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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人大家好。感謝主！我覺得 2023 年神要跟我們說很多

的話，我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分享，在這裏我不大會取名字，我就隨便

取一取，看看之後要不要改，認識神的智慧跟奧秘。《耶利米書》33

章第 3 節：“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

事指示你。”這裏如果白話一點是講，你問我我就會回答你，並且把

你所不知道，那些你覺得很奧秘的事情，我會告訴你。這是神對耶利

米說的，等於對他一個邀請。我覺得也是因為耶利米一直的問，所以

神就跟他講很多，我想我今天會主要會講這一個。另外一個我就是要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詩篇》25篇 14節那裏講到“耶和華與敬畏他的

人親密”，英文版裏面就講到，神特別跟那些敬畏他的人有一個友誼。

我今天也特別會講到，我們在跟神的一個親密關係的裏面，還有敬畏

神中有一個很奇妙的關係跟互動，這是這些日子神向我開啟的想跟大

家分享。 

我跟你講我還真的用了一下 ChatGPT（一種聊天機器人）打了一

下，“給我一個敬畏神的道”跟你講還真的不錯，但是有骨沒有肉，

沒有情感，怎麼樣我還蠻時髦的把。現在每次江牧師問我什麼，我就

回家打一個，等我用會了我再來教她。 

今天跟大家分享《耶利米書》32章，《耶利米書》32章你從第 1



節就知道，在猶大王西底家第十一年，巴比倫就攻到耶路撒冷了，那

是第三次攻擊，所以也是他們第三次的被擄。也就是耶利米發預言的

第二年，事實上就實現了，巴比倫就攻到耶路撒冷了。所以在前一年，

西底家就又一次講了耶路撒冷一定會被攻陷的。他這個人的話我覺得

真的很討人厭，他還特別講他的當時的國王西底家猶大王，他說：“你

一定會被擄的，你而且要跟巴比倫眼對眼，講到時候你不但被擄去，

而且人整個被擄到巴比倫。”西底家聽了就很生氣，因為你知道在打

仗的時候，有人跟你講你一定輸，你還會被擄走，大家都會覺得這個

人影響民心啊，而且打仗不是要一直喊口號對不對？所以你知道耶利

米有多討人厭了。 

他一直發預言說猶大整個國家會戰敗，而且被擄，這雖然是神的

審判，但也因為這樣他被關在監獄裏面。大家就覺得他好像叛國賊，

你居然叫我們不要打，因為你反正都會輸的，你就不要打，怎麼有人

可以講這種話，他也因為這樣子必須去坐在監牢裏。他在監牢裏面的

時候，他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其實那個時候耶路撒冷的外面整

個是被巴比倫已經圍城了，被攻打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然後在那個

時候，《耶利米書》32章神叫耶利米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神跟他

說你要去買一塊地。他在監獄裏面神卻叫他去買一塊地。我跟你講戰

亂的時候，你看看現在烏克蘭還有沒有房屋仲介的職業，現在你就去

問烏克蘭，現在你們的房屋買賣現在怎麼樣？會不會有人跟你講這個

事情？這完全是不合理的對不對？戰亂的時候最不值錢的就是地皮

了，但是神跟耶利米說:“你要去買一塊地。”先知性行動，以前的新



舊約的先知都比較不容易。那時候已經沒什麼錢，被關在監牢裏，還

要去買一塊地，神跟他說：“我要你買這塊地的原因，是因為將來被

擄歸回的的時候，你現在照信心裏面去做，表示你相信我藉著你所說

的話，將來你們被擄歸回的時候，你會有這塊地，你會有這個地契，

地契還要收好。” 

事實上從第一次被擄 70 年後歸回，他自己又預言，雖然後來耶

利米真的沒有回來，但是耶利米還是去買了。他買了之後他就做一個

禱告，就是《耶利米書》32章 17節，他說:“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

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我跟你講神叫他

做很多事情他不懂，他真的不懂，他不知道神要怎麼做，神要怎麼成

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啊，你是唯一能做的就是主阿！你是那

位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他接著

就講你在埃及，你怎麼樣帶領我們以色列人，帶領我們真的踏在所有

你所允許的地上面，他就講到，不管是以色列人還是猶大人，怎麼樣

持續性的拜偶像，持續性的背離神，持續性的神怎麼講怎麼不聽，神

怎麼講怎麼不聽，仍然要堅持去拜他的偶像。所以到最後，我覺得神

的救贖的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讓他們被擄。這好像是一個喚醒，就好像

美國的 911一樣，要把人喚醒起來。 

所以在這裏耶利米就開始禱告，然後在 25節他說:“主耶和華啊，

你對我說:‘要用銀子為自己買那塊地，又請見證人。’其實這城已交

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迦勒底就是巴比倫，他雖然一直稱頌神，在

你豈有難成的事，但是你看到最後他真的還是很困惑。你叫我買這個



地我也照做了，但是這個其實都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我真的不知道

我做這個是為什麼，然後接著神就開始回答他，27節：“我是耶和華，

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我難成的事嗎？” 

