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成為你精彩的一年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利未、聖玲牧師 

2023 年 1月 8日 

（利未牧師：） 

歡迎利未牧師好家人們平安，新年快樂！在這新的一年很特

別，上禮拜天線上上幫我們臺灣的教會，講這個“新年新希望”

和“2023 年新年新希望”，我覺得很特別深，神也安排讓我在

2023年第一個主日，讓我在慕主先鋒教會來講新年第一個主日。  

上次我來分享這 10 個房間的故事，你還記得的請舉手。你

有沒有覺得很有幫助？跟得著？那天結束後，我們牧區一個小家

長說，他女兒竟然回頭跟她爸爸說：“爸爸今天利未牧師講的我

全部都聽得懂，但是他選的那個結尾的回應詩歌好選錯，應該有

一首英文歌蠻好的。”除此之外，我們另外一個牧區小家長的孩

子，跟他爸爸說：“今天利未牧師講的我都聽得懂”，他爸爸說：

“這個 ABC（美籍華裔）竟然聽得懂，表示今天講的道蠻好的。” 

10 個房子的故事講到我們要把我們的什麼？主權，把我們

的主權交給神。你有把你的主權交給神嗎？你們發現我今天有什

麼不一樣？你會發現我沒有帶我的講章上來，有沒有發現？平常

都會有一個講章，一個最能讓我安全的一個電腦，它裏面有我的



 

 

逐字稿。來慕主講道以後我開始訓練，讓自己就要預備逐字稿，

因為我發現我上來一片空白，不知道該講什麼。但是前幾天跟媽

媽在講主日資訊的時候，媽媽給我挑戰說：“利未，你要不要不

要再看稿了！你要憑著信心講。”我想 2023 年，死就死吧！主

權交給神了！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睡覺就跟媽媽留言說：“媽媽，

如果今天我萬一上臺只講 10分鐘，就講完了，你一定要遮蓋我，

你一定要幫我，我真的就是我決定不看講稿了。” 

你願意死嗎？你願意突破嗎？你跟你旁邊說：“你願意嗎？

你願意真的像這 10 個房間一樣，把主權交給神嗎？”你願不願

意？講著很容易對不對？真的來試試看就知道了。所以 2023 年

我覺得對我們的教會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你期待這 2023

年對你來說是一個很精彩的一年嗎？跟你旁邊說：“2023 年將

成為你最精彩的一年！”有些人不喜歡對不對？可能看起來好

像沒有盼望，來跟你旁邊說：“2023年將成為你最精彩的一年！”

阿們！你期待嗎？我期待，“神，我期待這一年我要成為我最精

彩的一年。”阿們。 

一年的第一天我真的就先死了。我真的求主來幫助我，因為

我們最習慣長長的方方框框。今天在敬拜的時候就看到一幕畫面，

“主登上袮聖寶座......”還記得唱的詩歌嗎？你覺得這詩歌是你

心真實的唱的，請跟神說：“神，是我真實的唱。”這樣的人不

多，不多。可是你知道嗎？我在唱的時候我看到一個畫面，我看

到我們在坐雲霄飛車，你知道我是最怕坐雲霄飛車的，從小只要



 

 

是去坐雲霄飛車，我就絕對不會去坐。我覺得神要藉著雲霄飛車

告訴我們：其實你知道神的時間、神的速度是快的，祂真的要做

的時候，實際上是很快的，可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跟上神的速度？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有沒有辦法突破你所有的方方框框，讓

神來帶著你？那個速度不是你能夠決定的，是神來決定的。 

2023年就是我覺得，在一開始，我們就是要先跟神說：“神

我願意，神我願意突破，我真的渴望這一年就是我最精彩的一年。”

你渴望嗎？有一個經文告訴我們，就想到一節經文，我們一起來

大聲的來讀。《哥林多後書》5章 17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

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好，“若有人在基

督裏”，所以在經文裏面很重要的是，你需要在？基督裏，你要

在基督裏。想想，如果不是在基督裏，就在哪里？世界裏，或者

在仇敵手中。“若有人在基督裏”，你常常讓你自己是在耶穌基

督裏嗎？還是你在另外一個地方？在圖片裏，我用了一些地方來

表示，你覺得它看起來像什麼？自己的“己”字，自己的己生命，

那裏面有很多我們不應該的事情，你發現如果你沒有在基督裏，

你沒有在基督裏，這一些事情真的是窮追猛打，一直的環繞在你

的生活當中，這上面寫的你有其中的一項的請舉手。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什麼？新造的人。我們剛剛的經文講

到，“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是一個新的，神給我

們的是一個新的！祂所創造的是一個新的。接著祂講到什麼？舊

有的事情都過去了，而主要使我們都成為新的。所以我知道 2023



 

 

年是個突破的一年，2023年是個更新生命的一年。但有點可惜，

我們本來 1月 24-25日，我們要辦一個“時間生命更新營”，那

是一個突破生命的一年，那是一個很特別的。我說過在臺灣，我

們 2022 年暑假剛辦“生命更新營”，大概會兩年辦一次。我們

教會比較小，新朋友比較少，所以我們大概兩年辦一次，我們有

時候也會有一些外教會的人來參加。 

有一個朋友，是我在火車上給他傳的福音，後來他在臺北參

加了一個蠻大型的教會。我上臺北偶爾就會關心他，問他在教會

生活的如何，我就跟他分享到“生命更新營”很棒，他說：“有

嗎？我們教會生命更新營什麼都沒有，沒有太特別”，他說不像

我講的，我們的“生命更新營”裏面又哭又叫，然後又倒，需要

用很多的衛生紙。他說：“我們教會非常的平淡，好就是像上課

一樣這樣子，完全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就建議他來這邊試試，

他也答應了，所以那一次“生命更新營”就邀請他來。他大大的

遇見神。你知道一個是突破跟更新，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 

當然在“生命更新營”更重要的是幫助我們什麼？舊事都過去

了，舊事都過去你才有可能成為新的！你才有可能成為新的！ 

而我自己覺得在我裏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2022 年對我來

說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年，特別是下半年我來到美國之後。我前幾

天我跟媽媽道歉，對不起，真的讓她受苦了。因為兒子的不成熟，

真的讓媽媽很辛苦這樣子。我來美國以後，我發現真的有很多對



 

