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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的翻轉 

--根據江秀琴 2015 年 2 月 1 日主日信息整理 

• 讚美中的敬拜，翻轉中的一年 

在希伯來文的字根裡面，“2015”這個數字,就是“翻轉”的意思。也許有人會覺

得，這只是個數字而已。其實，整本聖經裡都有許多的數字。神在 2015 年，要做一個翻

轉的工作，在我們身上，也在世界各國的教會裡面。 

在一天半夜兩點鐘左右，我醒過來，就起來敬拜、讚美神，讀了十幾章的聖經，覺

得裡面很喜樂。一直到清晨，我又睡了一會兒。早上醒來后，我就接到一封郵件，有一位

牧師轉發給我一位先知的預言。這位先知預言說，2015 是翻轉的一年；她領受到，神

說：“如果在午夜時分，你來讚美我，我就會翻轉一切。” 

那天，我剛好是午夜時分一直在讚美神！我本來就有負擔和感動，要在信息裡講讚

美的重要，因為我渴望，在新的一年裡，整個教會都活在讚美的恩典和榮耀裡。結果，我

就收到一個這樣的郵件！我覺得，神好像在印証，2015 年的 2 月 1 日，一年的開始，我

要和大家分享這樣的事情。 

法國在一月的第二個禮拜裡，發生了可怕的恐怖分子攻擊事件。是不是從此他們就

活在愁雲慘霧之中呢？因為去買菜，去超級市場，隨便走在街上，都可能忽然間就被槍

殺。恐怖分子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就在我們周圍的馬路上，忽然間就會要我們的命，

盡管我們和他們無冤無仇！ 

今年的一開始，神就已經藉著這位先知對很多國家預言。其中一個預言，就是法國

會在持續不斷的動蕩中,開始經歷覺醒。神說，ISIS 組織會發動恐怖行動，攻擊法國，所以

法國的禱告中心要持續地禱告，來加以防堵。神都知道會發生什麼。祂說“法國會在持續

的動蕩中經歷覺醒”，現在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法國很多神的兒女，開始起來禱告。 

過去在法國，那些只有聖誕節和復活節才會去教堂的人，現在擠進教會。幾乎每一

天晚上的禱告會，都是爆滿。他們沒有位置，坐在地上，也沒有關系，仍然很快樂；還有

很多父母抱著孩子，去教會禱告。在去年以前，我們從美國的報紙上一直看到的是：法國

已有很多教堂空無一人。但現在，變成人們擠進教堂，一起在教會裡禱告。所以，神就大

大地顯現。聖靈大大澆灌他們，然后就開始引導他們怎麼禱告。 

當一群神的兒女，就跟隨聖靈的引導，進行禱告，恐怖分子的計謀就一個接一個地

被揭發。比如，在他們倉皇逃亡過程中，竟然把他們的身份証丟在地上。所以，警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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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找出誰是恐怖分子。還有，恐怖分子打電話給某個報社，討價還價：如果不答應要

求，就殺掉人質。報社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決定關掉手機，去殺人質。可是，他們

講完話，卻忘了關手機。所以，警察知道他們接著要做什麼，馬上就趕去殲滅他們。 

一件件奇妙的事不斷發生。所以，法國這些神的兒女感受到，神好像在從天空看著

巴黎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告訴他們這樣禱告，或那樣禱告。神的兒女就藉著禱告，在

執掌王權；教堂也開始爆滿。這真的很有意思：真像演電影一樣，神在天上看著，說：

“恐怖分子在這邊，你要這樣禱告！”他們就禱告了。恐怖分子逃到這邊時，剛好有人躲

在箱子裡面。他就報告警察，恐怖分子手上有什麼武器，要做什麼，藏在哪裡。這些恐怖

分子就又被抓。 

神可以做這麼奇妙的事情！我剛一看到很興奮，但是，馬上有第二個念頭出來。我

就是想到當年 911 后，紐約華爾街的教堂爆滿。在危難當中，人很容易會禱告抓住神；

但危難一過，又回歸到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我們這段日子一直教導家人們要筑壇，固定地

