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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戀愛的季節 

——慕主先鋒教會     

江秀琴牧師 

2023 年 3月 11日 

家人們，大家好！還有線上的家人們好！ 

在復興的這些日子裏，我相信大家都很興奮！我今天有個

負擔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藉著這一次的阿斯伯裏（Asbury）的

復興，你覺得這位神在對全世界的人說什麼？這些日子我看到

很多的消息，我靈裏的領受就是神在把祂的國度這樣悄悄的降

下來，讓人看見神的國多麼的美！而耶穌祂說:「我就是你們

一切的所需，你們任何困難的解決，你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

我。」 

剛剛講到說，青年人一上了大學，95%就離開了教會，我大

概在一年前就已經看到這個統計數字，所以在我的裏面常常想

到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父母多麼辛苦，教會也這樣子花錢花

力、費財費力，就是要把這位神介紹給他們，但是學校以及所

處環境的影響力大過家裏的父母跟教會可以給他們的影響力。

為什麼？因為接觸的時間少。從小學一直累積起來的教育在他

們的裏面，教育系統正在把分辨善惡樹最大的毒素一點一滴累

積、累積、累積，然後到了大學他們自由了，他們大部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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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好多華人的兒女，一到要讀大學，好高興噥！「拜拜！」

然後就去了。父母就一把眼淚呀！一把鼻涕呀！「你要遠離呀！」

而且聽說他們都喜歡飛越遠越好，加州就喜歡到東岸去讀。是

不是？（下面回答「是」）呀！好誠實呀！青年人很棒，就是很

誠實，所以神很喜歡他們。但是誰能救他們？他們不知道仇敵

用甜甜蜜蜜的東西一直在吸引他們，那個裏面有一點點的迷幻

藥，再來一點點的毒素，再來一點點的什麼，就這樣一點一點

的迷幻，以至於到一個地步，他們已經不會分辨，而且他們也

不知道什麼對他們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什麼是永恆的生命。 

神為什麼揀選復興從大學開始，而且從一個鄉村的大學開

始？哇！你知道這是神的愛。阿斯伯裏（Asbury）大學現在復

興爆發了，有好多隱藏的事才被顯露出來。神預先已經揀選多

少的守望者站在望樓上，他們知道仇敵所做的，也知道在阿斯

伯裏（Asbury）這個學校，會有一個神的工作要流到全球，所

以很多被神揀選的代禱者就一直忠心的為學校的復興禱告。有

的是神從馬來西亞呼召的牧師，一直在為這個禱告，禱告好幾

年了；有的人以為這次阿斯伯裏（Asbury）復興真的是他這樣

忠心禱告的結果，但是他後來聽到，原來有更多更多人為此禱

告，有的禱告 20 年，有的禱告了 50 年，還有多少年我不記得

了，那麼長的日子就是一直「神祢說的，在這個學校你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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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個水流要從這個學校這樣出去……」他們就忠心的一直

禱告。你知道這些人將來在天上的賞賜有多大！所以親愛的代

禱者們，你們願意站在望樓上守望嗎？你知道這將來在天上都

是坐寶座的，值得！你沒有口才，你說：「我不大會講道，我

不大會帶查經，我不大會怎麼樣。」但是代禱是每個人都可以

的，對不對？神聽得懂你在講什麼，即使你口疾祂都聽得懂，

祂也會醫好你的口疾，所以，你就是要忠心的在那禱告神的心

意，禱告神的心意！ 

在我們教會，神也是多少年來一直講「這裏要成為復興基

地，這裏復興的嬰孩已經生了，就在乎你們是不是預備好了把

門打開。」那是不是在乎？是不是？在乎，就來吧！來禱告！兩

個禮拜前，我開始講「現在復興已經開始了，我們一定要迎上

去」。為什麼？因為在這四年裏面，神已經跟我們講了 4次，多

少人在外面的停車場擁擠，等著我們開門，這一直放在我的裏

面，所以代禱者們，你們一定要起來禱告，你在乎就開始跟神

同行，神講的你都不在乎，你覺得「這不關我的事」，你就一直

沒有去摸到神的心。其實神最在乎什麼？神最在乎人懂祂的

心。所以祂說：「你勿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太多

的基督徒，我們可以當了幾十年的基督徒，但我們沒有真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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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真知道祂，所以我們對祂所說的很多話半信半疑、難以相

