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饒恕帶下復興 

遊祥祺牧師 

2023 年 3月 18日 

我們一起來禱告： 

哈利路亞！阿爸父，我們歡喜快樂來到祢的面前！主，我

們渴慕，渴慕進到祢面前，聆聽祢的聲音！懇求聖靈引領我們，

帶領我們進到祢一切的真理裏！謝謝主，讓我們聽到祢的聲音，

明白祢的心意，打開我們裏面的耳朵，打開我們裏面的眼睛，

讓我們明白祢的心意。主，是的，我們呼求、我們懇求，那一

切攔阻我們聽到祢聲音的，主耶穌，我們同心合意奉祢的聖名

命令他們離開這裏。是的，那一些攔阻我們聽到祢聲音的，我

們同心合意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命令他離開這裏。主，謝謝祢釋

放祢的兒女，釋放祢的眾孩子，讓我們知道祢是愛我們的父，

祢是那又真又活的主，謝謝主！謝謝聖靈與我們同在，禱告奉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剛剛亞勒文（Alvan）說他不喜歡敬拜 30 分鐘後就進到講

道，是不是？沒關係，今天我們講 30 分鐘就進到敬拜，好不

好？「好！」媽媽這是應觀眾所求。 

這禮拜大家有沒有戀愛，有嗎？「有」。感覺你的配偶在

旁邊都不太敢講，「是的」。有沒有享受在神阿爸父的一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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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懷揣裏面？有沒有？「有」。是，所以我們真的是在愛的環

境，浸泡在愛情的滋潤裏面，我們應該是歡喜快樂！笑口常開！

我們的阿爸父一對我們笑我們就笑了，讓我們的生命也是讓阿

爸一看到我們就笑，我一見你就笑，阿們！ 

我們最近都在談復興，復興從哪里開始？從你我開始。復

興不是從阿斯伯裏(Asbury)開始，隨時隨地都開始，只要我們

願意跟上。跟旁邊人說：「復興是從我開始。」 

大家很久沒看到我了，所以我就分享一下，神在我們家所

做的一些事情，免得你們忘了我。去年中秋節，我接到臺灣來

的電話，說我父親過世了。我父親在臺灣中秋節當天過世，我

很訝異，我也很沮喪，也很錯愕。因為前幾天我父親剛住院的

時候，我還跟他視訊，然後我父親還說：「你是不是下午回來

看我？」他忘了他兒子在美國，「你是不是下午就回來看我？」

我跟他說：「我下個月回去看你。」因為我還要帶我兒子去聖

地牙哥（Santiago）讀書，就是在一個遺憾當中，然後突然間

他就過世了，所以有點錯愕。但是沒辦法，因為隔兩天我就要

帶我孩子去聖地牙哥（Santiago）。很感謝神，我兒子第一次

去那邊，然後剛好跟一個小家長他們全家一起去，因為他們的

孩子已經在那邊讀了好幾年了，我們一起同去住在一起，他也

給我們介紹一些學校的狀況，還有當地的一些環境。白天我們

就是這樣子，大家一起。晚上的時候我常常在想：「爸爸走了。」

因為我從聖地牙哥（Santiago）回來我就要回去了，我到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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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我心裏面就有一種隱憂我沒有辦法形容，我很想回去，