敬拜這一位神。藉著筑壇，我們會更多認識這位神的美善，更多使自己和神對齊，而不是

等到危難來臨時，才趕快呼求禱告，覺得經歷神很奇妙；所有危難一旦解除，我又開始忙

我覺得重要的事情，神不再是我每一天生命的中心，我最重要的。 

• 神的美善，我的位份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

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弟兄勝過牠，是

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証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示錄 12：10-11） 

在末后的日子，控告的靈特別地猖狂。牠一直控告我們，也在我們的裡面一直去控

告我們周遭的人。這個控告的聲音，會使一個人抬不起頭來。但是，神說：弟兄勝過牠，

勝過這個控告的撒但，是因著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証的道。見証什麼呢？就是見証耶穌已

經完成的工作。 

羔羊的血已經撒了，耶穌已經用祂的血和我們立了新約，立了愛的盟約。祂說：我

用我的血把你洗干淨了，你是我的新婦，我何等地愛你！今天你活在地上，就是等著我來

迎娶你，等著赴羔羊的婚宴。“我們能勝過牠，是因為羔羊的血。”這位立定盟約的神，

看我們為全然美麗。——這件事非常重要。 

有一天，我對一位姊妹說：“你真好！”她告訴我：“你知道嗎？以前如果你對我

這樣說，或者任何其他人對我說這句話，我會發火。因為我覺得我不好！”有時，耶穌對

她說：“你很漂亮！”她就趕緊說：“耶穌你才漂亮。”在我們裡面，就是一直覺得自己

不夠好，所以，很多的控告會一直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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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現在我不一樣了，你對我說‘你真好’時，我覺得裡面很甜。”我問她，

內心的轉折點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她說：“就是前些日子 E2 特會上，講到我們的身份是

耶穌基督的新婦，是耶穌看為全然美麗、全然可愛、毫無瑕疵的新婦。”那一天，不只是

神的道，還有神的靈一直澆灌、充滿她，愛的恩膏很強。她說，她真的知道她是美麗的。

所以現在，她可以接受別人對她的稱讚。 

隔幾天，我把這件事和另一個姊妹分享，那位姊妹就說：“我也是！我先生對我說

哪裡要改正，我就很不高興；但是，他如果稱讚我哪裡很好，我也很不高興，因為我覺得

他在諷刺我。”所以，她說，她也同那個姊妹一樣。 

2015 是翻轉的一年！首先，我們一定要認識神對我們的愛；然后，我們要知道，這

位神是怎麼樣的一位神。前幾天，我讀創世記，裡面講到雅各的女兒被人強暴，他的兒子

們就把人家全城的人殺了，擄掠羊群、婦女。雅各嚇了一跳，我的兒子們竟然做出這樣的

事情來！我們人丁稀少，周遭的居民一定會來追殺我們，我和我的全家都要滅亡了。 

當他這樣想時，神就對他說：“來！你來筑壇，獻祭給在你逃避你哥哥時，向你顯

現的這一位神。”雅各就招聚他的兒子們筑壇。結果，筑壇以后，神就使周圍城邑的人都

驚恐，懼怕他們，沒有追趕他們。神是不是非常奇妙？神說：“你來筑壇，讓我的能力、

我的保護臨到你，也讓你知道你是誰。” 

那段聖經后來就講到，神對雅各說：“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從那

一天開始，雅各就改名叫以色列。在創世記 32 章裡，雅各與神摔跤，神已經對他說：

“你的名字叫雅各，但你要改名字叫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是什麼？是“抓”。這是

一個很不好的名字，一個人很自私，什麼都要抓，我們都不喜歡這樣的人。 

“以色列”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是很尊貴的。他跟神摔跤以后，神

說：你的名字是以色列，你是很尊貴的王子，你和神、和人較力都得勝了。接著，雅各就

去見他的哥哥。他本來非常害怕，因為他哥哥帶來四百人，要迎接他嗎？一定是要殺他

的！但是，當他跟神摔跤以后，他哥哥看到他，就抱著他痛哭。 

我們的神可以忽然間轉變人的心態，轉變整個環境、情勢！祂要我們知道，祂是怎

麼樣一位愛我們、與我們立約的神。然后，神就對雅各說：“我要祝福你，我要把你祖父

亞伯拉罕、你父親以撒的地，都賜給你。”你有沒有發現？這一位立約的神，只因與亞伯

拉罕立約，神就主動地、積極地去保護他的子孫，施恩給他們。 

而今天在新約裡講到，我們因信也是亞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因著與亞伯拉罕立

約，祂所有的對亞伯拉罕的恩典，也臨到我們這些有信心的人身上，臨到所有跟隨亞伯拉

罕信心的腳蹤前行的人身上！在這末后的日子，2015 年一開始就有很多震動，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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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發生：飛機失事，還有恐怖分子可以這麼囂張猖狂，公開地殺人。美國總統也宣布