 

我來說都是很不容易的，也包含我很多的很錯誤的一些做法。像

上次我在講的，11月我就忽然醒悟，我竟然像一個大兒子一樣，

這樣完全不懂媽媽的心，其實到現在還是不懂她的心，但是也越

來越要進步，越來越要進步。所以光明節那一次的聚會，我覺得

對我來說真的很棒。我跟神說：“神，真的袮的光要完全的進到

我的裏面，黑暗要完全的離開，光明要一直在我的裏面”，所以

在那一次的光明節我就像經文裏的禱告一樣，我說：“神啊，舊

事都過了，就是都過了，這些不要再發生了，我要有一個極大的

改變。” 

當我們這樣跟神禱告的時候，你知道神很認真。在我做的圖

片裏，為什麼在“心”下麵寫了一個“關鎖的園”？《雅歌》告

訴我們的“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我就發現，我雖

然很想讓自己的心像是一個關鎖的園，可是我發現我的心沒有，

我的心真的像雜亂的公園一樣。所以那天在跟媽媽分享，跟她道

歉，我就覺得真的頭腦知道，但是好像心還沒有跟上，但是我一

直的仍然要說：“我願意，我願意經歷一個突破的一年，一個改

變的一年。”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我們真的不要再被過往的這些軟弱

攻擊了！我們也不要再被仇敵轄制，不要再被仇敵轄制了！ 

很特別，在光明節那一個禮拜，我有機會跟教會的兩位談話。

我就發現他們真的有被仇敵攻，甚至於有很多都被仇敵攻這樣子，



 

 

所以我剛好有機會跟他們談，為他們禱告，然後再幫助他們走到

對的位置。同樣的家人們，你我呢？我們有沒有繼續的在被過往

的事情，過往的軟弱轄制住？有沒有可能就像這裏講到的被冒犯

的事情、被藐視的事情、被輕忽的事情，甚至於羞愧的事、失敗

的事，或者讓你裏面感到很遺憾的事、傷害的事，或者你裏面的

一些懼怕、猜疑、嫉妒，這一切有沒有在抓住你的心？ 

2023年我們開始在預備《爭戰得勝之方》，同時也在聽《末

世的位份與機會》，我自己也開始這樣兩篇一起聽，就發現真的

每一篇到都好寶貴。同樣，我也在聽《末世爭戰策略》，江牧師有

一套末世爭戰策略，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很棒。它裏面特

別有講到一些真實與虛晃之戰，很多事情對我們來說，所帶來的

感受是什麼？是真實的，可是事實上，在神的裏面是什麼？是虛

幻的。仇敵常常藉著一些事情要影響你我的心，這些看似是真實

的，那些過去的事情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但是在神國裏面是

什麼？虛晃的，它是已經過去的。當我在基督裏，我就是新的了，

這些舊的對我來說都過去了，㸰不能在我裏面轄制了，不能在我

裏面控告了，不可以了！但是你會發現我們常常是這樣，特別是

在夜深的時候，常常會去感受自己的感覺，去舔傷口，繼續在那

邊很傷心。所以你會發現每次越黑，越在晚上的時候，你就會發

現失敗的、挫折的會更多的在你裏面縈繞......不！我們應該跟神

宣告什麼？舊事已過都成為新的！阿們！ 

有一本書叫做《你很特別》有看過嗎？這本書我很喜歡，它



 

 

裏面寫到的主角胖哥有很多的缺點，很多的問題，生活在唯美克

族。這個族群的人他們很喜歡這樣一件事：如果你表現得非常好，

我就會給你貼金星。但是像胖哥的身上很多的缺點，就常常被貼

很多灰點點。當你可能又失敗了時，有人就會把你身上的金星撕

下來，給你貼上一個灰點點，所以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標記。

而胖哥最慘，他的身上沒有任何一顆金星，全部都是灰點點，即

便他沒有做錯事，可當他到外面一碰到人，對方看到他身上都是

灰點點，就再給他灰點點。 

有一天胖哥遇到一個很特別的人，名叫做露西亞，在她的身

上沒有任何標記，也沒有金星，也沒有灰點點。有些人看到她身

上沒有金星，就想給她貼一個灰點點，但是一貼就掉了；有的人

覺得她好特別很想給她貼上一個金星，一貼也就掉了。胖哥覺得

這個人好特別，他好羡慕，就去問了她。露西亞就帶胖哥見了一

位木匠，原來露西亞每天都來到木匠這裏，木匠每天就幫她在整

理，不管任何人貼在她身上的金星、灰點點，一切都除去了。胖

哥從此就知道了。 

你覺得這故事告訴你我什麼？很多時候，我們在職場上，我

們可能會遇到高興的事，我們有可能遇到不高興的事，可能遇到

人家跟你誇獎的事情，有可能遇到一些不好的，如同金星，如同

灰點點......我們有沒有可能，每一天我們來到創造我們的阿爸父

面前，來到祂面前跟他說：“主，我把這些交給袮，我不讓這一

些事情都在我的身上存留。” 



 

 

當我在預備資訊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為什麼我發現自己

越來越不對，我來美國是為了來幫媽媽的，可是我真的越來越沒

有辦法幫她，甚至常常傷媽媽的心，我真的發現我讓這一些很多

錯誤的東西一直在影響我，一直在影響我。所以我真實的跟神說，

也跟媽媽說：“2023年，我會被恢復，恢復神創造我的樣子！我

應該是一個全新的！” 

同樣有一節經文，我也很覺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們來看

這一節經文好不好？我們大聲的來讀《腓立比書》3章 13-14節：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同樣的這裏又一次的，再次的講到我們要