信、難以想像。 

神說的話、神想的、神的眼光、神的看法，常常跟我們是

很不一樣的。我生病咳嗽了一年多，日夜的咳嗽，身體常常在

生死邊緣，就在這樣的日子裏，極端的軟弱當中，我幾乎每一

天更多的明白神的心，你們相信嗎？兩個禮拜前的禮拜六，我

在這講道，禮拜五晚上我咳嗽吐痰，一夜咳了一整個衛生紙盒，

隔天早上要來聚會前，我整個人頭昏、想睡、疲累，軟弱到不

得了，然後又是一直咳。我想：「我怎麼講道啊？」很疲累、很

想睡，但是又不能睡，一定要來，我就來了。聚會前還是一直

咳、一直咳，謝謝大家的代禱，講道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咳，所

以很多人看到視頻都以為「江媽媽好了，都完全好了,我看她臉

色很好。」我說：「是化妝的！」講完道回去那個晚上，我總共只

咳一張衛生紙，感謝主！也就是你在極軟弱極不容易當中，你

還要一直去順服神，因為我神的救恩來了！祂的能力來了！祂

的國度來了！祂基督的權柄已經來了！而我們能夠勝過牠是因

為羔羊的血已經為我們流了，還有自己所見證的道，就是我們

要見證出祂的道，祂所說的是真的，要見證到一個「雖至於死，

也不愛惜自己性命」的地步，那不只是說說而已，也不只是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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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喊叫而已，宣告宣告而已，而是你在面對生活中的每一個選

擇時，選擇「死就死吧！」這樣你就會一直活過來。 

初代教會，我都想他們怎麼有辦法活？在猶太人的逼迫下、

在羅馬政府可怕刑罰的逼迫下，福音怎麼有辦法那麼快的傳開?

到底怎麼活啊？我在想他們怎麼活，但事實上他們不但活，而

且活得讓世人都怕他們，因為他們活得那麼尊貴，活出神的榮

耀，活出神的權柄跟能力，所以神跡奇事隨著他們，他們蒙大

恩。這就是神現在在末世所要做的，神揀選一批已經被仇敵一

直迷惑了多年的、毫無抵擋能力的。 

在阿斯伯裏（Asbury）這個地方，神揀選了他們，至少他

們很有聖潔的根基，去的人都說：「那裏的教授好聖潔！好謙卑！」

他們雖然沒有什麼靈恩的現象，但是人家帶著他們禱告，一直

為復興禱告，所以在阿斯伯裏（Asbury），不但這個學校，還有

對面的神學院的神學生，還有神已經揀選的一些人，都去到那

裏，跟他們講說:「神告訴我，你們這裏會有復興，所以我來就

是為這個復興禱告」，一直陸續有這樣的事。他們常常在為復興

禱告，可是也禱告了多久才有復興？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1970，對不對？所以又是經過 50年，禱告 50 年，有沒有放棄？

一屆一屆的畢業生畢業，但是留在那兒的教授還是繼續相信，

忽然間就臨到了，而且影響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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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禮拜有一天，突然間神在我裏面就唱一首情歌，就是

「這是戀愛的季節，自從我認識你，我對你說是，我就永遠都

是是……」裏面就一直在唱這首情歌。我就很享受著，對神的

委身是永不改變的。你們記不記得？《一年四季都是戀愛的季

節》，好早好早以前唱的，可是我就記得，然後就一直唱一直唱。

我回到家，傍晚的時候，我的一個屬靈女兒說，她在唱一首歌

的時候，眼淚一直掉一直掉，她覺得這首詩歌是天父要給媽媽

的，她就寄給我。那我一聽，從第一句，我就開始一直的流淚、

一直流淚、一直的流淚；唱完了我又在唱，又是一直流淚；我

再唱一遍，又是一直流淚；就這樣我唱了很多很多遍。我今天

想介紹給大家，因為那不是只給我，那是神要給大家的。這一

次神做在阿斯伯裏（Asbury），祂要對全世界說「神國降臨，

神的國就是一個愛的國，因為神國的王祂是何等的愛，祂是一

個烈火的愛。「祂說：「我就是烈火，這個烈火是充滿著愛，充

滿著對你們每一位的愛，對最軟弱的、最不堪的人充滿著愛」。

我們一起來唱，很感人的一首歌。 

（放詩歌，歌詞如下：） 

「你是集萬千恩寵於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樂的

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個人，有了阿爸父的愛，你就是這

世間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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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你出生就蒙天父的保抱，直到年老發白天父仍舊懷揣，