說，這種事在美國隨時也會發生。每個人都活在不安定中，隨時都可能處在危險裡面。 

但是，神是這麼美善的一位神。祂說：所有的震動，所有不容易的、可怕的事，甚

至最黑暗的環境裡，只要你懂得來讚美我，我就會翻轉一切！你的注意力不要盯在這些黑

暗之事上，要一直專注在我身上！我們怎麼來勝過這樣的黑暗？有一種是外面的黑暗，另

外還有裡面的黑暗，就是我們對自己有一種不安全感。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

知道我是誰，不知道我是神的王子，我是神的王女。 

• 口中咬定，心中相信 

這位立約的神就在我們裡面，什麼好處都不缺，要臨到我們身上。只要我們見証神

的道，我們的口中咬定耶穌已經做成的工作，就可以勝過所有仇敵的攻擊。仇敵藉著環

境、疾病，都要摧毀我們這個人。但是，神卻要使這一切的攻擊在我們的身上變成美好。

我們要相信神已經做成的工作，而且一直的讚美祂。還有，我們要見証耶穌。什麼叫見証

耶穌？就是我們口中咬定，並且宣告出來：“耶穌已經做成了！” 

有一位姊妹得了腰間盤突出，非常痛，住院也沒有醫好。中醫的推拿、針灸、按

摩……各樣方法都試過，還是沒好。她沒辦法坐著，只能一直躺在床上。有一天，她實在

太庝了，就哭著說：“耶穌，我太痛苦了，你一定要醫治我！”因為她曾在網上聽到爭戰

得勝之方的信息，所以，她就這樣躺在床上，流著淚求主醫治。然后，神就把一句話放在

她裡面：“祂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太 8：17） 

這句話進到裡面，她就開始一直宣告。她用這句話一直對神說，也對仇敵說：“神

啊，你已經擔當我的疾病，背負我的痛苦了，所以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斥責腰間盤突出的

疾病出去，斥責你這個仇敵出去！”一周以后，她完完全全地好了！從此以后，不管感冒

還是其它大病小病，她都用這個方法治好了。她就作見証說：“我們家現在不需要有藥

了。” 

在疾病、痛苦中，這位姊妹懂得：耶穌已經為我做成了，耶穌的血已經和我立約

了，耶穌的產業都是我的，祂的命傾倒在我身上。所以，她就開始抓住神的話一直宣告，

這就是口中見証神的道。“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証的道。”耶穌的血洒

在我們身上，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要口中咬定祂的道。所以，我們要筑壇，要更多讀神的話，讓神的

話這把寶劍，充滿在我們的裡面。這樣，我們遇到什麼緊急情況，神的話就會從裡面出

來。我們只要口中咬定，一直宣告不放棄，就會得勝。聽起來可能很容易，但是一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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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前六天一直都很痛，到第七天才忽然完全好了。在很痛的時候，我們能相信神的醫治

嗎？能相信祂已經擔當了我們的疾病，背負了我們的痛苦嗎？ 

聖經裡的“相信”，都是一個正在進行時，我們需要這樣一直持續相信。很多人放

棄得太早，所以沒辦法經歷神的大能。其實，神已經做成了。 

• 口中的讚美，聖靈的能力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詩篇 8：2） 

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你聽見了嗎？”耶穌說：“是的。經上說：‘你要從嬰

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你們沒有念過嗎？”（馬太福音 21：16） 

耶穌這裡所說的“經上”，就是指詩篇第 8 篇第 2 節。耶穌說：“你從嬰孩和吃奶

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詩篇 8 篇 2 節則說：“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