可是又很害怕回去。有一種糾結在我的裏面，我不知道為什麼。

晚上的時候我就想到爸爸就這樣走了，他有沒有遺憾？因為他

住在醫院裏面，疫情期間沒有人可以在裏面陪，只能請一個看

護的，就這樣走了。我接到的電話的是一個很愛我的姐姐打給

我的，她哭得一塌糊塗，她也沒看到。我不知道爸爸走的時候

有沒有遺憾,我想他遺憾應該是沒有看到自己孩子在旁邊，我

也覺得很遺憾，我也來不及，我很懊悔，就這樣每天晚上我都

會在想這些事情。有一天晚上神就告訴我說：「你父親的遺憾

不是孩子們沒有在旁邊，父親的遺憾是孩子們沒有合一、沒有

和好，父親的遺憾是孩子們沒有彼此相愛。」我那時候就真的

很難過，很痛苦。我跟我的小家長、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在一

起真的是很快樂的，我們很相愛，我們過得很快樂。可是我跟

我的家人為什麼沒有辦法這樣子？我那時候明白為什麼對回

去有一個隱憂，因為我不想見到他們，我害怕見到他們，我不

願意見到他們，我的心裏是這樣子，那時候有一句話就進到我

裏面，就是以前在臺灣傳福音的時候，常常有人會講：「你們

基督徒就是愛耶穌、愛弟兄姐妹，但是不愛家人」。常常我會

這樣，我很難過。我是基督徒，我不但是基督徒，我還是個傳

道人，可是為什麼神這樣的提醒我？我就講一下我們家的狀況，

我想有些人知道。 

我們家確實是有狀況，因為在多年前為了我父母奉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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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們彼此之間有一些意見、有一些誤會、有一些不歡而散，

甚至包括有些人對我父母也有這樣不同的意見，所以後來我就

把我父母接到淡水去住，在我社區裏面就再買了一間房，我父

母就住在那邊。那可想而知啊，其他的就比較少去看我父母，

久而久之就越來越少了，以至於就是我爸爸媽媽。剛開始當然

會有一些不高興，因為有些孩子跟他意見不合，但是久了父母

親是很想他們的。我媽媽在世的時候也曾經跟我提過，就是說

希望孩子們可以和好，或者說她常常會講說為什麼我的姐姐沒

有去看她？為什麼誰沒有去看她？我媽媽 4 年前過世了，我那

個時候知道，他們一直希望孩子們可以和好，可是我們彼此之

間都沒有這樣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父親過世的時候，我知

道我應該要回去，可是我的心並不是那樣的，我的心好像一個

隱憂，不是說回去我要去做很多事情，就像 4年前我母親過世

的時候，我必須要去做一大堆事情，承擔一切一樣，我覺得不

是，而是害怕面對我的兄弟姐妹們。後來為了我來美國的事情，

他們就對我又更加誤會，所以縫隙越來越大，我們彼此之間沒

有辦法接受。 

我其實在美國這幾年，做了很多心靈更新。可是我做的時

候，其實這一塊兒，我都會把我自己壓抑住，因為我不想去提

這件事情。當然有時候帶領我的人會引導我把這個打開，我也

會順著這樣子去打開，「是，好！我原諒，我饒恕，我願意!」

因為我如果說不願意，他就不讓我走。我那時候是真的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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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我心裏知道，因為我這樣說「我願意饒恕，我願意原諒」，

回來之後我還是沒有跟他們聯繫，我一直沒有跟他們聯繫。今

天不是要說我家裏面的一些醜事，也不是說來批評論斷我的兄

弟姐妹或者是說怎樣，因為每個人看事情都有一個主觀對不對？

我面對一些事情，我相信事情一定有一個全貌，但是我們看的

可能都是一部分，我是從我這邊來抓住的，他們也有他們的看

見，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都常常太自以為是說「我看的事實

就是這樣」，然後緊緊抓住的就是這樣子，以至於事實常常會

被扭曲了，所以我今天把我家當初的狀況講出來，不是說他們

的不是以至於我很不想回去，但是我知道我該回去，就一直在

糾結。神已經告訴我回去。「父親的遺憾是什麼？孩子們沒有

合一。你為什麼不去呢？一直在糾結？」我在飛機上這些問號

一直會出現。第一個聲音說：「真的，你的父母好可憐。」很

不舍，我真的虧欠他們了，因為他最後幾年跟我們同住，可是

我沒有去促成這個事情，我明知道他們的心願，但是我沒有去

促成這個事情。所以這個聲音出來的時候，我說：「好，我回

去要去原諒他們。我所受的一切羞辱，一切的這些被冒犯，一

些的錯待我願意放下。」你知道嗎？當我這樣想的時候，馬上

有個聲音出來：「可是，他們這樣對待你，你受得了嗎？士可

殺不可辱啊，你應該去討回一個公道，這麼多年講的都不是事

實」。對，的確真的很多都不是事實。「你應該去澄清，不只

是你，還有你的孩子，因為孩子也被誤解，甚至言語上有一些

暴力，你應該要去討一個公道回來。」你說這兩個聲音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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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過電影——卡通影片，一個「黑天使」和一個「白天使」