一生必有恩惠慈愛如同盾牌四圍環繞著你，讓你知道你是祂喜

悅的人。阿爸好愛你，仿佛你就是唯一；阿爸好疼你，你最珍

貴。 

我的孩子啊，我的心戀慕你。我的孩子啊，我的心深愛你。

我的孩子啊，你是如此可愛。我的孩子啊，你毫無瑕疵全然美

麗。」 

感謝主!我一直唱到把它背起來了。到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

邊吃飯又邊在唱，還是眼淚一直掉，被神的愛深深的感動，深

深的被祂疼惜保愛。你覺得這首歌是天父在對你唱的，你舉手！

我看看！好，謝謝！請放下。我問了兩位姊妹，「欸，你覺不覺

得這首歌就是天父要對你唱的？」她們都說：「這是給媽媽的。」

我說：「這是給每一個人的，所有給媽媽的也都是給你們的。」

我今天就是要講，這是給每一個人的！阿爸父白白的犧牲了祂

的愛子，祂看你比祂的愛子更重要。 

一起來看《路加福音》第 2 章 14 節：「在至高之處榮耀歸

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那個小字在地上「喜

悅歸與人」。耶穌要降生的時候，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

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喜悅歸於人。」

也就是，神把祂的愛子送到地上來的目的，就是要把祂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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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賜給人，人不再是被他趕出伊甸園的犯罪的人，「我犧牲

我的愛子就是為了要把你們挽回，成為我所喜悅的。」耶穌來地

上就是完成這一件事。為了完成這一件事，耶穌受了多少苦你

知道嗎？你知道耶穌就是愛你這麼多嗎？可是我們說：「我不知

道祂真的是深愛我嗎？祂真的是這樣子戀慕我嗎？沒有，我哪

有那麼好」。你不知道，祂愛你就是因為你不好，祂說：「康健

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不是招義人，我乃

是招罪人。」所以，我們要真的好好讀祂的話，祂說了什麼，到

底信不信？所以，重點是你相不相信。阿爸父掏心挖肺跟你講，

耶穌掏心挖肺的活給你看，你相不相信祂愛你是無條件的？他

不是要你成為一個很完美的人。完美主義是很大的老我，因為

那是一個驕傲，人是不可能完美的，人只能謙卑的一直活在祂

的裏面，讓主來活、讓主來活……以至於我就更謙卑，我永遠

就感謝祂、稱頌祂，所以祂說：「世界上連一個義人都沒有」

我們怎麼可能完美呢？ 

你看大衛犯了多少罪啊？你去看《詩篇》51篇，去看歷史

書，看他犯了多少罪？但是他怎麼樣？神說：「大衛是合我心意

的人。」神要的只是什麼？神要的只是你會懂祂的心、願意跟

隨祂、在乎祂、要祂，祂就滿足了。為什麼？因為祂知道你沒

辦法改變你自己。神說：「你只要在乎我、跟隨我、要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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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在就會改變你。你只要一直要來跟我在一起，我就會改變

你。你不要想自己改變自己。」我真的已經放棄了，我沒有辦

法改變自己更柔和、更謙卑，都沒有辦法的。所以，我只能每

次都這樣跟主說：「主啊，祢不是說嗎？我是祢手中的傑作，所

以，主啊，只有祢能做、祢來做。」我都是這樣。我就不要一直

努力要把自己做得很完美，然後做不到又很氣自己、又捶胸，

然後就很定罪自己。 

神不要我們定罪自己，神只要我們真實的活在祂面前。大

衛會合神心意，是因為他誠實的悔改。他的悔改很徹底，他沒

有說稍微把它塗抹一下，因為這個都被記下來的，還要傳到子

子孫孫，傳到萬世萬代的，但是他就很赤露敞開的寫他自己的

罪，這樣很真實的悔改，神就喜悅了。然後他也很愛主、很要

主，非常的要主，他很在乎神說的，很在乎神設立的次序。掃

羅是君王、是受膏者，「我就不敢碰他。我不碰他，他就一直威

脅著我的生命，但我還是不敢碰他。即使已經送到我的手邊了，

我不用殺他，我的手下一刀就可以把他殺死，我都不敢，我都

阻止。殺了他我從此不用一直被追趕。」對不對？這就是他對

神的敬畏，神就喜悅，因為敬畏是出於敬畏神說的、敬畏神所

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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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當中的青年人、青少年，你們的父母也不完美。