怎麼樣？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我曾經在 2022 年有一次我去為一個代導者禱告，我也不知

道為什麼就是有個感動，那是在 Henry牧師的聚會裏面。我就有

感動，我就請人幫我跟 Henry牧師說：“我有感動再去為一個人

禱告可以嗎？”然後 Henry牧師說：“可以”，我就去為他禱告。

我一禱告的時候，我就一直覺得他裏面有一件事情，他裏面有一

件事情卡住了。然後我就去問他，他說沒有，剛好 Henry牧師那

時候要講話，我就回到我的座位。聚會結束後，他說兩兩禱告我

還是有感動，才去找他，我就跟他說：“對不起，我還是覺得我

還是想起請你一起禱告一下。”後來他真的安靜，他很謙卑的安

靜下來的時候，他說真的不知道幾年前發生的事情，雖然感覺已



 

 

經沒有在他的裏面，可是事實的確在他的裏面影響了他。他說這

件事情他想到現在還是會影響他，可是他一直竭力使自己忘了，

不去想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家人們，這個“忘記背後”重點還有一個地

方是什麼？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你想想看原本的事情，你的失

敗點在這個地方，你如果常常往前走，又回頭，你就跟它還是很

近。但是當神說，孩子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你就開始一直往前走

了，不再去管它了。這件事情離你就怎麼樣？越來越遠，越來越

遠，它就真的不在。但是你會發現我們常常不是這樣，我們總是

就這樣走兩步，就覺得我能夠嗎？我沒有辦法吧，我還有這樣子

的事情，我又往後退兩步，過陣子我覺得我好像被復興了，被這

個特會幫助了，我又走 5 步......想一想，好像這個過了我卻又往

回走了。跟你旁邊說：“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你應該往前走的！

你應該往前走的！”忘記背後努力面前是向著什麼跑？標杆！

向著標杆直跑，朝向耶穌基督，我們要一直往祂的方向去，向著

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招我來得的獎賞。你渴望

嗎？你想要獎你想要獎賞嗎？ 

當我在預備這個資訊的時候，我就在禱告的時候看到一個畫

面，就是這個畫面我可能沒有辦法表達得很完整，畫得很完整。

就是我看到一個人，其實神一直希望把我們拉到神的光明的裏面，

神的光明的裏面，但是我們卻一直讓自己在哪里？黑暗裏面，這

個己讓我們一直在黑暗裏面，這些事情一直讓我們在黑暗裏面。



 

 

家人們，我們應該到光明的地方去！所以我真的感謝主這次的光

明節，我覺得救了我，救了我。在這一次的光明節我跟神悔改，

我說，主我真的太容許我自己在黑暗裏面，我容許我容讓這些事

情一直都在我的裏面，我沒有讓我自己在光明當中。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得的獎賞。想到這獎賞，我常常會

喜歡用一個故事，就是《馬太福音》25章裏面提到的論恩賜獎賞，

一千兩、兩千兩、五千兩。我們都知道神給一千兩的是什麼？哀

哭泣恥對不對？但是兩千兩，神跟大家講的是什麼？獎賞。五千

兩的講的也是什麼？獎賞。有一次我在讀的時候，我就覺得那一

天不知道為什麼興致來潮，那天我就在一個一個的書數字數。我

就發現兩千兩、五千兩講的一模一樣，一字也不差。它就怎麼說，

我們一起來讀：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而那

一千兩很可惜！他把一千兩埋起來了。這指的是什麼？是你我的

恩賜。你覺得你不太有恩賜，比較像一千兩的請舉手，或者不到

一千兩的，雖然《聖經》上沒有不到一千兩的，你覺得你就像一

千兩，或者不到一千兩的請舉手。太好了！不多哎。我們教會真

的都是兩千，五千的。跟你旁邊說：“你要發揮兩千跟五千兩的。”

你看聰明哦，先問一千兩的，大家就不會舉手，大家就都是兩千

跟五千兩了。好，所以呢，你就要發揮兩千跟五千。我跟你們很

實在的說，我是一千兩的。我很多都不會，所以，我從以前就很

羡慕有些像語文天才精通各國語言，語文對他來說太容易了；有



 

 

的人家是天才，很多事情都會做。我記得，我剛來第一次分享的

時候，我就說我不會做菜，下麵就有人說：“啊，那不會學做菜

啊。”你知道，這對我來說是很難的；還有些人可能是什麼藝術

天才，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像剛剛講的書法，樣樣精通。很多人

都有不一樣的才能。我真的發現自己生命裏面有很多不會，我很

多都不會。這幾個月來我嘗試看著食譜，也學人家說看 YouTube，

我去看了 YouTube，看了 10遍，做還是不會做。真的不會，不會

就是不會，想學，但學不來，我就像一千兩的。可是神很特別！

我會把一千兩向五千兩的去轉，棒不棒！我會把我的一千兩拿去

用成幾千兩？五千兩。 

早上你有上那個“火熱的敬拜者”請舉手，你有線上上、或

者你在實體的。好，你有聽到媽媽講斯琴法對不對，還有講到我。

你知道，我小時候，江牧師跟我的母親建議說，讓我去學音樂班。

所以，我每個禮拜就去上音樂班，其實也沒有在做什麼，就是唱

歌這樣，然後很快樂。但後來江牧師要到新竹，所以我媽媽就不

會管我了，就沒有讓我參加了。然後我到新竹跟了江牧師以後，

江牧師就有一次跟我說：“利未，教會未來有機會要斯琴，你去

學琴好不好？”我就強迫自己去學了一年的琴。早期的錫安堂，

我們是弄像管風琴一樣有兩排的鍵，然後下麵腳還要好幾個一排

的這種踏板，就這樣彈琴。所以每次聚完會會後追求，我就會去

接手江牧師的，然後就幫她彈這樣子，那種比較還好。然後，有

時候教會需要安排你斯琴嗎，因為斯琴的人少。你知道，我都會



 

 

