恩離我們更加地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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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的同在離我們更加地靠近了，神更樂意要向我們顯現

了，你興不興奮？哎呀！現在是死人要復活的時候了，我跟

大家分享一下。 

《路加福音》10 章 38—42 節：“他們走路的時候，

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

家裡。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

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 主

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

她來幫助我。耶穌回答說：“ 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

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

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這裡講到耶穌進了一個村莊，然後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

就接待他到自己家裡面，她家有個妹子叫做馬利亞，這就是

馬大、馬利亞跟拉撒路的家。你要知道在新約的時候，每一

次耶穌到哪裡去，他只要將近耶路撒冷，他就很喜歡去馬大

跟馬利亞的家裡面，他就很喜歡去。 

我現在告訴你怎麼樣死而復活，要仔細聽。你一定要記

得，不要把光明節當做一個特會，它永遠都不會結束的，因

為從光明節完之後，你每天要歡迎這個光，我們要穿上光明

的軍裝，所以你每天都要一早起來就要跟主說：“主，我要

歡迎再一次歡迎這光進來。”你看早上天亮很晚對不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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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還有一點點暗，快 7：00大概就是快要亮的時候，我們剛

好 7：00禱告，我每次都一早起來我就有這種感覺，“ 黑夜

已深，白晝將近”，早上禱告第一句話我想禱告的就是這個，

然後就開始越來越亮、越來越亮，“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要一直歡迎光來到我們的當中，我們當然

每次都是跟主說：“主，真的我們要繼續地歡迎祢。”  

那天禱告的時候，我就突然間覺得神給我一個感動，我

們每一個人，包括你自己的家、包括教會、你的小家，我們

就要像馬大跟馬利亞一樣，接待耶穌到一個地步，耶穌每次

將近耶路撒冷就會想要去馬大馬利亞家。你要知道他來這裡，

沒有人說：“耶穌，你可不可以來我家裡？有人病了。”你

要知道耶穌路過是純粹什麼？他喜歡去。因為馬大跟馬利亞

接待耶穌！接待耶穌！我真的渴望我們每一個家庭，你不是

一個禮拜一次的家庭祭壇，每一天你不見得要長，但是你就

可以有一個家庭祭壇，15分鐘也好，放一首歌敬拜，大聲地

唱“主，我們歡迎祢，歡迎這個光來到我的家裡面。” 你願

意更長當然更好，停不下來是最好的。“主啊，我們就是要

敬拜祢。” 

從光明節完之後，我每天都在宣告：“主，祢就是奇妙，

祢就是策士，祢就是全能神，祢是永在的父，祢是和平的君。

這一子賜給我了，太好了！主實在是太好了！祢是奇妙的！

主，我每天都期望會有奇妙的事情要發生。” 當你這樣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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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真的就會發生。因為當你不期盼、你沒有信心的時

候，耶穌沒有辦法行神跡，因為他們不信的緣故。每天都要

就這樣子開始接待祂的同在。 

這裡講到說：“馬大因為伺候的事多，就心裡忙亂。”

就是她“被分心”，她一事情多，她就開始“被分心”了。

每一天仇敵都想要來分心你，好事壞事都可以分心你。這兩

天被主光照：我常常要請客，請人家吃飯，最近又開始養成

一個習慣，每個禮拜三就看優惠券，我就覺得花太多時間去

想，這一家這禮拜龍蝦打折，這一家這禮拜牛肉打折，不同

家，一次要跑好幾家，我就覺得神就跟我說：“ 你要留意，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你要知道所有的好事也會讓

你分心，沒有辦法專心地敬拜神。當然更不要說不好的事

了。 

前幾天一個姐妹被另外一個姐妹氣得不成樣子，我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氣？還好嘛！她就是批評一下教會又不

是批評你，我知道你很愛教會，但是你不需要氣成這個樣子，

我們不是就不是嘛，隨她怎麼講。”她說：“其實最根處是

我覺得她裡面有一個掌控的靈，我對那個掌控的靈在我身上

我非常的不舒服。”我說：“她要掌控，你就不要讓她掌控

就好了，你為什麼花這麼多心思意念、再花這麼一兩天的時

間在氣這個呢？”這個就叫做“被分心”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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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知道一個有目標的人，他是不會被分心的，就

像馬利亞一樣，你會覺得‘馬利亞你都不來做事，就坐在那

裡’，但我跟你講，耶穌現在來到這裡，有誰還要聽我講話？

你看馬上就有人搖頭了，沒有人要聽我講話了！耶穌來到這

裡，還有人要攝影嗎？攝影的趕快來前面啊！是不是？耶穌

來了！是不是？所以耶穌到馬利亞的家，馬大還要準備食物，

你當然是趕快來呀！你要知道，耶穌來的時候就是一個超自

然的環境，一個超自然的氛圍。 

所以真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你可能又是丈夫、又是妻

子、又要帶敬拜、你可能又要做招待、你可能又要做小家長、

你要照顧人、你還要煮飯，你可能像我一樣，有時候還要去

看一下優惠劵。我本來都想弄一個群組，就是大家可以在有

優惠劵時彼此通知一下。我們有很多的責任，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你不要被分心！這是神最近跟