但是，在這個戀愛的季節，神彰顯祂的愛，祂愛你是這樣無條

件，祂說你被呼召是來承受永生之樂的，也就說信耶穌得永生，

然後是得永生之樂，而且享受永遠的生命的喜樂。但是，年輕

人的喜樂是靠著外在的一個刺激，而外在的刺激一沒了，空了！

就覺得活著沒意義了。無論外在的一個人、外在的一個手機程

式等等什麼東西吸引你，這個東西只要一沒了，你就覺得活著

沒意義。但是神說：「傻孩子啊！我的傻孩子啊！我給你的是永

遠的生命的喜樂！」那現在的青年人嘗到了，「哦！我只是在耶

穌面前這樣敬拜祂，我就被祂吸引，就那麼享受！那麼喜樂！」

然後可以幾小時過去了，覺得只有幾十分鐘，那麼享受！他們

就在神面前敬拜五小時，好像覺得不到半小時。所以，親愛的

家人們，做父母的，請你在這個時候做聰明的父母、聰明的選

擇，復興已經開始在教會裏了，把你的孩子多多的送來，不要

又怕，然後說：「這樣子熬夜！何必要熬夜敬拜啊！每天有的是

時間啊！」你就讓他去瘋狂，你不讓他去跟神戀愛，他將來就給

你搞出一團亂的；你不讓他去跟神瘋狂一下，他就跟任何人都

可以瘋狂，魔鬼就可以引著他在黑暗的世界裏瘋狂。所以，做

父母的一定要聰明，哪里有復興，聰明的父母就趕快把孩子帶

往復興的地方，只要孩子愛上了神、被神迷住了，你就中了樂

透獎了。你不用再為他積大學學費什麼的，神都會照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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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恩寵在這個人身上，這就是集萬千恩寵於一身的那個人，就

是懂得去跟隨神、要神，去享受在其中的。 

就在這樣的一個愛的季節，祂要來告訴我們，「我是多麼

的喜悅你們。」所以，耶穌出生時，天使天兵是對誰報這個大

好消息啊？是對全世界的人。他們雖然是對牧羊人，但記載在

聖經上的「我報告全球一個大好的資訊，因為有一位為你們而

生，從此喜悅要歸於人了。」不是咒詛歸於人、不是被撇棄歸於

人，人不再是活在羞辱、咒詛的底下，這是多麼美的一件事！ 

《路加福音》4章 18-19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

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這裏講到講到耶穌出來服侍的第一篇資訊，就是「叫我要傳福

音給貧窮的人，報告你們得自由、不再受壓制了、不再被捆綁

了；報告你們瞎眼的都要可以看見，被擄的都要得釋放；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禧年是你不需要付代價就可以得著的，是神

所定的、免費的，也就是物歸原主，所以你們就有歸回你的造

物主的一個歡喜快樂，已經成為被他所喜悅的，可以回到祂的

面前。我們的先祖亞當本來是被伊甸園趕出去的，但是從此你

是回到神面前的一個蒙祂喜悅的人。親愛的家人，我今天講的

這篇資訊，是對那些受壓制的、被擄的、瞎眼的、貧窮的、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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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厭棄的，正在受苦當中的人報告大好資訊，就是神是怎麼