跟領會說：“提早一個月給我，不能臨時換歌。”然後我就在那

個月猛練，我是這樣學過來的。可是你知道嗎？就在教會這樣子

學了一年琴以後就開始斯琴，一年後我就在教會開簡易斯琴班，

開始訓練人。今天媽媽講完以後，就有人打電話跟我說：“利未，

聽說你要開斯琴班，我想上這樣子。”然後我就想到零幾年我來

慕主，我那次也教了一些人。如果有人認識鵬飛就知道，他從不

會彈琴，哆來咪發嗦都不知道的，只上了 4堂課就可以斯琴。我

也只開 4堂課。 

你看，我們這種一千兩什麼也不會。但是，我們願意把我們

的一千兩給神使用。我們常常覺得不夠、不夠，我們不夠格、不

夠格、不夠格、不夠格。是，我也覺得不夠格。但是只要神需要，

我就迎上去了。你願意嗎？當教會需要，我不管我怎麼樣，就像

我今天一樣，感謝主！還可以講到現在。不管我覺得我能夠講到

多少，我就決定我迎上去。“主，我的面子不重要。主，順服是

重要的。主，我真的失敗了不重要。主，我能夠學習順服是重要

的。我要討你的喜悅是重要的。我要懂你的心是重要的。”阿們！         

真的只有 Rosa 最懂神的心，安童牧師在我臺灣的教會跟我

們講“阿們”是很重要的！他說：“當講員在講資訊的時候，當

你一講‘阿們’的時候，那個道就進到你的裏面了！”你要不要？

你跟旁邊說：“不要忘了講‘阿們。’”所以，你知道那一次安

童牧師講完了以後，對我們教會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們開始講

“阿們！阿們！阿們！”“這是我要的，這是我要的。”你要嗎？



 

 

一起說：“阿們！” 

你知道嗎？當我們願意把我們自己擺上，即使是那看似是不

好的，誰知道它到底怎麼樣呢？還記得那個有罪的女人拿了什麼？

香膏。她知道，這是她獻上的極珍貴的哪噠香膏，獻上給主。同

樣的你我的裏面，我們有沒有這樣呢？ 

臺灣 18歲可以考駕照。當我 18歲的時候，江牧師跟我說：

“利未，有一天教會可能會有福音車。你要不要去學開車？”你

知道，在當時我的家並沒有車子，所以就算考到，對我來說也不

會開，以為家裏沒有車。可是江牧師跟我說：“以後教會可能會

有福音車，你去考駕照。”我就真的聽話，去考了。考出來其實

也沒有用，因為我家裏沒有車。可是很奇妙，92年江牧師來美國

拓荒，之後她回臺灣的那段時間，我就有機會當她的司機，去跟

人家借車，開著車，然後載她去到處服侍。我還記得那時候因為

沒有 GPS導航，臺中的一個聯合特會邀請媽媽去服侍，那是在臺

中的某個山上，我找了地圖，真的不知道怎麼辦，結果就這樣開

到墓地去了。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然後趕快禱告“主真的幫

助我們”這樣子。你看，神都知道未來的事情，只要你願意。只

要你願意，沒想到那時候就能夠成為真的是一個幫助。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禱告。請你閉上眼睛跟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在我的裏面還有哪些過往的事情糾結著我，抓

住了我？”你有領受到的請舉手。好，請放下。請你跟著我繼續



 

 

禱告：“親愛的主耶穌，我要怎麼樣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你有

領受到的請舉手，感謝主。好。我們請繼續來禱告：“親愛的主

耶穌，在 2023年你想送給我的禮物是？”你有領受到的請舉手，

感謝主。我們睜開眼睛來看這一節經文《詩篇》19篇 14節，我

們一起來讀：“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

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我常常跟神禱告：“主啊，

真的讓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袮面前是蒙悅納的。” 

你知道在教會裏面最害怕的是什麼？傳舌。在教會裏面最害

怕是什麼？批評論斷。在教會裏最容易聽到的是什麼？八卦的事

情。而這些事情都在傷害神的家，你知道嗎？真的太多八卦的事

情。06年 07年那時候，江牧師在臺灣辦第一次內在生活的一個

特會，那時候我是負責接待跟總聯絡。我那時候就接到一通電話，

他說：“弟兄，我想問你一件事，聽說這一次特會江牧師的先生

跟兒子有來。”我說：“啊？你說什麼？”他說：“對呀！有人

跟我講說江牧師的先生跟兒子有來。我有機會在特會中看到他們

嗎？”我說：“哈？你說什麼？”這很誇張，可是，他都已經是

轉手聽到的了。你我聽到都會哈哈大笑，覺得怎麼會有這事呢？

那你我會這樣嗎？ 

去年更特別，去年的年底我接到消息，有人跟我講說：“聽

說江牧師過世了。”我說：“啊？你說什麼？”他說：“對呀，

江牧師過世。你不知道嗎？”我說：“啊？真的我不知道啊。”

我還打電話到美國說：“真的嗎？”太誇張了。而且他說：“已



 

 

經很多人都知道。你怎麼不知道？”跟你旁邊人說：“我們太閑

了。”你想，這些事情怎麼會變得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很多很閑

的人在傳嗎？不是嗎？搞到我還說：“真的嗎？” 

那我這次來也有消息，我就接到一個消息：“聽說利未牧師

跟李群牧師不是慕主的，不是慕主先鋒教會的牧者。”還好幾個

人跟我講：“聽說你們不是慕主的，你們在做的是你們自己的事，

不是慕主先鋒教會的事，你們慕主傳出來跟我們講的。”哇？這

怎麼追啊？是誰呢？你知道，如果我們真的明白，請問神在八福

裏面有一句話怎麼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有沒有人知道

下麵說什麼？“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女”。你是神兒女的請舉手，

不敢舉手了，對不對。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當我聽到一

些事情，我們常常覺得說，不好意思跟他講，明明他錯，也不敢

糾正他。你知道我們常常在做這樣的事情，我們沒有做使人與教

會和睦，使人與領袖和睦，使人與牧者和睦。我們聽到事情常常

有時候就過了，甚至我們還變成第三手傳出去，“誒，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呦......” 