這也是他之前宣告的，他說神在你豈有難成的事，神說：“你說

的是對的，在我豈有難成的事，你說的是對的，耶利米你說的是對的。”

因為你這樣子禱告，因為你這樣子回應，因為你這樣子提問，我再告

訴你多一點。所以神就跟耶利米講 36節:“現在論到這城，就是你們

所說已經因刀劍、饑荒、瘟疫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

後我必從那裏將他們召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

神就是在說，你看著好了，好你看著。當初耶利米跟所有的猶大人講

他們會被擄時就沒有人相信，所以當他講歸回的時候，連被擄都不相

信了，誰還會相信他講的歸回啊？我們要進到當時所發生的事情的邏

輯，所以他們還是不相信的，但是神就繼續講:“我要把他們散在各

地的人要再一次帶回來。”你要知道巴比倫他是想要滅掉猶大人的，

他是想要滅掉以色列人的，所以被擄過去的，其實他們擄男丁，然後

男丁大部分他都會閹割，讓你沒有後代，因為他是要滅你這個族的，

你就知道是多麼的殘忍。他們整個被圍困，整個被擄，然後家人都分

散了，男丁被抓走了，而且是把他們從耶路撒冷移到巴比倫去，換了

另外一個地方。但是神跟他說:“我一定會把他們再次帶回來。”我跟

你講在當時你是很難相信的，在哪都不知道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

主啊，你要怎麼帶回來啊？你知道以前又不說開個車子，坐個飛機就



回來，以前是要靠兩條腿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神就說:“我

要把他們帶回來。”39 節：“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

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的後世的子孫得福樂。”40 -41節我們一起

來讀好不好？我們想來讀大聲來讀，“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必隨

著他們施恩，並不離開他們，且使他們有敬畏我的心不離開我。我必

歡喜施恩於他們，要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將他們在於此地。” 

神說我管教完他們之後，第一件事，我會把他們帶回來之後，我

會給他們同心同道，這個是一個神跡，神說：“你看著好了，我把他

們帶回來之後會讓他們同心同道。”合一是最難的，越多人是越難的，

神說：“不只是這樣子，我要跟他們立永遠的約，而且要隨著他們施

恩。” 

就是他們回來的路上，你要知道各地散著各地的人，歸回的時候，

他們再一次歸回的時候，你知道又不是大家一起回來，是分次回來的，

神說我要隨著他們，我在他們整個回來的路上，我要向著他們施恩，

而且我不離開他們，我要跟著他們，我要跟著他們給他們恩典，而且

神說我是歡歡喜喜，我非常的高興，我要施恩與他們，而且是盡心盡

意！神不只是叫我們要盡心盡意愛祂，祂說我也是那個樣子隨著他們，

盡心盡意，而且誠誠實實的，我要把他們再次帶回來，要栽在這個地

方。 

那時候我讀到這兩節經文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哇！”所以主當

我們真的裏面有時候會背離神，神有時候會給我們難處，會管教我們，

會讓我們好像震醒我們一下，以至於我們心可以再歸向祂。但是當我



們再一次歸向祂的時候，我覺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一個比喻就是

《路加福音》15 章那裏的小兒子。他被管教過後，當他再次要回來

的時候，神說他這一路回來的路上，我要隨著他施恩，而且我不會離

開他。我那時候讀到經文的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出現一個

畫面：就是我們華人的父母。我常常看到這些我們的父母，這些老僕

人跟老使女們跟著你的孩子，追著說：“哎呀，多穿一件！要多穿衣

裳，上學的便當，你有沒有忘記帶什麼啊......” 