在兩邊，一下這樣一下那樣…可是跑來跑去，最後又跑出另外

一個聲音來，「你是傳道人。」你知道嗎？這個天使應該是頭

上有個圈圈的。我記得這三個聲音一直在裏面攪擾，那我說：

「我真的不想想。」我每次想著「我還是應該（回去），因為

最後的時刻了，爸爸都已經走了。」每次當我這樣想，真的那

個聲音就出來，就好像坐在我旁邊那個菲律賓大叔，他一趟飛

機一直起來要上廁所，他要上廁所我就得起來，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每當我真的要放下時候，你知道那種畫面，

那種我被怎麼樣的畫面就會跑到我裏面來，就會浮現在我的裏

面……有時候長，有時候短，就像他去上廁所，有時候我在想

他離開我再坐下，他馬上要回來；下一次我說你既然那麼快，

我就站在旁邊等好了，結果他十幾分鐘不回來。就是那種感覺

那個時候抓著你了，我說我不想再去想了，可是他抓住你，有

時候就很快，我一直禱告。我想：「對，我操練內在生活，應

該讚美。」心裏面一直讚美讚美，可是當我聲音停下來，我想

等候神的時候，安靜的時候，那個聲音就跑出來，我又開始讚

美，然後我又開始爭戰等等。以前我搭飛機回臺灣是 10 來個

鐘頭，在飛機上可以看好幾部電影，這一次回去一部都沒看完，

真的是一直在攪擾這樣子。我說我是個傳道人，我怎麼會這麼

軟弱？然後那時候想到說以利亞跟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也

是一樣的人，就沒什麼。回到家後又跑出來後面那句「他懇切

禱告」，以利亞是跟我們一樣性情的人，但是後面是他懇切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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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至於他禱告不要下雨，就 3年零 6個月沒下雨。我怎麼老

是記得前面，所以我拿給自己一個藉口，這都一樣，但是忘了

後面懇切禱告。禱告是很懇切的禱告，剛好有三天出不了門，

吃喝都是我兒子會供應，所以我就真的關在裏面迫切禱告，一

直禱告「神呐！我真的不要，我真的很痛苦……」我的意思說：

那東西抓在心裏不見就算了，壓在心底就算了，你幹嘛要跑出

來，偏偏這個時候我要面對，很痛苦，就一直這樣子的。我在

一直迫切禱告，跟神認罪，因為每次第三個天使就會跑出來「你

是傳道人！你是傳道人！」我忘了那時候我有沒有後悔「我是

傳道人」，就是一直在提醒我。後來到了安息禮拜的時候，因

為我本來想就自己家人，沒有其他的親戚朋友，所以我們租的

場地並不大。我去接我父母的一位老牧師，接他的時候，他在

車上就問我一件事，他說：「你回來這三四天了，你有沒有跟

你的哥哥姐姐聯繫？」我說：「沒有」。他也不講話，因為我

也沒話講，我知道他在問什麼，但是我確實沒有，所以我停了

一下子，就跟他說：「真的沒有。」快到殯儀館，要下車的時

候，他講了一句話，他說:「你父母生前，最希望看到你們和

好。」他又講了這句話，我也沒有話講。安息禮拜開始，通常

的儀式是問：「有沒有要緬懷先人的？」沒有人要起來講。我

剛開始很想，可是我沒有那勇氣，然後他問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抬頭看了一下。在美國，我去主持或者參加的安息禮拜，

遺體大體都是橫的；但因為我們租的地方很小，所以是直著放，

等於說我一睜開眼睛就看到我爸爸了，而且他是正對我，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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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睛是閉著，當我看到他慈祥的臉，我就哭了，然後一個聲