我們真的太閑了！所以我們才去傳舌。你有沒有辦法跟神禱

告：“主，讓我口中的言語在你面前是蒙悅納的，是你所喜悅的，

讓我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是蒙喜悅的”。如果我們真的把你攤開

來，你的心攤開來，你有沒有辦法敢見人？你心裏有多少嘀咕的

想法，“看到你就討厭，還好你都不知道”。主啊！真的願我口

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袮面前是蒙悅納的。好不好？家人們，



 

 

我相信在慕主先鋒教會沒有一個傳舌的，阿們，在我們的教會每

一個人都是敬虔愛主的，我們教會沒有八卦事件的。阿們。所以，

我剛剛說的都是別的教會的。 

我想最後用兩段經文，這一段蠻長的，可是我聽了末世教會

的位分與機會第 4講的時候，裏面有一個感動，就像這裏面講的，

我們一起來讀《哥林多前書》12 章 12-15 節：“就如身子是一

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乃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

樣。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

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身子原不是一個

肢體，乃是許多肢體。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

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我想這一段我們很容易知道：我

們都是一個，我們都連接於誰？耶穌基督。我們不可分開。所以

跟你旁邊說：“不要離開我，我們是一起的。”接著下麵 12 章

16-25節講到：“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

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設若全身是眼，從哪里聽聲呢？若

全身是耳，從哪里聞味呢？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

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體是多

的，身子卻是一個。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

對腳說：‘我用不著你。’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

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

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



 

 

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你知道在教會中的前行，我們向著標杆直跑，這跟一般的賽

跑不一樣的。我曾經看過一個影片。我覺得真的像教會的賽跑。

它在講到什麼？有一群的人他們在比賽。在比賽的當中忽然有一

個人跌倒了。知道這一幕很特別，所有在前面跑的人立刻轉身回

來攙扶著他。最後，大家手牽著手一起的迎向終點站。感不感人？

這是教會的奔跑。所以跟你旁邊說：“我會顧著你的。”你知道

嗎？你不要常常覺得說：“我很軟弱，我還是離開教會好了；我

很軟弱，我跟教會好像格格不入；我好像比較特別，我跟這教會

格格不入。”這都是仇敵的詭計，牠要使你我好像遠離教會。不！

教會不應該是這樣。我們是什麼？一起的往天路行。每一個人有

不同的恩賜，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功能。所以，當你覺得你好像不

如人的時候，並不是你不如人，因為神給你是另外的功能。阿們。

所以跟自己說：“神給我是不一樣的功能。”所以，我們不要在

眼睛看別人了。待會跟你講這個故事，我們繼續往下。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一定要除舊佈新。你一

定要除掉舊的。而舊的就是什麼？錯誤的羡慕。除掉錯誤的羡慕。

好，我們來讀這一段好不好？神對馬緹娜牧師說：“我造每一個

人是不一樣的，我會用你能明能夠明白的方式來向你顯現，或和

你說話。你要接納你自己，才能接納別人，接納自己與別人是不

一樣的。不要去跟別人比較，不要總是羡慕或是嫉妒別人，而自

己一直受壓，要感謝神對你的創造，神對你的創造是獨特的。你



 

 

要為所擁有的歡喜。錯誤的羡慕容易使仇敵來攻擊你，使我們常

常有錯誤的反應，不懂得享受神已經給我的：一份與別人不同的

優點，正是神所要使用的。神給每個人一條命定的路。你只要好

好的走就是一百分。因為神給你的是最好的！”阿們。再說一次，

因為神給我們的是最好的！再說一次，因為神給我們的是最好的！ 

有一次我在為一個弟兄禱告的時候，我就看到一個畫面，後來我

就跟他分享。我看到一個畫面：這位弟兄，他就是手扶著欄杆一

直在看一棟前面的房子。他就在看，好羡慕，好羡慕。 

他的心裏就在想著說：“主啊，為什麼這不是我的？為什麼

這不是我的？”他的裏面不是只有羡慕，又生出很多的嫉妒，甚

至於生出了懷疑，生出了苦毒。他就在那邊看。然後我就問主：

“主啊，袮怎麼看？”我這樣在為他禱告的時候，忽然鏡頭往後

拉，我就看到一幕：主耶穌就在旁邊一直在叫他：“孩子，孩子，

孩子......”但是他沒有聽，因為他的眼睛一直在看圍杆裏面的房

子。“主啊，為什麼不是我的？為什麼不是我的？”然後我就看

著主在對他說：“孩子，你看，你看。”我就看主耶穌指著另外

一個地方。我從主耶穌的手指著那個地方看過去。哇！更棒的房

子，更棒的房子。原來神給他是一個什麼？更棒的房子。但是他

裏面怎麼樣？他沒有去回到神的裏面知道。他一直在抓著欄杆，

他在看，說：“主啊，這為什麼不是我的？我好想要這個房子。

我好想要。” 



 

 

家人們，你我有沒有可能有時候是這樣？我們在抓著我們想

要的，可能是職場，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時間，可能是

你的權利，也可能是你的生活，也可能是你的服侍。你渴望，你

有你的渴望，你想要，你想要，你覺得這是最好的，最好的。可

是你沒有想到，神要給你一個更好的，更好的！我覺得除舊佈新，

2023 年神要讓我們過一個精彩的一年，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

是我們要除掉錯誤的羡慕。我們要真實的明白：“神，袮要我做

的，袮要我所知道的，袮要我看的。”這也是我對我自己說的。

我相信神給我的是最好的！阿們。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我們很渴望除舊佈新。而你在新的