我講的：“你一定不要被分心！”這就是耶穌為什麼責備

馬大？就是你不要分心。每一天都會有思慮煩擾的，麻煩每

一天都會有的，它不會停止的，所以你就是要有個鴿子眼

專注在神上面，神要你做的，你就是要繼續前行就對了，

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做，不是我們方便的時候，我們的時間

永遠都是不方便的，但是該做的就要去做。 

就好像今天晚上 10: 00我們要有跨年，其實上個禮拜我



24 
 

們就有感動，我們就來禱告到底要不要跨年。我們已經跟神

講好了：“我不做所有只是好的事情，或者是我去年做過的

事情，我今年要做除非是祢要我做的事情。”我們禱告之

後覺得我們要跨年，因為光明節之後，今天的 10: 00我們要

借著敬拜，歡迎光來到我們的當中，我們會敬拜到 12: 30，

當然如果艾倫帶的太嗨了，我們停不下來，我們不會一定要

叫他 12: 30停。2022年，當我們脫下一切的黑暗、脫下一切

的暗昧的行為的時候，我們要借著跨年敬拜，再來歡迎光進

到 2023年。 

我想說今天下大雨，很多人出去度假了還沒回來，沒出

去度假的，好多人在家輪流生病，我們要跨年，不在乎人多

不多，在乎有多少人要來，沒人來我們都要跨年，沒人來我

都要來歡迎光。不要讓任何一個事情、任何一個實際的環境

影響你去做神感動你該做的事情，明白嗎？阿們。 

你今年一定要開始這樣子做！通向永恆的是窄門，找到

的人少，為什麼？因為環境很多讓我們分心的，你的家人也

很多會讓你分心的，你還是要去盡你的義務，但是很重要一

點，你不要分心，你一定要專注在神身上，去做神要我們做

的。當我們去做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這個路雖然是窄的，但

是裡面卻有很多的奇遇，很多的神跡奇事，因為神在那裡，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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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我們要彼此提醒，在小家裡面彼此提醒，夫妻彼

此提醒，一家人我們彼此提醒：“這個不重要，我們不要花

太多時間在這個上面。不要被這個氣到，這真的不重要，可

以放下的！可以放下的！”有目標的人不會隨便，一個成功

的人不會隨便離開他的目標。 

我掙扎了很久還是想跟你們講，前兩天看了馬雲的一個

小視頻，這是一個有目標的人，我就想說：“哇！這個人沒

有神還這麼有目標，我絕對要比他更有目標。”大家都知道

他被換下來對不對？他建造了一個阿裡巴巴的帝國，他的螞

蟻金服正要上市的時候，前一個月就被喊停，然後就什麼都

沒有了。然後那天我想是一個告別，他說：“這個世界非常

的美好，這個世界機會也很多，我決定換一個江湖。”然後

他就講：“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我們後會有期。”哎呀！

我覺得這講的實在太霸氣了，有目標的人不糾結，該放下

的就放下。  

真的我鼓勵你，我們的目標就是：你不管怎麼樣，都

要記得就是要一直來到神的面前。其他的、旁邊的路上喊

叫的、哭鬧的去照顧一下，去抱一下，你要記得你一定要走

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不要忘記你的目標。為什麼？因為我們

只知道過去跟現在，所以我們焦慮、所以我們煩擾、所以我

們擔憂，因為我們只知道過去跟現在。但是神是活在第四度

空間的，祂知道未來，祂知道永恆，祂是超越我們人所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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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所能夠明白的，所以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就是在做你這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像馬利亞一樣，