我們以前還有特會的時候，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記得以前就有人

形容給我聽，我們當中一個弟兄，他的女兒拿著手機這樣走到旅館參

加特會，爸爸拉著行李，滿頭大汗，拖著行李，照顧著他女兒，他女

兒就拿著手機很快樂的這樣子跟朋友聊天，講自己要去參加特會了。 

看到這個時候，我就想到我們華人的父母們為了給孩子讀大學省

吃儉用，自己自己穿的用的都是最簡單的，孩子就是不行。我記得上

次蒙恩問我，他們帶兒子去買布鞋，我是看哪一個地方？我說：“清

倉”，他說：“你猜我兒子看哪里？”我說：“新品區”他說：“你完全

答對了。”我就想到我們華人的父母，隨著施恩。所以我就我就跟主

說:“主啊！我真的看不懂這一段什麼叫做你要隨著我施恩，而且你

不會離開我。主啊！這是什麼東西啊？”你要知道神說，我一路帶他

們回來，我一路不離開他們，隨著他們的施恩，以至於使他們有敬畏

我的心，再也不離開我。 

你知道神讓一個敬畏祂的心在我們心裏面，除了看到祂的大能，

除了看到祂的威嚴跟榮耀，除了遇見祂的聖潔之外，還有一個，還有



一個你知道是什麼嗎？就是祂對我們好到一個地步，愛到一個地步，

我們心裏面就對祂有一個敬畏的心，而且讓我們永遠都不想再離開祂

了。因為這個父親太好了，這個爸爸太好了！就像小兒子再回來之後，

我相信他再也不會走了，因為我要回到我的父家。他突然間想起來了，

我要回到我的父家，在父家做工人都比我現在在外面好，我就是要回

來。我跟主說:“主啊！我真的很想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什麼叫做禰

隨著我施恩，我走到哪禰就跟到哪？主啊！禰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禰這麼尊貴，怎麼是禰跟著我，不是我跟著禰？我以為我都是要追著

禰，我才能夠找到禰的。主啊，禰說禰要跟著我，而且禰永遠都不離

開我，我真的很想體會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很多東西我們都是頭腦這裏知道，我們還會講給人家聽，

我們還會教導人。我最近就常常覺得，主啊，我真的不認識禰，我所

有一切的問題就是我不夠認識禰，我所有一切不明白的，遇到的事情，

都是因為我對禰錯誤的認識。 

所以在 33章 2-3節，神回答了耶利米說:“成就的是耶和華，造

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你求告我，

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你只要問我

就會回答你，而且還要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覺得很難以理解，難以

想像，你覺得難以理解、難以想像的事情，你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你

問我我就會回答你的，而且我還要告訴你這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 2023 年，我記得我年初的時候就跟大家說過，我們

需要一個新皮帶，我們需要一個對神一個真實，一個正確的認識，一



個正確跟真實的經歷。 

我就覺得主我不認得禰，所以我所有的想的、我的推論、我的反

應，就難怪我有這麼多的不容易。神就跟耶利米說，你只要問我就回

答你。所以後來祂就跟耶利米講更多，他說我告訴你，我不但要隨著

他們施恩，我不但不離開他們，我不但要把他們誠誠實實的栽在那個

地方，你看著好了，這個荒場這個廢墟，你要必要在街上再一次聽到

歡樂的聲音，跟新郎跟新婦歡笑的聲音。這對當時猶太人是不能想像

的。你要知道他們的傷心絕望，他們都覺得神已經完全離棄我，他們

被擄，整個被滅的的時候，他們在集中營裏面，他們唯一想的一件事

情就是神已經離開我了，我們不再受眷顧了，神已經不在乎我們了，

已經離開我們了，所以我們會被擄。 

但神說：“你看就好了，我一定會帶他們回來。”不但有歡樂的聲

音，我告訴你，他們都要獻上感謝祭，再一次的存著敬畏的心獻上感

謝祭說：“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就跟主說：“主

啊，我真的很想認識禰。” 

神在舊約今天所應許猶太人的，和祂對巴比倫所說的還沒有完全

應驗，對猶太人所說的應許也沒有完全應驗。那些剩下還沒有應驗的，

就是在等這個時候了。就是在主回來之前，神不但要做，而且要完全

的應驗在我們身上。你就跟主說：“主啊，我真的很想知道什麼叫做

‘禰隨著我’，而且‘禰不離開我’？什麼叫做‘禰誠誠實實’？哇！

主啊，禰誠誠實實、盡心盡意，盡心盡意耶！”你如果覺得你是一個

對你的兒女盡心盡意的父母，我跟你講，你知道祂沒有罪嘛，但神說



祂比我們還要盡心盡意，這樣子要來跟著我們。我鼓勵你真的開始跟

神禱告，你常常問主：“主，這是什麼東西？我要經歷，我不滿足於

只是我的頭腦知道，我想知道，主這是什麼？禰在說的是什麼？” 