力”。所以，讚美就是能力。 

神就是要讓仇敵知道：我不需要跟你較量，只要最軟弱的、什麼都不懂的嬰孩開口

讚美，我就可以把你打敗了。最沒有力量的嬰孩，只要單純地懂得讚美，我的能力就臨到

他身上，仇敵在他身上的權勢就要退去，“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沒辦法再說什

麼。 

耶穌所完成的救恩是這麼偉大，我們只要懂得開口讚美就好了。但很多時候，我們

的理性、感覺裡，沒辦法讚美。我們覺得讚美有用嗎？ 

有一位姊妹，她的先生去世時，兩個兒子都還是青少年。所以，她要獨自撫養他

們。好不容易，老大從大學畢業了，老二開始也進入大學。沒想到，老二開學沒多久，就

說他要休學，他討厭去學校，因為他滿臉都是青春痘，不想見人。他就對媽媽說：“我要

休學。”媽媽勸他不要休學，他就說：“你不讓我休學，我就離家出走。我要搬出去。” 

媽媽想：他如果搬出去，自己打工，在這種環境下，一定會學壞。但是，媽媽怎麼

勸都沒用。這個孩子對媽媽講了一些很不好聽的話，還說：“我不要看見你了。”然后就

搬出去了。這位姊妹的心都碎了：她辛苦這麼多年，總算小兒子也讀大學了，現在小兒子

卻不要讀大學，還離家出走，搬出去住。為什麼一個寡母單獨撫養孩子長大，結果卻是這

樣？一個很好的學校，兒子卻不要讀了，只因為臉上的青春痘！ 

她非常無助、沮喪，不知道怎麼辦。后來，她打電話給另外一個姊妹，向她訴苦。

這位姊妹就說：“我們為這些不容易的境況，一起來讚美神，好不好？”她說：“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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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不出來。我沒有力量，實在是軟弱無力。”那位姊妹說：“沒關系，我們慢慢地開

始，一起讚美神，好不好？” 

漸漸地，這個姊妹願意用意志力開始讚美：“主啊，我為這個孩子要休學讚美你！

為他和我之間的緊張關系，讚美你！為他離家出走，讚美神！”越讚美，她頭上的天就打

開了。 

當我們敬拜、讚美神時，就為神開了一條路，讓神可以把救恩賜給我們。這就是詩

篇第 50 篇 23 節所說的：“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

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在新譯本說：“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當你在感謝神時，神就得著

榮耀。因為你認識神對你的愛，認識這位神；你明白，如果不是神允許，不會讓任何事臨

到你身上。所以，你在感謝祂時，祂得著榮耀。新譯本中接著說：“當你這樣榮耀我的時

候，就使我得到一條路，能夠把我的救恩賜給你。”所以很簡單，我們只要感謝、讚美，

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我們沒辦法的事。 

其實有很多事，我們都沒辦法解決。像這位媽媽，她越勸孩子不要休學，不要出

去，兩個人的沖突就越大。當她讚美神時，剛開始沒有力量；但是，她越讚美，就想到越

多可以感謝神的話。她開始想到：“我兩個兒子本來都不說話，現在彼此可以要好地交

談，我要為這個感謝神；我也要為兩個孩子都健健康康，來感謝神。”她本來是在讚美

神，漸漸地，頭上的天就打開了。 

神開啟她：其實有很多可以感謝的。她越多的感謝，就越有力量，心思就越和神對

齊。她就開始讚美神說：“主啊，我感謝你，你的慈愛永遠長存！主啊，我感謝你，這個

家是你的！我讚美你，你的愛得勝在我的孩子身上。”她一直感謝，並且宣告說：“主

啊，你必成就關乎我兒子的事！主，我感謝讚美你，你的慈愛必不離棄我們。”本來，她

整個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痛苦上，在孩子可能要遭遇的不幸上。現在，她轉移到以神為她

注視的對象。 

所以，神要我們讚美、感謝。因為永遠有很多不幸的事，要抓住我們的心，使我們

悲悲慘慘。但是，神說：“我已經為你成全那麼完備的救恩，你只要來讚美我，所有臨到

你的事，都會為你效力。”就像法國，這個一直在昏睡的國家，藉著這不幸的事臨到，所

有百姓的生活都改變了。生活模式改變了，宗教的生活也變了。人們開始來敬拜這位神，

開始禱告，他們的靈活過來。所以，每一件事都可以為我們效力，相信嗎？ 

那麼，你怎麼讓每一件事都變為益處，來為你效力呢？藉著讚美，超越理性的讚

美。讚美，不是因為我感覺很舒服，也不是因為現在臨到我的都是好事。讚美，是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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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神為我成全了奇妙的救恩。但是，仇敵卻要偷竊、殺害、毀壞我。牠要殺害我，但神要