她就是這樣專注。 

耶穌上十字架的前兩天，他說：“我就要死了，我就要

上十字架。”這麼多人聽到，但是只有馬利亞聽懂了。“聽

到”跟“聽懂”是兩回事。她聽懂了，所以在逾越節的前

兩天，她帶著香膏，把她所有的——你可以說是存的嫁妝，

所有的資產（香膏）這樣子打碎，一屋子充滿了香氣，然後

她膏抹在耶穌的身上。即使那個時候，旁邊的門徒都是使徒

級的，都還跟她說：“幹嘛花那麼多錢！”但是耶穌說：“你

們不要攔阻她，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們可以做

很多事，但是不被紀念。但是如果我們來到神面前，我們去

做神要我們做的事，即使人很少，卻是被神紀念的。 

你或許會覺得：“那又怎麼樣？”你剛剛有看到蒙恩的

那個紙的皇冠，你不要到神面前帶的是一個紙皇冠。將來我

們在玻璃海上，耶穌要把冠冕給我們，這個冠冕就是我們在

地上為他的每一個順服，我們選擇他的每一個順服。耶穌說：

“你做得很好，把冠冕給你。”然後我們就說：“主，唯有

羔羊配得，唯有羔羊配得。”我們就再把冠冕歸還給耶穌，

那個是在玻璃海上最美的一件事情，持續的演。耶穌說：“不，

你做得很好，我看到你為了愛我，你所做的犧牲；你為了愛

我，你那個時候的一個堅持。”主再說：“我要把冠冕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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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再說：“主啊，沒有，唯有羔羊配得！唯有羔羊配

得！我們再把冠冕歸給你。”其實我讀的時候就想：“主啊，

我一定要好好的來順服祢，來聽祢，來順服祢，不要到那個

時候人家都有冠冕給祢，我沒有的給。” 

我們有可能沒有冠冕的，你知道嗎？是非常有可能

的！如果你這一生只是在為自己活，你將來在天上真的很可

能是沒有冠冕的。但是我現在也真的覺得為神活不是一個犧

牲，為神活會活出一個精彩。為神活不是很可憐，是最精彩

的！你相信嗎？神國利器——我太喜歡 4個字了！戴冕恩寫

他們的故事，那本書叫做《神國利器》。如果我們可以一直

這樣來到神面前，我們就要經歷跟戴冕恩牧師一樣的經歷，

跟江牧師一樣的經歷，神國利器！會是一個最精彩的生活，

而且每一樣事情都是上算跟算數的。 

所以記得不糾結，有目標的人不糾結，好嗎？你一定要

常常想“我的目標是什麼？”你一定要記得“主，我一定要

得著那生命的冠冕！我一定要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很多

事情你就不會糾結了，就不再這麼重要了。當我們持續的來

到神面前，像馬利亞那樣子凝視注視他。其實舊約的大衛就

像馬利亞，在祂的殿裡面注視祂、求問祂。 

我們上個禮拜的讀經進度，《列王紀下》就講到以利沙

死了，人就將他埋葬了。然後有一群摩押人就打過來，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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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埋葬死人，突然看見一群人，就把死人拋在以利沙的墳

墓裡，一碰著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復活了。你看以利沙身

上復活的大能夠不夠厲害？把死人丟在以利沙的墳墓裡，以

利沙已經死了，他身上使死人復活的大能都這麼強，把死人

丟在他的墳墓上，死人就復活了。我讀到這裡的時候，神就

說：“你們就是要把你自己一直丟在我的身上。”我上

禮拜所講的“眼對眼、口對口、手對手”，當然我自己再加

一個“耳對耳，心對心”，真的，死人就要復活了。 

我以前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覺得不

想起床，後來人家才說那個是輕度憂鬱的一個現象。真的有

時候睡醒我都不想起來，我想到今天所要面對的事情、所要

面對的人就不想起來，然後就覺得如果我可以一直這樣睡多

好。一直睡、一直睡、睡覺是一個逃避。我覺得這些日子更

多的來到神面前，不斷的敬拜，不斷的禱告，尤其過了光明

節之後，我心裡面真的有個興奮，因為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黑夜要到底了。再大的困難，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從

今天開始有一個分水嶺，但是很在乎於你怎麼樣生活，你

怎麼樣活在神面前。真的當你整個心都復活過來，你的

聽力也復活過來，你開始可以聽到神講話了，開始可以

看人都不一樣了，你的世界不是在焦慮裡面，而是你的

世界是在一個平安的裡面，因為你知道神在掌權。  

我舉個最好的例子，我現在回頭看以前才知道，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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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蠻焦慮的，就是很認真的去做，但是很怕事情弄不好，