樣的、無條件的喜悅你，而且祂喜悅你到什麼地步。 

《西番雅書》3 章 17 節：「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

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

喜樂而歡呼。」這裏說喜悅你的這位神是什麼樣的神呢？是大

有能力、施行拯救的，也就是你不管落在什麼樣的環境，是被

被仇敵攻擊，還是什麼樣的可憐狀況——害怕、孤單、被厭棄、

無助無望的，祂都是大有能力的、施行拯救的主。然後，祂說

祂喜悅你是到什麼地步呢？祂說祂因你歡欣喜樂。祂喜樂到一

個什麼地步？祂要大叫出來，因你喜樂而歡呼，而且默然的愛

你。你有沒有默然愛過一個人？愛電腦？暗戀？ 

當我看到屬靈的兒女那麼順服的時候，我就覺得我的心好

像深深的愛，就是好像什麼好的都要給他，我真的體會到阿爸

父的心，當我這樣一直順服祂，祂是喜悅到什麼樣的地步，因

此，我覺得那一首歌每句話都是給我的，都在對我唱的，我真

的是深深的覺得我是集萬千的寵愛於一身的。而且祂說「受造

奇妙可畏的那個人」我就指著自己說：「對，我就是那個人。」

就是你常常從神的話、從你跟祂的親近、從你每一個受苦的環

境裏面，去想神是怎麼樣來對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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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差不多半年以前吧，我有一次跟一個屬靈的女兒說：

「你們會很蒙恩寵的，你看像我那麼多的恩寵都會流到你們身

上。」她說：「啊？媽媽，您這樣子還覺得蒙恩寵啊？」我說：

「對啊！當然是啊！」她是覺得我咳了那麼久，身體這樣子弱，

還覺得蒙恩寵啊？當然是蒙恩寵啊！ 

過內在生活，常常越受苦的人，常常越過越深，因為他有

很多操練的機會，操練順服的機會、操練苦中讚美的機會、操

練來親近神、一直緊緊連於神的機會、操練在面對很不容易順

服的環境下、很不容易謙卑的環境下，怎麼去謙卑下來。但有

些人，他什麼都平順穩妥了，所以就沒有機會給他去操練。那

我告訴你將來即將會有，這個不是咒詛，而是祝福，因為即將

有極大的各樣的災難，天災人禍都有，你最好不要等到那時候

才操練，因為有的時候來不及了。當醫生忽然間宣佈你得癌症

末期，然後你才要來開始操練內在生活、操練信心相信神，不

太容易！這是真的，不太容易！因為那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

就像你信任一個人，你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對這個人的信任，

你不是忽然間就產生對祂極大地信任，命都願意交給祂了。除

非是迷戀癡戀，人癡戀一下也就覺得愛錯人了。 

《何西阿書》6章 3節：「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

認識他。」你對神的認識，實際上是真真實實的認識，不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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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的，「啊，我信祂已經幾十年了，我也會講。」會講跟你

心裏真實對祂的認識是不一樣的，所以那個「認識」是夫妻同

房的那種認識，你看同房的夫妻眼睛一瞄就已經知道他在想什

麼，他又在打算什麼了，雖然別人看起來都覺得很好，但是只

有這個另一半說「誰知」，只有她知還有神知。讀經絕對不要白

紙黑字這樣讀，你一定要知道這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是

因你喜樂，喜樂要大叫，祂就是以你為榮，以你為樂，而且還

在默然地愛你，祂不是表面的，表面的會講一些「親愛的，我

愛你」，就是那種話而已，祂是真真實實地戀慕你。我常常對主

說：「主啊，祢怎麼會愛我們愛到這樣的地步？一個這麼完美的

神，什麼都知道，卻這樣來戀慕我們。」 

最後，《以賽亞書》62 章 4-5節：「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

你的地也不再稱為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也

必稱為有夫之婦；因為耶和華喜悅你，你的地也必歸他。少年

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

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這裏講到三次的「喜悅」。有一次我

跟神禱告說：「神啊，祢愛每一個人，但是祢真的那麼喜悅我嗎？

那祢今天就讓我讀到三次。」結果一翻開聖經，那天的讀經進度

剛好就是這個，三次都講「我怎樣地喜悅你，而且這個就是你

新的名字。」當耶穌來到地上，你就貼上了一個名字——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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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的。你是神所喜悅的，你要自己貼好「神所喜悅的」標籤，