我記得每一次早上在禱告的時候，我們常常都跟主禱告，說：“主，

願禰興旺，我們要更加的衰微。主，加添我們對你的渴慕。”有時候

也不知道禱告什麼，就為自己的渴慕禱告，就要禱告：“主，加添我

們對你的渴慕。主，我們要竭力追求禰，我們要渴慕禰。”我在禱告

幾天之後，突然有一天就覺得主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我更渴慕你？

你以為是你在渴慕我，是你在追求我，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實我更渴

慕你，只是你不明白而已。”我的渴望就像《雅歌》裏面講的，神所

有一切的渴望就是要跟我們在一起，就是要得著我們。我講的只是我

個人的經歷，但我鼓勵大家，因為當我開始這樣子禱告之後，你跟神

會開始走一個旅程，你不再是禱告、講話，卻不知道神聽沒聽得到，

你會開始跟神走一個旅程。 

剛好我這些日子開始重新去讀《小屋》這本書，我以前在教天父

跟孤兒的時候，我就講過這本書，它是一本小說。我覺得這個作者在

講他個人跟神的經歷，但是他用小說的方式來講。這本書我覺得很適

合我們華人看，它很能破除你的宗教的靈，跟你對神的一個死板、刻

板的印象，它很能打破你這一點。我這次回去看的時候很特別。你知

道我以前要教課，所以看書都會畫線。我所有畫線的大部分都是男主

角，他叫麥肯，他非常的破碎，跟父親的關係非常不好。然後這裏在

講，因為他遇到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讓他很痛苦、非常的痛苦，所



以他跟神的關係其實已經到一個地步，神主動來找他。他的太太叫阿

爸父都叫“老爹”，他都不這樣叫。他說：“我的太太跟她父親關係很

好，對她比較容易。對我的話是有一定的難度的。”他沒有辦法用老

爹這麼親密的一個名詞來稱呼阿爸父，因為他覺得這個詞太親昵了，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叫神叫老爹。但有一天神就邀約麥肯，寫了一個紙