使我變為美好。 

神對雅各說：“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是神尊貴的王子。”所以，發生的每一件

事，如果我們只是禱告、呼求，這件事解決了，就又回到原來的生活樣式，我們就一直不

會認識神的愛，不會認識這位愛我們的父親是一位怎麼樣的父親。我們也不認識自己是誰

——我們是深深被祂疼愛的神的王子。 

雅各的女兒被強暴，兒子闖了這麼大的禍，周圍的城邑都要成為他的敵人，這是多

可怕的事。但是，他遭遇這一切后，開始以神為中心，來敬拜這位神。神其實藉著每一件

發生的事，要讓雅各知道他是尊貴的王子。這位天父，立約的神，一直在保護、看守他，

使他尊貴。 

過去，他一遇到哥哥要來了，心裡滿了懼怕、愁煩。接著，兒女又發生這些事，他

也是痛苦愁煩，害怕又無助，沒有盼望。但是，這位神多麼美好！當我讀到這些聖經時，

覺得我們的神真好，真棒。我們有這麼好的神，與我們立約的神！所以，不管我們遭遇什

麼事，都要起來歡呼，讚美祂！正是因為太少歡呼讚美祂，我們整個人被周遭的事抓住

了，以致常常心情往下沉：覺得還有盼望嗎？怎麼辦？ 

這個媽媽讚美神的時候，越讚美，她就開始裡面有盼望，以神為她的中心，相信神

一定有祂的美意。后來隔了許久，她的兒子就回來了，說：“媽媽，我做了一個很悲哀的

決定；但是我知道是對的決定，就是我決定要再去注冊。”他為什麼覺得悲哀呢？因為他

滿臉的青春痘，所以不敢去參加 party，每天只能去教室和圖書館。 

這個媽媽多高興？因為現在大學的聚會都是喝酒的，會學壞的。因著青春痘使得她

的孩子不去聚會了，只能去圖書館和教室。這個媽媽才發現：“神啊，真的你的美意本是

如此。其實你愛我的兒子比我更愛他！你照顧我的兒子，保護他、引導他，都比我照顧得

更好。” 

2015 年會有很多震蕩來臨，會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發生。但是，你眼目一定要一直

在神身上，一直讚美祂，敬拜祂，認識祂的愛！那不是守律法，讚美祂不是一個規定，而

是因為你認識這位與我立約的神是這麼愛我。祂願意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為我死，為我流

血，為我受鞭傷，好叫我的疾病可以得醫治。祂願意為我死，死在咒詛的十字架，好讓我

這一生沒有任何咒詛會臨到，所臨到我的都是祝福。你一定要認識這個救恩，從心裡面來

讚美他。 

• 夜半時分的讚美，神的能力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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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

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禁卒一醒，看見監

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

都在這裡。”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又領他

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使徒行傳 16 章第 25 節~30

節） 

保羅是仰望神，然后神有馬其頓的異象顯給他看。他們就順服神，覺得神要他們去

馬其頓，才去到第一個城：腓立比開始出來要講道，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神也行了神跡，

就是趕出那個被鬼附的使女身上的鬼，可是因著這個神跡，他們被抓了。因為主人利用這

個被鬼附的使女賺錢得財力的機會沒了，就控告保羅他們。 

這段前面的幾節講到，那個關長把他們的衣服脫了，用木棍打他們，打到身體流

血，然后把他們關在監牢裡。如果是你，你會怎樣？很多人就會開始說：“神啊，不是你

讓我來的嗎？那我現在關在監牢裡，還能夠做什麼呢？神啊，我順服你，為什麼我一來到

這個地方就被關了，被打成這個樣子？” 