音就告訴我「起來饒恕」，我就說：「好！神你叫我起來我就

起來，我起來跟他們說‘我原諒你們’」，所以我就起來了，

但是我說的是「我請求你們饒恕」。我跟我哥哥姐姐們說：「我

請你們饒恕我，不只是這一代，還有我們的晚輩。」因為那時

候我哥哥姐姐他們的孩子，還有他們孩子的孩子都有來，我說：

「我請你們饒恕我，不只是這一代，還有下一代，我們的晚輩，

我請你們饒恕這麼多年我對你們的苦毒、我對你們的怨恨、我

對你們的埋怨、還有我對你們的不饒恕，我請你們饒恕我。這

麼多年我只在乎我自己，因為我在乎我自己受的傷害，我只在

乎我的孩子，因為我的孩子被言語暴力，但是我沒有為我們家

下一代來想到饒恕，我真的是只在乎自己，我卻沒有在乎我們

的下一代，我沒有做一個很好的榜樣，甚至沒有在我孩子面前

做一個很好的榜樣，我沒有帶他們向光明裏面走，而是一直讓

他們浸泡在一個苦毒埋怨裏面」。我請他們饒恕我在父母最後

這幾年，我沒有竭力去尋求彼此之間的合一，因為我不饒恕。

我跟他們說:「今天當著父親的面前，在蓋棺之前我願意放下，

我願意原諒你們一切！一切這些苦毒、一切的這些言語的暴力、

一切這些不是事實的論斷，我都願意放下，我決定不再紀念。」

最後我請他們饒恕我，我身為一個傳道人，我身為一個模子，

可是我裏面的愛卻是這樣的貧乏，我裏面的愛卻是這樣的殘缺，

我裏面的愛卻是這樣的不足……我就這樣哭著講，真的是哭著

講了，然後我就看到大家都在哭，包括我那個一向都很堅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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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他都低著頭在擦眼淚。我雖然是流著淚這樣子講，可是

當我在一件一件這樣講的時候，我裏面重大的石頭就這樣脫落

下來，我可以感覺到我裏面一個重擔、大顆石頭就從我身上掉

下來，我覺得我自由了！我覺得我釋放了！真的就是這樣。結

束後我走到哥哥面前張開雙臂，他也張開雙臂我們就抱在一起，

然後我姐姐他們就過來，我們擁抱在一起！多少年了，沒有過。

後來我父親遺體送去火葬，火葬完之後，我一轉身，我哥又過

來抱我，我們又抱在一起，我就看到我哥哥、有的孩子圍在我

們的旁邊。然後老牧師就來講了一句話，他說：「這就是你爸

媽想要看見的！這就是你爸媽想要看見的！」對不起！我很後

悔，太晚了!有點遲了，真的這樣！不過很感謝神，我裏面的

石頭就這樣掉下來，我就是很歡喜！真的是心裏面都輕鬆多了！

我真的覺得自由多了！而且我可以面對他們，就這樣很坦然的

面對他們。葬禮過後，我就想再表達一下我的意思，我邀他們

聚一聚，因為我很懷念以前我全家兄弟姐妹都聚在一起，跟我

爸媽常常聚在一起，我說:「我們聚一下」。我本來想大家是

不是因為在喪禮上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只是這樣一個情

感，但是沒有想到大家都願意參加。包括在南部的姐姐也都上

來，我有個姐姐，她南部開車來回要七八個鐘頭，但是他們就

這樣來回，我們聚了一次不夠，隔沒多久我另外一個姐姐說:

「來我家。」我十幾年沒去她家了，她又把我們邀到她家去，

我們在那邊一起聚餐，一起講從前的事。那次不是只有我們聚

餐，連下一代都有人參加，連他們孩子都參加，真的我們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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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像以前我們爸媽在的時候，可是爸媽不在了，但是我覺得

真的神已經開始在恢復，神已經在復興我們這個家庭。 

一個家要復興，真的是要和睦同居，我那時候就想到大衛

的詩，大衛說什麼？《詩篇》133 章 1-3節：「看哪，弟兄和

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

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

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

生命。」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阿們！ 

我想第一句大家都常常講到，尤其弟兄，對不對？「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喜歡把這句話叫

做慕主的廁所神學，因為弟兄我們的小便鬥裏面常常貼這些字，

所以常常在提醒。確實那時候我才明白，大衛他寫的真的是這

樣，可是你看我回頭去看，在《聖經》裏面大衛他的弟兄姐妹

跟他之間關係好不好？不好嘛！撒母耳要去膏的時候，根本就

沒有人記得有這麼一個大衛，對不對？大衛興沖沖去看他在當

兵的哥哥打仗，他哥哥怎麼說他？你來看熱鬧的，你是來看熱

鬧的，他哥哥是這樣講他。然後大衛在談他在逃難的時候，大

衛有好多勇士，好多好多那些匪類跟隨他的，就是沒有提到他

兄弟。你就知道，大衛為什麼可以寫出這樣的詩，我覺得他真

的很羡慕這樣的關係，但是他沒有。你看大衛的孩子暗嫩跟押

沙龍，還有亞多尼雅跟所羅門都一樣，兄弟鬩牆，他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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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下一代也沒有，所以他要知道「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地善，