條給他說：“我非常的想念你，你願不願意來到小屋？我想跟你見一

個面。”然後署名就是老爹，他看到之後其實有一點點害怕。我不多

講這本書，我就講一點點讓大家可以接得上。 

我開始重新去讀這本書之後，發現以前我很感動的大部分，都是

麥肯對神回答他一切問題時，裏面的不滿，或者是不明白。我這次回

去看，當講到第七章跟第八章前面的時候，我都沒畫什麼線，我這次

去看的時候，我想說：“這段怎麼這麼白？內容可能很無聊，我來看

看到底是講什麼？”因為我完全沒有印象第七章第八章在講什麼？等

我回去看的時侯，啊！你知道它在講聖父、聖子、聖靈他們之間的互

動。它就講耶穌把一盤東西打翻了，然後大家就笑，然後怎麼樣去清

理，然後講到他們彼此之間的談話。我在看的時候，就覺得說：“哇！

它在講關係！”它在講一個關係，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跟神的關係，或

者是跟聖父、聖子、聖靈，你知道我們常都是說“聖潔、聖潔、聖潔”，

但不知道這個關係是那種可以這樣子互動，是在生活裏面的一個關係。 

然後麥肯看他們聖父、聖子、聖靈聊一聊之後，接著就講說：“你

們三個人當中誰是領袖？你們這樣聊聊，聊了半天誰最後做決定跟做

總結？”你看多像我們，談話一定要有個結論跟總結。到最後誰拍板，



他三個人怎麼沒有領袖？然後那個時候神就跟他講，那個時候忘了是

耶穌還是誰，你們去看就知道，祂就跟他解釋說：“我們之間沒有最

終主權的概念，只有合一，我們是在關係的圈子裏，不是在指揮鏈，

或者是你們祖先說的大生物鏈的裏面，我們不用向對方施展權力，因

為我們一直都在留意最好的方式。這就是為什麼體驗真正的關係，對

你們來說會這麼難！當你們選擇“獨立”而非“關係”的時候，你們

就成了彼此的威脅。”我心想：我這次才看懂第七章跟第八章在講跟

神之間互動的關係。 

我覺得當我開始跟主講說：“主，我看不懂什麼叫做禰隨著我施

恩？什麼叫做禰不離開我？”你看的東西，你聽的東西，你遇見的東

西，其實神都會開始跟你說話。因為祂說：“你只要來求我，我會告

訴你的。”所以當我開始這樣禱告之後，我剛好就讀了那本書，我知

道神這些日子一直在教我一樣東西叫做“關係”。去享受關係，而不

是享受有效率、有成果、有成就，而是去享受關係，關係不見得會很

有效率。但是從這個關係裏面，我好像才能夠真正認識神到更深的裏

面，因為神是在一個關係的裏面。我覺得當神開始向我開啟這一段之

後，我最近又被神醫治了。 

我真的覺得 2023 年神要在我們當中做很奇妙的工作！我們會被

開啟，但是我們也需要被醫治，這兩個好像離不開的。我們被醫治之

後，你就會對神有個新的認識、跟開啟、跟突破。然後你被興起、開

啟突破之後，好像有一個復興在你身上，你又回到另外一個旅程，所

以我覺得神還要再更多的醫治我們。 



我就記得有一次在等候神的時候，神就帶我回到小時候我在家裏

面。你知道我爸爸其實都在家，我爸爸做醫生自己開業的，他其實大

部分的時間都在家。然後在家的時間從早上一早起來看報紙，看完報

紙吃早飯，然後去上班，然後回來看電視，看完電視之後大概就是睡

覺，他很少跟我們有溝通跟講話。我就記得那個時候，我們以前沒有

信主，大家在一起時間就是看 8點檔連續劇。我記得那時候在演瓊瑤

的《啞女情深》，我們已經有看過電視劇的、或小說的，大概知道一

下故事嗎？不知道。給你講《啞女情深》男主角娶了一個啞巴，他很

愛他的太太，直到有一天生了一個女兒，他都不知道她是啞巴，因為

小孩子從小就不大會講話，直到有一天他拿一個波浪鼓，你們知道撥

浪鼓有“嘣嘣嘣”的聲音，他就拿給他女兒玩撥浪鼓，但是她就沒有

反應。我就記得那一天我們在看連續劇的時候，我媽媽突然間就跟我

說：“你看看你爸爸，你去拿撥浪鼓到他面前敲一敲，你看他會不會

理你。”我媽媽常常酸我爸爸，其實是在她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失望，

我現在才聽懂。 

我爸爸沒有聾，但是他就是活在他的世界裏面。他給我們很好的

生活，好好賺錢供我們 4個孩子都出國讀書，真的是一個很盡責的父

親。但是從小到大，我跟我爸爸就沒有講過什麼深刻的話，他最有興

趣的就是臺灣的總統選舉。連我打電話回家，爸爸都是在問我：“你

覺得是應該要選誰好呢？”我記得那時候我很生氣，我說：“我不在

乎！我已經在美國了，我管你選誰！”跟你講，真的是一家人，連我

哥哥現在都變成這個樣子，真的！我得新冠的時候，我姐姐送來一個



短信：“說你還好嗎？那你還好嗎？”我哥哥沒有講一句話，最後就

送了一張圖表過來，上面一個臺灣，然後旁邊一個就是中國飛機飛到

哪里的一個地圖。這就是他寄給我的，跟我爸爸一樣很喜歡政治，他

唯一寄給我的。我一看，哇！真的是，我回去要多跟他講講話，還有

點像我爸爸。當我想念我爸爸的時候，應該去跟他講講話。 

我覺得神就帶我回到那一幕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我在等候神的

時候，我就開始一直流淚。阿爸父就跟我說：“你不知道怎麼跟我互

動沒有關係。”你知道，我只能去想像什麼叫跟爸爸玩呐！因為這輩

子沒有跟爸爸玩過。什麼叫做跟爸爸聊天？我這輩子沒有跟爸爸聊過。

我爸爸來找我的時候，通常就是我做壞事的時候，就是這樣子，只有

在做壞事的時候他會來找來找我。所以我就覺得說：“主啊，我今天

渴望更多的認識禰。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樣去回應禰？這在我生命裏面

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我就是乖乖的每天去上學，把書讀好，把考試

考好，我就知道我不會被罵了。我從小就知道我做什麼事情，我就不

會被罵，我是老么，我不會像我哥哥姐姐這麼笨，我就是這樣長大的。

神就說：“你不會，我可以教你。” 

你知道嗎？這本《小屋》剛剛開始，麥肯進到屋子裏的時候，你

知道因為他很討厭他爸爸，我應該用“恨”來說這件事情。當阿爸父

向他顯現的時候，就變成一個黑女人。他一進去的時候，他就看到老

爹放著一個龐克的音樂，扭動著她的身體在做早餐，麵粉就這樣子飛

來飛去。看到這裏的時候，我就噗嗤笑出來了。你知道麥肯看到這個

時候，他也覺得：“我不可能叫你老爹的，你這個樣子。”然後阿爸父



就問他說：“那你覺得如果我扮成一個有白鬍子的一個父親的樣子，

你有辦法叫我嗎？”你知道神有多細膩，祂知道他根本都沒有辦法對

一個父親形象的人叫出“老爹”這兩個字來。”但是你知道我那時候

就印象很深，祂在播放的是流行音樂，就這樣扭動她的身體，我想像

中她是在扭動她的屁股。我那時候看，想說：“哇！這麼生活化。” 

還有一件事，我跟你講太有意思了！最近有兩個年輕人住在我家，

她們帶我去俱樂部運動。後來有一天我們就去跳尊巴，跳尊巴的時候，

還需要扭一扭，然後腳一直練練練，到最後你知道我在跳跳跳的時候，

突然間我好像看到，我讀這本書時，這個老爹在我的面前跟著尊巴的

節奏，跟著我在扭動。然後他很開心，他在大笑，他很開心！我覺得

我已經沒有什麼宗教的靈了，但是我覺得我要來教會遇見神，我敬拜

我要遇見神，我禱告的時候我要遇見神，這都是需要的。 

下禮拜一二三是等候新郎神的禁食，大家不要忘記了。禁食會讓

我們更多的遇見神。平常我從來沒有這麼想，但這些日子開始，我好

期盼這三天，雖然我有時候還是會偷吃一下，但是我還是非常的期盼！

你知道因為沒有衝突，我終於沒有罪惡感了！我非常的期盼等候新郎

神的禁食，我也知道在三天的禁食裏，我前兩次都不小心偷吃了一餐。

但是我還是非常的期盼！我會越來越成功的！你知道嗎？我就覺得神

好開心！因為我好開心！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天跳的我好開心哦！因為我想把腰上面的肥肉減掉，跳的當中