你不再是被撇棄的。 

我們有一位姊妹，因為她從小就沒有從父母得到愛，覺得

很被棄絕。結婚以後又離婚，離了兩次婚，然後嫁給我們一個

弟兄，他也離了一次婚。當他們這對夫妻第一次踏進我們教會，

就感覺到愛，一種無條件的愛、自由、輕鬆，她就以為這樣被

醫治。後來，有一天一個弟兄講道時說「英國威爾士王子不愛

江山愛美人，然後愛美人還娶那個美人，而且還娶離過兩次婚

的。」他講話的聲調是過分的強調「離過兩次婚」，這個姊妹就

忽然間覺得有一根針刺入她的心。她回去就跟她先生講：「不知

道為什麼，我今天聽講道的時候就覺得有一根針刺入我的心。」

她先生說：「我也是覺得有一根針刺入我的心。」他們兩個不知

道為什麼聽講臺資訊還會好像真的有一根針就這樣刺入他們的

心。後來下個禮拜再來聚會的時候，我們這個講道的弟兄就去

到他們面前，流著眼淚跟他們道歉說：「對不起，請你們饒恕我，

我上次講話傷了你們，你們能原諒我嗎？」他們就問：「為什麼

你要跟我們道歉？」這個弟兄就說，那天講完道回去以後，隔

了幾天，有一天他在等候神，神就把兩個人的臉顯給他看。神

說：「你那一天講道，這樣形容那個王子娶離過兩次婚的傷到他

們的心，你要去跟他們道歉。」你知道嗎？當我們弟兄流著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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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們道歉的時候，他們兩個眼淚都要掉下來。因為他們第一

個感受到的就是「這件事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全世界沒有人

知道，只有我們兩個人感覺到有一根針刺到我們的心，沒想到

原來阿爸父知道，阿爸父在乎，原來阿爸父都沒有輕看我，祂

沒有輕看我，祂反而還叫這個弟兄這樣來跟我們道歉。」他們被

阿爸父深深地愛到、安慰到。 

親愛的，你知道嗎？不管你做過什麼錯事，我們的神是不

許任何人錯待你的，祂捨不得。那你說，可是我就被那個誰錯

待了，又被另外那個誰也錯待。如果你願意饒恕，阿爸父會格

外地施恩給你、補償你。為什麼？因為這個弟兄，他還會來跟

他們道歉。我不知道錯待你的那個人，是不是可以聽得見神的

聲音？神是不是可以跟他說？他聽了以後是不是有力量來道

歉？有的面子拉不下來，所以在世界上有很多無法說的痛苦的

事。但是我告訴你，所有你被錯待、你被欺負、你被冤枉、你

的過去的傷害，只要你願意饒恕，阿爸父都會把各樣的恩典、

很特別的恩寵加在你身上。那你說：「我怎麼沒有？」因為你

沒有饒恕，你有苦毒，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把它換成恩寵集在你

的身上。有時候被錯待，你一直饒恕、一直為對方祝福、為這

件事感謝主，這個就會變成恩寵券在你的身上，集恩寵在你的

身上。你要集萬千的恩寵在你的身上嗎？受苦越多的人，真的



 17 

恩寵越多在他身上，但是你的反應必須是神的反應、對的反應、

神說的該有的反應。 

這個姊妹因為一懷孕前夫就有外遇，所以她跟前夫有兩個

孩子都沒有被愛過，這樣後來才離婚。現在的丈夫也有 2個孩

子，因為他也結過一次婚，所以他們已經有 4 個孩子了。每次

要回亞洲返鄉省親，雙方父母都告訴他們說：「你們回來就好，

不要把孩子帶回來。如果回來了，也不要去親戚家，就留在家

裏就好了。」父母就覺得他們這樣離了兩次婚丟臉，而父母講的

話帶給她很大的羞恥感，所以聽這個弟兄講的道，她就覺得一

根針刺進來。她在小家裏分享，都只分享「我離過婚」，沒有講

「我離過兩次婚」。後來懷孕的事情也是這樣，她本來不想懷孕，

做了萬全的避孕準備，絕對不會懷孕的，結果沒想到結婚三年

以後懷孕了！哇！她氣得不得！嚇得不得了！很氣！對先生也

很憤怒，對神也很憤怒，「為什麼我已經避孕了還會懷孕？為什

麼這樣的事會臨到我的身上？」因為懷孕對她是很痛苦羞恥的

一件事情，沒有帶來任何快樂。她心裏就在想：「我要不要去墮

胎？」剛好她來參加一個禱告會，是妮塔（Nita）帶的，妮塔

（Nita）就說：「來，我們一起跪下來為美國禱告。」她就想：

「為美國禱告關我什麼事啊？」她就跟著跪下來，眼睛才一閉

起來，就聽見神跟她說：「我是賜生命的主，你本來是不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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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是不配的，我卻把這個生命賜給你。」她又同時看到一個異