何等地美」，就是弟兄我們彼此之間和睦同居、我們彼此相愛，

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是有永遠

的生命，這不就是永生嗎！所以當大衛告訴我們，當我們能夠

彼此相愛的時候，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命，就是永生。 

大衛的詩裏面提到有兩個，一個在這是橫向的，另外一個

直向，在《詩篇》16 篇 11 節：「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當我

們向著神的時候，這個道路是誰？耶穌！耶穌是什麼？道路、

真理、生命，所以我們真的是在祂面前有這樣滿足的喜樂。右

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就是永生。我們到神面前，我們橫向之間、

是我們周遭的人，跟我們的弟兄姐妹，我們可以和睦同居，彼

此相愛，我們一樣擁有這樣的福。阿們！ 

真的是要彼此相愛，神在我們家做的是一個家要復興！你

看我們家有 8個兄弟姐妹，但是我們好多個心，確實是好多人

心，但是我們在神裏面也沒有合一，這樣你就知道亂起來多亂，

但是我們如果合一的時候，這個家就是一個家，所以一個復興

就是在這邊。 

當我們家要復興，要和睦同居，我們要先放下自己，有饒

恕，求饒恕，只有自己我們先放下，我們才能夠真的是勝過這



 - 12 - 

一切。我很感謝神在我身上，還有我們家裏面所做的。一直以

來我都覺得我是個受害者，真的，因為很多事情就不是那樣的

事實，但是確實有那樣的聲音發生，所以我都覺得我是個受害

者，我應該要討回一個公道，但是這件事上神提醒我說：「你

是受害者，但你也是加害者」，為什麼？因為我沒有去饒恕，

因為我的不饒恕，以至於我的兄弟姐妹跟我之間那個隔閡沒有

辦法修補，我相信他們其實心裏也不舒服，因為當我們合一的

時候，他們不是這樣子罵我了，他們也很歡喜快樂，你就可以

看到其實他們多期待，我們早就應該合在一起，但是因為我不

願意，我沒有，所以我說我是個加害者。我是個加害者，我真

的是求神憐憫我們，常常在一個自以為義的裏面，常常真的是

很剛硬，常常沒有辦法饒恕，這件事我再一次的跟神求赦免。

我們真的要有一個饒恕的話，就是要先到神的面前認罪，求神

赦免我的自以為義、赦免我的剛硬、赦免我的不饒恕，以至於

神才能夠在我們身上來做工，我才能夠這樣子的願意放下。這

麼多年，我真的是願意放下，這麼多年，我把石頭深深藏在我

的身心裏面，我不想讓它出現，它就不能出現，但是它其實都

一直存在的。 

常常我們就是這樣看自己，就像經文《箴言》16 章 2節：

「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唯有耶和華衡量人

心。」我們是不是常覺得我是對的，錯的都是他，人一切所行

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為清潔，錯都是別人的錯，都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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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真的是求神憐憫我們！求神憐憫我們！ 

江媽媽上個禮拜的資訊有提到我們被錯待，其實我們真的

是會被錯待。在人的世界裏面，我們會被錯待、我們會被誤會、

我們會被欺負、我們會被冤枉，但是媽媽告訴我們，只要你願

意饒恕這一切傷害的時候，江媽媽說了，「阿爸父一切的恩寵

都會加在你身上」阿們！當我們願意饒恕的時候，阿爸父一切

的恩寵，不是只有少數幾個，是一切的恩寵都會加在你身上。

其實我是 300%的相信，因為我這麼做的時候，我真的蒙受很

大的恩寵，不是只有一件兩件，從我繼續留在裏面，從我再回

到臺灣這個事情之後，我去就醫，我去檢查，包括我回來很多

事情，每件事都是神的恩寵，超乎我所求所想，甚至我連想都

不敢想，神就是這樣做，如果你有興趣聽，哪一天找我來喝咖

啡，好嗎？我一個個說給你聽！真的是很多！所以我很感謝神

在我身上所做的這一切。 

今天如果我們不願意去饒恕人的時候，其實就會像我一樣，

一個苦毒在這裏面，苦毒都會造成什麼？我覺得就是個驕傲，

驕傲在我裏面，都是別人的錯。 

我就想到一段經文《馬太福音》18章 21-35節：「那時，

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

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

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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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