太快樂了，真的太快樂了！我那天就跟主講說：“主啊，原來禰真的

是跟著我，禰真的看著我們，禰像一個好的父親一樣，每天跟著我走



出走進看著我，只是我知不知道禰在看著我而已，真的！禰的眼目都

沒有離開過我而已。因為我太宗教了。”然後這裏有寫出來，老爹就

跟麥肯講了一句話，祂說：“活著沒有人愛，就像剪斷鳥的翅膀，撤

走它飛行的能力，這不是我要給你的。痛苦有辦法剪斷我們的翅膀，

讓我們無法飛行，你可能會忘記，你本來被創造就是要來飛翔的。”

你或許有痛苦，或者沒有痛苦，像我們每個人的季節不一樣。 

我以前分享過，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快樂的人，我有短暫的快樂，

因為環境的改變，今天有一點點快樂這樣，但是我沒有辦法感受到一

個持續性的快樂、跟開心，或者不需要發生任何事的快樂，就像耶穌

一樣突然間就歡樂，我從來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就講到說：“當

你持續的感受到被愛，祂隨著我們，施恩、並不離開我們。”如果我

們可以更多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持續的感受到神對我們的愛，祂盡心

盡力，祂盡心盡意，想盡辦法要來愛我們，如果你可以感受到這個的

話，你知道你就會有一個快樂。突然間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糟糕的人。

我跟別人比，我還覺得還是比別人好很多了。但是比上不足，永遠比

下有餘，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但是我現在感覺到我的快樂，不是因為

我跟別人比，我覺得我超過別人了。而是我真的知道：“神喜悅我。” 

我一天拿著我的手機看了好多視頻，走到後院的時候，跟主說：

“主啊，禰還願意跟我同行嗎？”你知道我邊走，我真的可以感覺到

神就跟我一起走到後院。神說：“我當然願意啊！你都不用去擔心這

些，你就是跟我同行。”我們的耶穌是很相信祂個人的魅力的。你只

要跟祂同行，你絕對會越來越愛祂。祂不擔心我們愛別的東西多過於



祂，祂知道祂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那一位，祂知道祂的美善、祂的施恩

會叫我們這一生都敬畏祂，而且不離開祂。 

神就說：“我不介意啊，我就跟你走。我不介意，我很有耐心等

待你。”等我開始體驗到，我只能說一些些，我們還是要禱告繼續求

告。神說：“你只要呼求，我就會回答你的。”跟主說：“主，我還要

更多。”當你持續的感受到神對你的喜悅的時候，神對你的耐心，而

且我真的感覺到神相信我會越來越好！不只是我的牧師這樣相信，我

真的覺得神也這樣相信我會越來越好。我跟你講，你知道神這樣想是

非常重要的！不是人這樣想，因為人會變的。我就突然間明白了——

祂說：“你要知道，你可能會忘記你本來被創造是要飛的！你本來被

創造是要飛的！” 

我以前都會覺得我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我知道我需要什麼樣的幫

助，所以有的時候我做的東西可以比別人好，因為我很有自知之明，

一方面的確是有好處了，但壞處就是自知之明有時候會成了自我限制。

我覺得這些日子有朋自遠方來，有個老遠來的一個牧師，這幾天因為

江牧師生日他過來，然後跟著他，然後看到他為幾個人禱告，我就想

說：“他的先知性居然可以有這麼多的細節。”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知

道，但是我以前就會覺得這就是他了——靈異體質，這是他的呼召，

這是他的命定，這是很特殊的，很少人有這樣子的情況的，我們不需

要羡慕。其實也沒有錯了，我們不需要羡慕別人，但是最近我就真的

有一個感受，我早上在禱告會的時候，我就跟我們所有英文部的人講，

我說：“我們跟主求好不好？主，我真的想更知道禰的心，禰不是說



我們會有基督的心嗎？我可不可以知道禰的心？不是這麼模模糊糊，

大大概概，不清不楚，好像似是而非。主我真的覺得這是不可以被接

受的！”我說：“我們一起來呼求！主開啟我們，我要更多的細節，我

也要更多的細節！主再幫助我聽清楚一點，再幫助我看清楚一點。主

我想要更多！主我真的渴望更多！主禰一定可以做的！我就這樣整天

跟禰禱告，禰一定可以做的！” 

我最近發覺很多事情，我們都可以求啊！我突然間覺得我是可以

飛的！我是可以飛的，我不需要這麼害怕的！我以前什麼事情都會往

壞處想的，就是去預備嘛，因為你把最糟的情形預備好了，到最後就

不會出太大的錯。但是我現在我就覺得：可以跟主求啊！今天沒有明

天再求啊，後天沒有再求啊，一定會越來越好的，因為神渴望我們知

道祂的心意，神渴望我們明白祂的旨意。我最近跟主講：“主啊，我

真的太多舊皮帶，我太多自以為是，我太多的成見了……”想到為了

要更多的認識祂，更多的聽到祂，我真的覺得我需要好好的悔改！你

都不需要有人告訴你需要悔改。和主說：“主我真的向禰承認我有舊

皮帶，我有宗教的靈，我有成見，我自以為聰明，主啊全都拿掉，主

啊怎麼樣可以變成一張白紙？我就比較能夠聽到禰的聲音了！不是聽

外面的聲音、我自己的聲音、別的先知的聲音、別的代禱者的聲音……

聲音多到我真的覺得我裏面噪音蠻多的。主我需要安靜，更多聽到禰

的聲音。” 