裏面你一定要開始走上穩定的，跟神連接的生活，也就是內在生

活的重要，絕對不要忘記了。我們在一個很寶貴的教會裏面。你

知道我去國外服侍的時候，好多人說：“你在這教會，哇！你好幸

福啊，你好幸福。”你問你旁邊的：“你幸福嗎？你有感覺到幸福

嗎？你有感覺到身為教會的人是幸福嗎？有嗎？”是，我們應該

好幸福，我們好幸福，我們好幸福。你知道在國內、我們外面有

多少的人在聽江牧師的資訊，多少的人？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師

母跟我說：“你可不可以去我們教會服侍。”他們教會有 1000多

個人都在聽江牧師的資訊。我說：“你們教會在哪里？”他說：

“我要坐車到蘭州，然後從蘭州要換 5種車，才到他們教會，就

在一個山裏面。”5種不同的交通工具要到他們山裏面這樣。他

們教會有 1000 多個人全部都在聽江牧師資訊。他們好渴望有人



 

 

能夠去幫助他們。跟你旁邊說：“那是你嗎？” 

你知道太多人覺得我們真的太幸福了！而你有沒有幸福感？

有嗎？你常常覺得你在這邊很幸福嗎？你們不是電視兒童，你們

應該說：“很美滿！” 幸福嗎？很美滿！而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當神沒有帶領我們出去的時候，有一個地方是我們記得的，

也就是我們的基本的產業一定要守住，好好的讀神的話語。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14章 21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

要向他顯現。”而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就是什麼？有了主的命令就

遵守的。你知道慕主先鋒教會是一個行道的教會，阿們？我們的

媽媽給我們的一個榜樣，就是聽了神的話，我們就勇敢的去做。

是嗎？你有這個 DNA嗎？有了神的命令就去遵守，不管多麼的難，

多麼的不容易，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 

前幾天我晚上半夜 2點多忽然就醒來，我通常知道我半夜醒

來絕對有事，我就睡不著，就在那邊安靜等候，大概一陣子好像

3點多，好像開始有一些畫面就進來。然後我越看那些畫面我就

開始在哭，我覺得那是神對我說的話，祂就是在鼓勵我！就是今

天講的一些道：“忘記背後”！“忘記背後”，我一直在讓自己

活在過去那些不喜歡、痛苦的裏面。我沒有辦法走出來！你知道

我 2022 年跟江牧師講了兩次，我說：“我要回臺灣，我要回臺

灣，”可是 2023 年我要告訴自己，我不再跟她這樣說了！我要



 

 

陪著媽媽，我要陪著她，我要真實成為她最好的副手。 

神的話，禱告城牆，你知道禱告城牆很重要!守著！守著！

值班的人是不可缺席的！以前我們在當兵的時候值班是很重要

的！站衛兵是很重要的！你知道禱告城牆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的！很重要的！而我們的禱告是有大能的！阿們。是可以改變的，

阿們。我希望有更多的見證從我們的教會出來！剛過去的這個禮

拜，我們聽到一個很好的見證：我們的牧區有一個姐妹，她有腫

瘤，然後幾個禮拜前我們去為她禱告，禱告之後我們感受到神要

醫治她！神要醫治她!結果前幾天她去看醫生，醫生跟她說：“腫

瘤不見了。”哈利路亞！但我們希望她再一次去的時候，我希望

她能夠來做見證。看！就是這麼奇妙！就是這麼奇妙！我們的禱

告是有大能的，阿們。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別忘了我們走天路的左腳右

腳！我發現在我們的生命裏面，常常我們忘了等候跟讚美。我真

的鼓勵你，如果你忘了，你真的要回頭去聽！無論讚美，無論等

候，《讚美》的四篇和《等候神》的七篇都是非常寶貴的，你真的

要再去聽聽。 

最後一個經文想跟大家祝福，我們一起來讀，《提摩太后書》

2章 21節：“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

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真的抱歉，今天我有一個好戰友，我們的聖玲牧師，她待會



 

 

要來上來給我們做分享。我想我把時間留給她，我再講我就沒辦

法了，我們一起拍手，我們來歡迎聖玲牧師。 

(聖玲牧師：)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蠻有趣！“戰友”的意思就是我們是一

個團隊。我覺得其實他講得非常的好!我剛才就在想“忘記背

後”,背後要忘記！舊事要忘記！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舊事是不

一樣的；“努力面前”，我們要跑，神吸引我們的那個管道也是

不一樣的。我想就用這兩個來講。 

以我來講，我在這裏信主受洗的，大家都知道我的故事了。

其實你知道嗎？我以前就是“菟絲花”，我還有一個名字叫做

“關在籠子裏的金絲雀”。我不是關鎖，而是關在籠子裏了，因

為我都覺得我很可憐，沒有人瞭解我。其實大部分都是以為我是

3型，如果 9型人格你認識的話。我自己也覺得我是 3型，大家

看我的外表，看我的做事的方式。我很感謝我們家女兒，她很有

智慧一直點透我：“媽媽，你知道你常常不在乎什麼叫做成功唉！

你每一次最在乎的是愛不愛唉！” 我覺得這是對的。 

我後來就知道，原來“舊事”，很多的舊事是什麼？我糾葛

我裏面的什麼東西，我有沒有被愛？我有沒有被接納？其實我是

一個非常有病、有罪的那個女人，我後來真的知道我是有病的，

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人。所以我非常在乎我有沒有被愛？我有沒有

被接納？所以你叫我做事也好，你不叫我做事也好，我只要不健



 

 