什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

都賣了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將

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

並且免了他的債。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

銀子，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眾同伴看

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

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

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你們

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阿們！你看這個僕人欠王的，跟別人欠他的相差多遠，我們如

果沒有去饒恕他，一直抓著這個，會覺得總是別人虧欠你，當

你一直覺得別人虧欠，你就會想到什麼？我要去找回這個公道，

我要去找回這個公平，你必須還我公道，還我公平，你是欠我

的，但是其實主告訴我們什麼？主禱文告訴我們「免了人的債，

如同主免了我們的債」其實我們的主希望我們無債一身輕啊！

你們不覺得嗎？不是只有我不去欠人家的債，當別人欠我債，

你抓著人家欠你的債的時候，你也在負債，你得扛著這樣重擔，

老是記得他欠我三塊錢，就不止三塊了，所以就是真的，神要

我們是無債一身輕，不管是我們欠人，人家欠我們，神要我們



 - 15 - 

去饒恕就必須饒恕。 

家人們，你在教會待很久了，你跟你的弟兄姐妹之間會不

會有摩擦？難免有一些，也許我們是意見不合。你跟你的領袖

有沒有？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我相信有人沒有，但我相信

有人有，我們要勇於承認。你今天如果是小家長，你帶小羊會

不會覺得說「這羊怎麼這麼不聽話」？有沒有？「沒有！」哈

利路亞！我們慕主復興了！我們真要做到裏外都沒有，但是難

免會有，一定會有。我承認我也有，我剛來的時候有些我也看

不慣，我相信牧者團隊對我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對不對？沒

有關係，我們都在過程當中，所以一定會有，這沒有什麼，但

是你要不要去求饒恕，你要不要原諒他？你要不要把這個抓在

你的裏面？先到神的面前求饒恕，因為這東西抓著我，神憐憫

我，也求神光照我們，哪里虧欠了別人。 

常常我們一直以為我是受害者，我是被苦待的，所以我眼

目就定睛在我的苦情、悲情裏面了，但不會想到其實我也是對

人家造成傷害的人，所以求神光照開啟我們哪里虧欠了別人，

我們去尋求饒恕，就像江媽媽上禮拜說的，當我們願意饒恕的

時候，神一切的恩寵都會加在我們身上，一切的恩寵都會傾倒

在我們身上，前提是我們願意饒恕。 

在我們家裏面，從小七八個人一起上兒童主日學，但是三

分之一的人就是上個禮拜江媽媽說到的，讀了大學 95%離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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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本來不在我們家的群組裏，這一次當我們合一的時候，

他們把我加進去了，我回去了，我回家了。之前我在準備資訊

的時候，我很感動，我一邊準備，我想到這，我就哭，我就流

淚，我就寫在群組裏面，我說：「大哥，大姐，我很感謝你們

對我的饒恕，你們再一次的接納我，感謝神在我們這裏面所做

的這一切。」我也有兩個信主的基督徒姐姐，可是她們不太會

提這個，但是今天當我們在合一的時候，我相信神要一個一個

把他們拉回來，再把他們拉回到神的家裏面，因為我就開始在

這邊講「感謝神做的這一切」，然後我另外一個很敬虔的姐姐，

她也開始在剖析這些有關神的話、神祝福的事情、一些見證的

事情，另外一個姐姐也開始。聽他們講，以前他們聚集吃飯，

還沒喊開吃就已經開吃了；可是當我們聚集的時候，有人就真

的想開吃，結果大姐說：「小祺（我的小名叫小祺），還沒禱

告」；第二次說：「我們先禱告再吃」。神慢慢在扳回來，這

是不是恩寵？也許還沒有完全，但是我真的覺得神就是一步一

步在做，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常常可以這樣子傳達這些資訊，

他們即使已經離開教會多年，也會附和一下，「阿們」一下，

神都在做工，神都在做工，你相信嗎？ 

剛剛利未牧師提到：有時候一個人決定我怎麼樣會影響到

很多人。確實是這樣子，你不要覺得你的力量很小。你願意饒

恕的時候，你要知道像什麼？我很喜歡用比喻，臺灣的話就是

一串粽子，你拉起來是一串粽子；你的葡萄拿起來是好幾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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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一顆。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要覺得你自己這樣子，好