我跟你講，我們被造是要來飛的！我們被造是要來飛的！我現在

真的相信我們被造是要做首不做尾的，居上不居下的。如果我們連於



神的話，真的可以的！接上這個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最後我就跟大家分享，老爹就跟麥肯說：“你跟我之間最大的一

個問題就是你不相信我是美善！你不相信我是美善，因為對你來說痛

苦跟死亡就是邪惡的。你已經定了痛苦跟死亡就是邪惡的，你已經定

了遊戲規則，然後就定義我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我就不是一個美善

的神。”我其實讀到這裏有很大的光照：你定了遊戲規則，然後你從

你的遊戲規則決定我是怎麼樣的一位神。“所以你沒有辦法信任我，

因為你覺得我不是美善。”然後麥肯就說：“可是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

“你本來就沒有辦法，因為信任是在一段你知道自己是被愛的關係的

當中所結的果子，因為你不知道我愛你，所以你不能信任我。” 

我其實知道神愛我，我也有過經歷，我也有過遇見，但是親愛的

家人，我真的覺得不足夠，我覺得這個季節我們需要更多，因為神要

向我們開啟很多奧秘的、又大又難的事。整個大環境的不容易，整個

疾病的權勢越來越倡狂，越來越多的事情要發生。但是神說，祂要把

我們盡心盡意、誠誠實實的栽在這個地方，而且祂要施恩給我們。麥

肯說：“我沒有辦法信任你。”祂說：“這個不是你需要做的工作。你

先要來認識我，你要建立信任之前你要先來認識我，認識我對你的愛。

當你發現我們的關係不在於你的表現，也不在於你必須取悅我。這是

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在這個季節，神要帶我們從跟祂的一個宗教的關係，一個

僵硬的關係，或者一個一成不變舊有的關係，我覺得神要帶我們再往

前走一步，或者是很多步。因為當我們能夠持續地感受到自己是被愛



的、被喜悅的，即使我不完全，即使我已經很努力了，即使我的靈性

時好時壞，即使我有時候覺得聚會很枯燥，但是神都要與我們同行！

祂很有耐心地要隨著我們施恩，而且祂不離開我們。當我持續的感受

到這個之後，最近我就突然間發現，我還是有時候會被壞消息打擊到，

但是給我半天的時間，我再來到神的面前，我相信祂的美善，我相信

我再一次來感謝所有所有神已經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我跟你講感恩

真的好重要！江牧師教我們的讚美跟感恩，天天要練！“主我就是讚

美你，主我感謝禰所做的事情，感謝禰在我身上已經所做的事情。”

一直的數算，“主我相信更多的要來，因為禰歡喜，禰說禰歡喜要施

恩給我們。”我對這一天充滿了期盼，對接下來的日子充滿了期盼，

真的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是很難的，只要是神要我們做的。因為祂樂意

要幫助我們，祂要跟我們同行，祂要跟我們說話。 

最後我們來讀這兩節經文，我們先讀《箴言》第 1章第 7節我們

一起來讀。“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這

裏英文是說的是“the fear of the law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這

裏就講到“知識”，《聖經》裏面的知識都不是指我們的頭腦認得。你

要知道神說祂要怎麼樣把敬畏放在我們的裏面，剛剛我講還記得嗎？

祂要藉著什麼方式？祂要隨處隨著我們施恩，而且不離開我們，以至

於這些被擄歸回的人，這些再一次歸向祂的，甚至於這些回來的小兒

子們，他們會因為我對他的愛，他們會存著一個敬畏的心，而且再也

不會離開我了。他們知道唯有在父的面前，在父的家裏面是最好的。

所以神說：“敬畏耶和華”，神要把敬畏的心加給我們，當我們有敬畏



心之後，神說：“這個敬畏的心就是你認識我的一個開始，因為有敬

畏心，你會更加的認識我。” 

所以我鼓勵大家，我跟你講很多事情我們可以隨便，但是你一定

要為你的渴慕禱告，你一定要為你愛神的心來禱告，即使你做不到，

你說：“主你加給我，你幫助我。”我有時候其實很機械式的禱告，我

不知道禱告什麼，我說：“主那就讓我們更渴慕你吧。”這絕對是正確

的答案，即使我有口無心、很幹的在那邊禱告，神都在聽！祂在我跳

尊巴的時候跟我在一起，祂在我禱告的時候跟我在一起，祂在我吃飯

的時候跟我在一起，祂在我走路的時候跟我在一起。我們因著祂的愛，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不是對這個奢侈的愛有一個隨便，我們因為愛更