像——耶穌的臉貼近她的臉，而耶穌那個充滿了慈愛的眼一直

看著她，一點都沒有責備的意思,耶穌又在說：「我是賜生命的

神，你本是不配的，我卻把這個生命賜給你」。她覺得一種很深

地被光照也被安慰的情感在裏面一直澎湃，她的重壓、羞恥感

都不見了!她就為懷孕感謝主，就覺得神藉著懷孕這件事，神藉

著賜給她的一個生命，把她羞恥的日子結束了。她已經是第五

個孩子了，她第一次享受到懷孕——為人母親的喜樂，她就好

感謝神賜給她一個生命來救她這個充滿了羞恥感的生命。你看

我們的神是不是太偉大了？太棒了！哈利路亞！我們鼓掌讚美

祂！讚美祂是施行拯救的神、大有智慧的神、全能的神、永在

的父！ 

祂行事奇妙，祂大有智慧。你看大學生是最容易離開信仰、

離開神的，神就從大學生復興開始。神有話說：「你們都做不

到的，我來做。我的愛可以拯救一切的人，我的愛可以使所有

最軟弱、最無助、最沒盼望的、最羞恥感的、最充滿了憤怒的，

都可以被翻轉過來！成為最喜樂的、最榮耀的、最自由的、最

充滿了愛、充滿了盼望的生命。」神就是可以這樣做，叫全世

界的人——沒有人有話說。我們的神是不是太棒了？所以借這

個機會，我們全教會都要成為屬靈父母，我們全教會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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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時間都要用在我們的下一代身上。當你的下一代對神有

興趣，要來通宵禱告，你都要說：「太好了！太好了！感謝主！

媽媽在家為你禱告。」把握這個機會，趁著他這樣的年齡，大學

生最不容易拯救，越小越容易拯救。現在小學生也被仇敵設計

的，一直要把他們扭曲，要玷污他們。所以我們要集全力來教

育山頭，大家真的要集中全力的。我們「愛飛揚」課程現在需

要老師，你有負擔去教育山頭的，你就報名去當老師，好好地

培育下一代。還有我們的主日學，你有負擔的你就去教主日學。

感謝主！我們主日學，有姊妹有負擔要來帶他們敬拜，她是從

神來的負擔，帶他們真實的敬拜，藉著跳舞，藉著身體，全身

來敬拜神。小孩子從小就很容易被聖靈充滿，很容易遇見神，

很容易開始愛上這一位神，他們的靈覺會一直敏銳起來。 

所以我真的是感謝主！這是戀愛的季節！神把祂自己呈現

在世人的面前：「我是這麼美的一位神！你有任何的需要，我

一顯現都可以成為你們的拯救！如果你在這個同在裏越長一點

的時間，你會被做得更深，翻轉的越徹底！」感謝主！從兩個

禮拜前，我們每個禮拜天都又再加一次，下一個禮拜天又再加

一次，聖靈在做工。請大家記得，在復興的季節很重要的一件

事——不要看表，不要在乎時間，因為神是時間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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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這個人就很在乎時間，但是神不在乎時間，祂看千

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在祂的同在裏就會這樣。你不在祂

的同在裏，一日如千年，很痛苦；而你在祂的同在裏，「千年如

一日」的那麼快！我們要進入這樣的享受。我們剛過去的禮拜

天，聖靈這樣臨到大家，就這樣給祂一點時間，越長越好，跟

隨聖靈，大家都覺得好甜蜜，不舍得離開，神做很深的工作。 

我告訴你們，瑪哈念因為一直有敬拜禱告，那個神的同在！

有的人說「一進去，眼淚就一直掉」；有的人說「一進去就感受

到好深的愛、好濃的愛」；有的人說「一進去就聞到耶穌的馨香

之氣充滿在瑪哈念」。把握機會，明天早上就有禱告會，耶穌成

為最受歡迎的聚會就是禱告會，祂在禱告會忽然間做很大很深

的工作，所以要把握機會！禮拜一到禮拜四早上 9:00-11:00

都有復興禱告會。只有禮拜三是 9:00-10:30，然後 10:30-11:30

是醫治聚會，藉著神同在很豐富的恩膏，很容易得醫治。 

這個戀愛的季節太好，你一定要趕快投入，浸泡在這樣的

戀愛裏面！就像那一位姊妹，我剛剛講離兩次婚的，她都允許

我講她的見證，為什麼？因為她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這種羞恥感，

他們兩位成為我們非常好的小家長，他們在小家的見證分享都

非常的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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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在神所要做的，是一個全球的大覺醒！祂要把祂的