像都微不足道，沒有什麼影響力；錯了，你一個人願意站起來，

你一個人願意饒恕，你一個人願意悔改，你翻轉過來的時候，

你歸向神的時候帶下來的是什麼？是一串葡萄，每一串葡萄下

麵會帶出更多，你相信嗎？神說「十億人要進來」，會是一個

一個嗎？當然了，在神無所不能，但是我相信會是一下這一串

的。一個人就發揮出你的影響力，就是一串，下麵這一串再去

發揮，會有更多人，很快就十億人，這就是你的影響力。所以

你不要輕看，「我自己能夠做什麼？」不要輕看，不要覺得你

能夠做什麼，在我家所做的，在你們家、在每個人家都可以。 

上禮拜媽媽問我們一件事--阿爸父在乎什麼？阿爸父在

乎懂祂的心，其實就是阿爸父也在乎我們的心。 阿爸父提醒

我：我的父親在乎什麼，他的遺憾是什麼，是他的孩子們沒有

合一。阿爸父在乎什麼？要合一，只有我們放下自己，我們去

求饒恕，放下自己，讓神在我們中間來掌權。如果我們教會每

一個人、弟兄姐妹、我們都是這樣的合一的時候，是不是都已

經復興了？當我們每個人都合一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就復興了？

復興是什麼？媽媽說復興是神的國降臨，神的國臨到，我們的

神真真實實向我們來顯現，向人來顯現，我們的每一個人真的

是這樣踏踏實實在我們全能神的面前蘇醒過來，你蘇醒過來把

主權交給祂，讓祂來掌權，讓祂在我們生命裏面來掌權，每一

個人真的是很聖潔的在神面前活，這就是復興。家人們，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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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神的國」降臨下來嗎？因為神是忌邪的神，人非聖潔，

都不能見主面的，更何況你期待、你指望神進到你的裏面嗎？

我們真正是要有這麼一個聖潔的生活，聖潔的活在神的面前。 

剛剛我們讀的經文提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

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這個「油澆在

我頭上」，就像我心裏面那塊石頭掉下去那種感覺,就像多年

壓在我心裏面多年的石頭掉下去的感覺。或許我平時不知道，

但其實它一直壓在我裏面，壓在我的心裏面，但是就是那種感

覺，我被洗乾淨了，我聖潔了，我可以得到自由了。得到什麼

自由？我可以不憤怒的自由、我有不埋怨的自由、我有不憤怒、

不苦毒的自由、我有饒恕的自由，我可以去饒恕。家人們你渴

望嗎？你渴望自由復興要臨到、神的國要臨到我們裏面，讓我

們真的是轉向祂，盡情聖潔在祂面前。 

我們請敬拜團上來。 

讓我們心回轉向祂，歸向祂，沒有什麼不能放下，但是當

我們就一直抓著的時候，你不再只是個受害者，你也是加害者。

跟隔壁人說「我不要當個加害者！」我們真的不要在一個苦毒、

一個受害者裏面，我們更不要成為別人的加害者，阿們！ 

如果這時候你願意起來，真的是來到神的面前，你願意說

「神，是的，我願意蘇醒過來，我願意被翻轉過來，我願意澆

在亞倫頭上的油、那貴重的油也澆在我的裏面。」我鼓勵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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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到前面來，我們一起來跟神說：「我願意放下，赦免我一

切的不能原諒，不能饒恕，實際上我先是要求祢饒恕，因為我

沒有做一個很好的榜樣。是的，祢光照我哪里有虧欠人的，神   

真的是來光照我，我可以去求饒恕…」，好不好？來到神的面

前我們一起來回應，你有什麼就開口來跟神說，敞開你的心來

說。 

我們剛剛看著阿爸就笑，阿爸父要唱歌給我聽，阿爸在對

你說話：「把你的心敞開來。」你有很多不堪嗎？走出來！走

出來！ 

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放不下的，求神的光照，還有什麼不能

饒恕的，「神啊，不要再抓著這些，我不要再做一個自以為義

的人，我不要再做一個不饒恕的人，主赦免我，赦免我！」跟

主來說：「祢要開啟我！」可以找牧者同工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