很怕事情弄不好。我們英文部同工也不多，就那幾個，然後

孩子又不容易照顧，每個人只能分幾個、分幾個這樣照顧，

然後又有大學生，然後又有年輕人，家庭由斯蒂文跟九聘他

們在照顧，常常人手都是不夠，有人去度假就缺了。年初，

就是 3月的時候，完了 7月的時候，安娜去夏威夷，我每天

看她這麼快樂，我就覺得“你還不回來！玩夠了吧？該回來

了吧？”好不容易把她等回來，居然給我得了新冠，我心裡

面真的很忍不住想要把她說一頓，我很想跟她講說：“你的

年輕人已經散了，人都走光了。”我心裡面焦慮，跟馬大一

樣思慮煩擾。 

這一次，我就覺得，當你相信耶穌來掌權，一直歡迎祂

來掌權之後，所有一切的安排都在神的手中，就算你眼睛看

到的現在不好，我就跟主說：“主，沒有關係，我只要繼續

禱告一定會越來越好。”沒問題，我們只要禱告，我一定可

以讓它越來越好，沒有問題的，是暫時的，這個不重要,這

個不重要，這個是暫時的，我要做的就是繼續禱告，繼續來

到神的面前繼續敬拜，繼續歡迎祂的同在。只要耶穌來了，

復活的大能神跡奇事，瞎眼都要看見，瘸腿都要起來行走，

更何況我們那些困難，是不是？ 

這一次，年初的時候，艾倫要去度假，要去渡輪旅行，

我就幫他禱告的時候，我就一直覺得他真是配得一個度假，



30 
 

就應該好好的玩，而且我要禱告他在 cr ui se 不會得新冠，

因為所有去 cr ui se 人都得新冠了，結果就要關在船上的小

房間裡面，我說：“主，他這麼辛苦配得一個度假，讓他好

好的玩，好好的玩，他跟玲要好好的玩。”結果他回來玩得

很開心，又沒生病，我真是太開心了！第二天早上他沒有來

參加我們禱告，他說撥了鬧鐘、鬧鐘沒響，我說：“你好好

睡吧，你就是需要休假。”這就是萬王之王來做王啊！你看

安娜去度假的時候，萬王之王還沒來到我的裡面，我想著：

“你還不回來啊？”她要講夏威夷故事我都不想聽，因為我

就想說：“我的心裡都比你焦急。” 

所以真的當我們在神的面前，一直來到祂面前，我

知道我活過來了，凡事我有盼望很重要。接下來的日子

經濟不穩、政治不穩、各國較勁，所以盼望很重要。我為什

麼有盼望？不是因為新聞怎麼樣，不是因為誰說什麼，因為

這位復活的基督在我們的面前，所以我們大有盼望，阿們。 

2023，整個慕主都要活過來，阿們？我們大家都要活過

來，線上的每一個人都要活過來。 

我們一起大聲來念這些經文好不好？“我實實在在的

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

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阿們？跟你旁邊的人說：“我

要聽見了！”你跟他講：“我要活過來了。”你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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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就要活過來了，阿們？你活過來，所有你摸的東

西都要活過來。如果你是死的，所有你摸的東西都會死。

真的！真的！相信我，我試過。耶穌在這裡，他說：“我實

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一定要告訴你，這是真的，時候已經

到了。”阿們！2023你預備好了嗎？時候到了！2023，現在

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包括

你沒有信主的家人，你一直為他宣告。我知道如果有親人在

國內現在不容易，家裡生病的人，你就用這個神的話來為他

禱告，相信神要賜下復活的大能在你親人身上、在所有你關

心的事上。每一件事，記住不要被嚇到，不要被仇敵的聲音

嚇到。不要一個沮喪的事情，聽到一個什麼聲音，馬上心情

不好。你可以心情不好一下，但是馬上來到神面前。不被分

心，你要認定你的目標——我要跟這位復活的神相交，我不

要跟其他那些黑暗的去相交，我相信我們可以活得不一樣，

我相信有許許多多的門要開始為我們打開，你相信嗎？ 

25 號那天晚上神真的跟我講“加倍的好處、加倍的產

業”，但是我不覺得是給每一個人的，是給那些願意來到他

面前的。阿們？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想留下來，也可以晚上跟我們一起跨年，歡迎光

繼續的進到教會裡面。 

24、25號感恩節一過，11月 26號，我們有整個夜間的



32 
 

守望，接下來就有一個禮拜的下雨。我們這一次，上個禮拜

六我們再一次守夜的時候，我記得那天我們 3: 00 結束，在

會後回饋的時候，米西就說他們看了氣象報告，下禮拜又要

再下一禮拜的雨，加州已經乾旱許許多年了，我在加州已經

住了快 20 年了，我沒有見過一年是這樣子下雨，你有見過

嗎？沒有，是不是？所以雖然不方便，但是我心裡面又存著

感恩的心。 

主謝謝祢，恩雨沛降在我們的當中，但是黑夜已深，白

晝將近。氣象說明天是晴天，2023帶著盼望，我們要活得不

一樣，讓 2022的那些髒東西不再沾到你，你跟主說：“主，

我一切都交給你，一切都放下，一切都放下，我不計較人的

過分，我不計較人的惡，主，我對人要有個全新的眼光，謝

謝祢，因為祢對我有一個全新的眼光。 

好，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我們大家一起站起來，2023，

你跟主說：“主，我要活的不一樣，活得有盼望，我要來到

這位永生神的面前。”歡迎你來到前面，我們一起來敬拜，

求主再來潔淨我們，再來焚燒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