同在無條件的臨到！只要你「要」，只要你相信，祂就這樣臨

到！你「要」，你很渴慕「要」，所以你一待就待了 5 小時，待

了 7 小時、8 小時在那，整個人很大的被改變，而且還不舍得

離開，完全忘了時間，這是去阿斯伯裏（Asbury）那裏的人的

經歷。那我們在這裏，有的還有工作、家庭、忙忙亂亂，你也

要越過這些，說「主，時間不重要，什麼都不重要，只有你最

重要。」就這樣去投注，「主，你有完全的主權！得著我，得著

我，充滿我，充滿我，我要你。」 

好，我們再來唱一次這首歌好不好？我們的敬拜團隊會彈，

我們可以起立一起來唱。 

這首歌到底是不是神給你的，在乎你信不信神這麼愛你，

在乎你信不信神就是這樣喜悅你，喜悅到因你而歡欣喜樂，默

然愛你。 

你要的，可以跟神講：「主，我要！我要悔改我以前的不信，

我總覺得我沒有誰好，我沒有那個好，我沒有那個好，好像我

不配得著這麼好……」但是神說：「是，萬千的恩寵都要在你的

身上。」你可以來前面！「我要悔改我以前很多的不信。我現在

要，我現在要，主，我知道祢這麼喜悅我，祢喜悅到把祢的命

都傾倒給我了。我要！我相信！我領受這個萬千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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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我今天早上一醒來，只有這個負擔——要講到

「這是戀愛的季節」，但我不知道怎麼講，裏面就在唱「我的孩

子啊，我心戀慕你……」主就這樣好大聲在我裏面這樣唱，是

唱給大家的。你來告訴主：「主，我今天終於明白了，祢這樣的

愛我，我要擁抱祢對我的愛，我要這樣全心來愛祢，我也要這

樣去愛人。主，祢接納我一切不完全的地方，我對別人不完全

的地方，我也不要那麼容易生氣，那麼容易被冒犯,主，我也要

這樣憐憫的去愛他。」你願意的都可以來前面。還有青年人對你

的父母也是一樣,「主，阿爸父，祢這樣的愛我，阿爸父，是的，

我有祢的愛，我也要這樣來對待我的父母，因為他們沒有人這

樣愛他」。除非他在這個教會，他已經有被接受這樣的教導了。

做父母的，你也要這樣去愛你的孩子。 

好，我們可以來前面。 

（唱詩歌，歌詞如下：） 

「你是集萬千恩寵於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樂的

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個人，有了阿爸父的愛，你就是這

世間最幸福的人。 

自從你出生就蒙天父的保抱，直到年老發白天父仍舊懷揣，

一生必有恩惠慈愛如同盾牌四圍環繞著你，讓你知道你是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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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的人。阿爸好愛你，仿佛你就是唯一；阿爸好疼你，你最珍

貴。 

我的孩子啊，我的心戀慕你。我的孩子啊，我的心深愛你。

我的孩子啊，你是如此可愛。我的孩子啊，你毫無瑕疵全然美

麗。」 

（利未牧師：） 

我剛剛看到兩個圖像。 

第一個圖像就是千瘡百孔。我不知道過去在你的情感世界

裏面，你有沒有曾經被傷得很厲害，你生命當中特別像有很多

的千瘡百孔。或者是你在成長過程當中，好像你在父母這邊所

受到的，好像是千瘡百孔。 

第二個圖像是被拋棄。可能你在感情世界裏面，你常常好

像被拋棄；或者你在父母的愛裏，你常常感覺好像被拋棄。 

我覺得神今天要用祂的愛來懷抱這些人，神的愛要集中在

你身上，要環繞著你。 

（江牧師：） 

神的愛要環繞這些千瘡百孔被拋棄的人，所以你要打開你

的心「主，我信！我信！我可以得到你更多的恩寵。主，我要

你更多的恩寵，祢萬千的恩寵都集於我一身。主，我信！」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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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是我們的不信讓神很傷心。「主，我信，我要悔改我一切不

信的噁心，我信我是祢那麼喜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