康都有問題。所以等於是我自己去拿人家的刀傷我，或者是別人

傷我，都有可能。 

所以剛剛利衛牧師特別講“聖潔”，我想特別強調是聖潔，

我覺得聖潔指的是健康，就是健康而已。所以不管我們是哪一個

型，都是神造的，ok？所以我就想：我到現在我覺得我真的是越

來越健康了！不只是腳越來越健康，整個人越來越健康，到底是

什麼讓我一直可以奔跑往前呢？忘記背後呢？感覺依舊存在呀，

我生活裏面還是很多感覺，覺得自己不被愛啊、別人不了解我啊，

別人總覺得我能力很好，可能五千兩。但我根本不在乎我是多少

兩，因為我沒有國度觀，我只想要被愛......這是以前的我。可

是當我回到裏面，回到關鎖的園的時候，我才發現：我最想要的

愛原來在這裏。當這一件事健康了以後，其他的才能就發揮出來

了。因為神造我本來就是愛人的人，神造我本來就給我一些能力

的。你我他不止我一個，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所以不管 1000兩、 

2000兩、 5000兩，我想要說的就是一定要健康！這樣子我們才

會是一個團隊，我們才會在基督裏，我們才有辦法變成新造的人，

我們才有辦法看到旁邊的人，他在不健康的反應裏，我們可以包

容他，我們可以明白他，我們可以扶他一把，因為我們都是從不

健康走到健康的， 

所以今天我想很快的就要說：“我原來的夢想很有趣，我要

生 12個孩子，我只想做接線生，我只要活到 50歲就好。”其實

我已經 58 了。我覺得這些夢想沒有認識耶穌基督的時候，它其



 

 

實都是一些……我不能說它好或壞，我只能說它就是一個很小，

利衛說那叫“小眾”，我的世界裏面就這樣子：我、愛情，你儂

我儂，然後你跟我彼此相愛，就這樣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鼓勵琴與爐！琴與爐對我而言，讓我如魚得水！因

為我覺得只有在那個狀態裏面，我不用腦我不用動手，我只要把

我的心對著耶穌，敬拜祂。我好快樂！我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就只有看見祂！我覺得那就是我們的受造！然後你被滿足了

以後，再去做事就可以了！大家不要以為我這好像很有野心，沒

有沒有，其實我就是這樣的人。吃喝玩樂活到 50 就好了，甚至

有一次我在異象中看到我頭髮是白的，我 49 歲那一年，我就哭

了！我說：“主，為什麼要活那麼久？”神就告訴我說：“因為

我要在你的身上，讓世人看見我的恩慈與憐憫。”我現在明白了。

我很期待 2023 年一定是更精彩的一年！我回頭看，我很感謝利

衛牧師，叫我講一下，神到底怎麼使用我的？我回頭一寫下來，

他說：“你怎麼寫那麼多頁？”我們快速來看，2022年，神在我

這個沒有產業觀的人，可是比較健康之後，持續在這健康路上跑

的時候，祂使用我做了哪些事？我們來看一下，我把它叫做《神

國曆奇：聖玲奇遇記》，從 2022 進入踏進 2023，所以我會更精

彩！ 

剛我講了我從我自己的世界，開始進入神的國度。所以有時

候你們會覺得我表面上好像付出很多，但是沒有沒有。是我裏面

有個世界被打開了，我好快樂，我活出那個受造的快樂了。所以



 

 

第一個，大家知道我 2022 年被艾利牧師，我特別在我牧區寫了

一個字，叫做渴慕的“慕”。每一個人只要活到神面前有個渴慕

就可以了，不要做墳墓的“墓”。不要做墳墓的“墓”，要做渴

慕的“慕”，就這樣我很感謝神的恩典是什麼？我曾經要被告知

要來做案例分享，我逃跑了，神還給我機會，教會還給我機會，

這個是恩典、是憐憫。而且我以前可能做錯很多事，因為我不健

康，可是神再給我機會，所以我現在其實就只想帶著羊，帶著所

有的人，我們一起去敬拜神，一起讀神的話語，一起好好操練內

在生活。因為回到裏面關鎖的園，我健康了！我以前花很多時間

的關懷，可是因為我自己的人就會很混亂，做的事很混亂，所以

別人就很容易誤會我，我也傷了人，這也不是我故意的，可是我

覺得後來這一次我再牧養，我把人怎麼樣？扎扎實實的帶到神的

面前來，讓他自己去遇見神。阿們。 

第二個很有趣，在教育這件事情也很有趣。我現在又居然去

做北加州中文學校副會長。這一定要跟你們提一下，是人家來找

我的，我還不想要。我後來知道我為什麼不想要，第一個，我在

這個你儂我儂的家庭裏面，我的家現在變成屬靈大家庭，就好了。

我以前從世界來，我知道我以前在世界如何跌倒，我很害怕，所

以我也不要，真的不要。但是就像剛剛利衛所講的，媽媽的 DNA

都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就仰望，一仰望裏面有負擔，我說我要印

證，我就給我們屬靈母親，那時候我就請遊哥和小於師母幫我仰

望，答案都是“嗯！”所以我就跨進去了。我覺得會害怕，可是



 

 

我一樣再回到裏面去仰望，我就發現原來現在的我已經是新造的

人了！舊事已過，都不一樣了！我的反應不一樣了，即使我再回

到世界，我裏面有一個世界，因為我會回到裏面了！我覺得好訝

異，而且當我現在跨出世界，看到的時候，我覺得，哇！其實好

多好優秀的人在那裏。有些是基督徒，有些不是基督徒，因此我

裏面的對福音的負擔更大的打開了。我都沒有想過，明年居然我

還要再設一個“華語文中心”，我就想：“主，我為什麼要設立

華語文中心？”Henry牧師還有一次的印證，我就發現原來當初

神呼召我做“愛飛揚”的時候就是說，要跟宣教士同站立的，所

以那些特別講英文的宣教士，他有需要一個中文的能力的時候，

我要跟他同站立。所以不管 Henry 牧師的家庭或者是我們 ONE 

ELEVEN的家庭，其實我知道我們要同站立,以後有一些還沒有信

主，說我要信主的家庭是講英文的，想學中文的，就會有一個平

臺把我們結在一起！主，原來這是袮美善的心意。 

我們再來看一下，在 2022 年，其實我這次還回到臺灣做了

一件事，就是回臺灣去探望在教育山頭的新婦。我就問神：“策

略是什麼？”“回應！新婦要回應、去回應的，想在校園裏面禱

告祭壇的。”我說：“好！”就這樣講出去了。回應的就十幾間

學校，北中南東的，所以我就去做了。我跟你們各位說一件事，

每個人都有他的習慣，大家不要看我很勇敢，順服是需要付代價

的！什麼代價？代價是其實我是不敢一個人去旅遊的，我是永遠

要有伴的，我是需要愛，我要有伴的。我們以前說：“惡人沒膽。”