加的敬畏祂，因著敬畏祂，神就要更多的開啟我們更多的認識祂。 

我們再來讀《詩篇》25 篇 14 節：“耶和華與敬畏祂的人親密，

祂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祂說：“我跟你的友誼是留給那些敬畏我

的人。”你知道以色列人跟猶太人，神說：“在我所帶你們去的地上，

其實你們一直背離我。”他們並沒有敬畏神，他們只是害怕神。所以

摩西上山的時候他們不要去，他們是害怕神，他們並不是敬畏神，所

以他們一直拜偶像、一直背離。但是你知道我們的神即使是這個樣，

都不放棄，祂真的不離開我們！所以祂最後一招就是使他們被擄，至

此之後的確猶太人沒有再拜過偶像，完完全全醫治了他們拜偶像的病。 

所以親愛的家人們真的鼓勵你，不管你現在所經歷的、過去所經

歷的，將來所要經歷的，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對“痛苦”、“不容易”，

有一個新的眼光，那是神的一個喚醒我們的一個機會，這代表祂對我



們不放棄，祂對我們不放棄，但是祂的愛要隨著我們，祂要再一次把

敬畏祂的心放在我們的當中，藉著這個敬畏我們要更加的認識祂，更

加的認識祂。我就相信 2023年是我們展開翅膀飛翔的一年。 

我回頭看，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地上走。蒙恩你還記得敏文看到你

的一個異象嗎？她那時候看到蒙恩背上有兩個翅膀，但是他很努力的

在地上跑。我想不只是他，我當初說，蒙恩你都不懂得要飛，你有翅

膀！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是這個樣子，我也是。真的是難怪跑

得這麼辛苦，然後跑完之後就開始埋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這

個季節好不好，讓我們更多的來認識神。阿們？我就講到這裏。 

我真的知道神要與我們相遇，可能是在你很小的一個記憶裏面神

要來醫治你。就算你沒有的，你不會的，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神

都要來教導我們，神要來靠近我們，在你不知道的時候，忽然之間這

個立約的使者，祂說祂要跟以色列人立永約，這個立約的使者就要來

到你的面前。 

我們要一起領聖餐，而且這個季節神要大大的向我們顯明祂的自

己。你覺得你跟神當中的攔阻是什麼？你覺得攔阻你跟神的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拿到聖餐，你舉一下手，我們招待會發給你。其他的人你

就可以開始問主：“主，攔阻我飛的是什麼事情？我這麼疲累是什麼

原因？我這麼了無生氣、不快樂，像我以前一樣，是什麼原因？”你

知道嗎？我們渴慕神來向我們顯現，神更渴慕！神比我們的渴慕還要

更渴慕，祂要來跟我們相遇！我想我們有一點時間我們大家站起來好

了，拿著你的聖餐杯，除非你身體不舒服，你就繼續坐著，沒有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站著。攔阻你跟神更多的經歷祂在一個關係

的裏面，你覺得你缺乏的是什麼？你可以跟主說。我跟主說：“主我

不知道一個美滿的家庭的樣子是什麼，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家人的互動，

我不是個沒有反應的人，但是主我很難想像跟禰這樣進到互動的裏面。

主禰這樣子的尊貴，但是禰卻樂意一直跟在我們的旁邊。”你知道每

當我想到這個，我就跟主說，“主禰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禰要跟著

我，禰要隨著我施恩，跟在我的旁邊，我有這麼尊貴嗎？主我真的這

麼尊貴嗎？禰需要這個樣子來對待我？我是誰呀？你竟然顧念我！”

今天在地上有權威的一些人，他是不屑於走在我的旁邊來服事我的！

你是萬王之王，主啊我是誰呀？我做運動的時候禰要跟我在一起，我

真的相信我們在刷油管視頻的時候，在看一些很無聊的沒有意義的東

西時，耶穌禰是不是仍然帶著深情的眼光看著我？渴望我能夠把我的

注意力再轉回到禰的面前，是不是？當我轉向你即使一點點一瞬間，

我就可以奪了你的心……主耶穌謝謝禰。好不好？你有感動的話可以

大聲的禱告出來。 

耶穌說從此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我要稱你們為朋友。主，

當我們今天領這個餅跟杯時，禰開啟我們是何等的尊貴？禰要這樣子

隨著我們，歡歡喜喜的，禰要施恩給我們，禰要我們因著感恩的心，

這一生都敬畏禰不離開禰。因為我們知道父的家是最好的地方，我們

不要在外面混了，我不要在外面晃了，我只渴望回到父的家裏面，主

耶穌謝謝禰。 

我們一起來領這個餅跟杯，這是祂為我們舍的身體，這是祂為我



們流的寶血，祂說的每句話都是“是的”，祂要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敬拜。領完聖餐歡迎你們來前面，我們舉起救恩的杯，好

好地來稱頌祂，藉著感恩，2023年我們要不斷的感恩，感謝祂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