 

 

其實我是屬於那種惡人沒膽型的，可是為了耶穌，我都沒有找任

何人，讓他一定要陪我要幹嘛，沒有！該去就去，雖然最後是有

人有感動陪我一起去，我們玉林老師陪我去，但是我的心智是：

耶穌你要我去，我願意突破。而且在去年的走訪裏，在每一個學

校都看見神各樣奇妙的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說細節，我就看到

神國立起。 

就像剛剛史蒂文牧師講，你知道嗎？今天早上，我們幾位都

是早上 5:00就起來，因為 5:30就有聚會了，全國教育的新婦集

合了。好，這是媽媽傳承在我們身上，所以有的人你可能是對教

育，有人可能是在職場，有人是政治，都不一樣，可是我們只要

跟著而且再回到裏面，神對我們的一切的呼召。 

還有一個什麼？屬靈的家！跟各位講，我回頭看 2022 年，

我一個常常會覺得不被愛、常常受傷的人，現在還是常常有這種

感覺的時候，可是我有路走，我回到裏面了。我為什麼特別讓大

家看這個？因為我知道我的狀態，現在只看這張圖就都知道這是

神改變我的新人。以我的個性，就會覺得照片給人家看有什麼關

係嗎？沒有關係。可是現在，我會想到我的家人可能比較不喜歡，

所以我就幫他們貼個圖，我跟我的婆婆也非常好。 

可是今天我要講的最大的重點就是我的母親。你知道內在生

活幫助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到現在感恩、感恩再感恩。就是在我

母親還活著的時候，我跟她和好，我跟她還親密。我有一段日子



 

 

一直每次回臺灣就是為了去看她陪她，以至於最近很有趣，她被

主接回天家，還有一些奇妙的經歷，我裏面一點遺憾都沒有，一

點遺憾都沒有。我不只知道我要在天家見到她，我感恩我在這樣

的一個生命過程中，與她有許許多多一起經歷神的奇妙見證，所

以我跟我弟弟即將回臺灣辦一個追思禮拜，我就知道那是一個榮

耀的禮拜，因為我們在那裏都遇見神。我跟我婆婆感情也很好，

打電話來都是跟我聊天的。 

所以一個人變了以後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你會發現連包括

什麼也不一樣了呢？我的學歷其實也是不錯的，我不只是雙碩士，

我後來是神開啟我才明白，我本來已經進博士班了，可是老公說

要走了我們就走，學歷本來對我就沒關係。但是當我健康以後，

我發現神在開啟我是什麼？每一張名片、每一個經歷，在神國裏

就會打開一扇門。因為像我到高科大受邀演講是用我另外一個身

份，我在不同地方可以做不同的演講，是因為我不同的經歷，那

都是神在我這個人身上所放下來的造就，只要當我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時候，我向著標杆直跑的時候，我就發現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在想說，我真的是鼓勵，我們真的在一個非常好

的屬靈的家。我以前的經歷總覺得說：“算了，反正大家都不愛

我了，也不了解我了，我自己來吧。”所以我已經習慣自己來，

可是我現在不！我知道我有家，我有天父愛的家，我也有我肉身

的家，我會在這個裏面學習，學習怎麼相處，我可以從一個刺蝟

開始要學習怎麼樣成為一個健康的人，蒙愛的人。 



 

 

“奔跑”是什麼？奔跑就是琴與爐。琴與爐對我來講，不是

今天在教會這個場子，在馬哈念這個場子，是我每天心裏的狀態，

是我每天心裏的狀態。早上媽媽在說：“要永遠敬拜祂！”當然

我要永遠敬拜祂，在那個狀態裏面我就已經回到天家了，我就每

一天可以過一個真的是又輕省又快樂的日子，然後走出去的時候

再跟著我的良人去祂要我去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真的來講這樣的

一個經歷不是只有我，是我們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 

今天我們早上在跟著教育老師們特別一個聚會的時候，我前

幾天仰望的時候，在集體仰望就是三個出現：影響力！我們每一

個人都是有影響力的人，以前像我非常強大，影響的可能是負面。

我弟以前說我，如果要死，我可能也把一個人拖下去也死，那我

很有影響力。但當健康了以後，我就到這邊來了，我就變成光明

之子了，所以我也開始可以扶持更多的人，因為我瞭解為什麼他

在黑暗裏？為什麼他這樣的感覺？因為我走過來。說只要他信任

我，我們就一起走，所以連我們琴與爐連下一代的也是都一起走！

所以我真的說，你看我們是團隊合作，所以有人說單聖玲講話要

講很久，不知道講到什麼時候？你會發現我改變了！我改變了！ 

所以也許這是以前的我，是事實的我，但它不再在我身上了！沒

有關係，關係好才敢講這個話，對不對？而且祂每次都看到不同

的新造的我們。阿們。 

（利衛牧師：） 



 

 

用這一首歌我們一起起立好不好？我們跟神回應。主，我們

真的是身體、我們全人要獻給袮。 

所以好不好？你真的渴望在 2023 年你跟神說：“神啊，我

相信袮，2023年我要把我的生命給袮，即使好像雲霄飛車，主，

我不管袮帶我到哪里，主，我要跟著袮；不管袮的速度如何，主，

我要跟著袮。2023年我不再把我自己陷在一個框框裏面了，主，

我願意突破！我願意突破！我也再把我的孩子，我把我的家庭交

給袮。主，這不再是成為一個抓住我的，主，要把它獻給袮。”

你是這樣的嗎？如果你是，你可以走到前面來跟神說：“主，我

向袮這樣的說，主，我是袮所愛的新婦，主，我把我的生命獻給

袮。”我們繼續來用這個詩歌來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