我們很多的反應都是直接對事情的發生反應。但是保羅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他半

夜的時候，因為痛成那樣子。你一定開始懷疑嘛，難道我仰望錯了嗎？不是埋怨神，就是

開始懷疑自己仰望錯了，他都不是。保羅、西拉就開始半夜讚美神。半夜，他們就禱告、

唱詩讚美神。其實他們是用唱的，把詩篇裡的話用唱的方式來禱告神、敬拜神，歌頌神的

美善、歌頌神的信實。 

當神的百姓在遇到苦難，願意從裡面繼續地相信神，持續地相信神的美善，而在那

裡一點不疑惑地稱頌讚美神，你知地都要震動。當你這樣讚美神的時候，就為神開一條

路，祂的能力要臨到，祂的救恩要臨到。神的心太受感動，結果地大震動，震動到監牢門

開了，鎖鏈都斷掉，而且不是他自己的鎖鏈，連周遭的囚犯的鎖鏈都斷掉。 

當神的兒女在不容易的、黑暗的、冤屈的、受苦的環境裡面，願意一直歌頌讚美

神，那麼地要震動，鎖鏈要打開。而且不止是你自己，你要祝福到周遭所有人的鎖鏈都打

開。這就是末世，神要藉著教會所作的。當環境在震動，恐怖分子越猖狂的時候，當超級

細菌越厲害的時候，神的家要充滿歌頌讚美神的慈愛永遠長存。 

我們不是懷疑：如果有神，為什麼會讓這個事發生？不是神要讓這個事發生，是人

的罪自然的結果就會有這些事發生。但是，人——神的兒女懂得來注視神，而不注視這可

怕、黑暗的環境；不要注視仇敵的作為，而來注視神的救恩。當祂完成救恩的時候，周遭

人的鎖鏈都要被斷開，人要從囚牢裡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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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這麼美善，結果獄卒全家都得救。全家得救，那裡就成為一個教會。這個獄卒

全家得救，每一個被關到監牢裡的都要得救，生命都要改變。你有沒有覺得我們的神太有

智慧了？祂要得著，要把救恩臨到人的身上，祂的方法是遠超過我們能夠想象的。所以祂

也藉著你要把救恩臨到你的家、臨到你周遭的人、臨到你辦公室的同事、臨到你的學校，

祂用的方法不是你能夠想象的，就是藉著讚美、藉著感謝，你越來越明白，因為讚美、感

謝就是對神表達一個愛的信任，這會讓神得到榮耀。 

今年在猶太歷是 5775 年，“5”代表恩典，兩個“5”就表示神要將雙倍的恩典、雙

倍的安息臨到祂的百姓身上。我們要怎樣活在神的安息裡面呢？就是遇到什麼事，我不再

用自己的力量著急地去解決。神說：你常常在焦急、懼怕裡面，我就沒辦法把我的祝福、

我的寶貝臨到你身上；我的很多寶貝，只能臨到那些充滿了歡樂、感恩的人身上。 

不是神很吝嗇，不給你；而是你在焦急、懼怕時，眼目不在神身上，神給的祝福，

你接不到。當你讚美、感謝神時，注意力在祂身上，所以祂要給你，你就接到了。所以，

你怎麼經歷 2015 年這個雙倍的恩典呢？就是藉著讚美，一直地感謝神。 

以前，我很在乎睡眠。因為常常只能睡三、四個小時，甚至只有兩小時，我覺得這

樣不行，非常在意。但是，神給了我一個定義：如果我起來上廁所，再也睡不著了，人很

清醒，我就起來跳舞敬拜，讀聖經。什麼時候累了，想睡了，再去睡。結果，神就釋放我

脫離了這在乎！ 

有時候，我們的注意力一直在某件事上，反而沒辦法脫離那個捆綁。我就是來敬

拜、讚美神，白天精神也很好。有一天，我又想要早點睡，但是到十點半也睡不著。我就

起來，再讀聖經。到十二點時，我去睡覺；四點鐘就醒了。我就起來，開始親近神。那

天，神在我裡面做了一個奇妙的工作：好像我裡面一些過去掙脫不掉的東西，那麼在乎的

東西，忽然一下子都沒了。 

這就像神做在以掃身上的。以掃領著四百個人來，卻忽然間只是抱著雅各的頸項

哭，很愛雅各，這是神做的。如果以掃只是為了趴在弟弟的頸項上哭，干嘛還帶四百個人

來？他一定是要殺雅各的，因為他被騙后，早就決定父親死了一定要殺死雅各的。 

• 神到底要翻轉什麼？環境？人心？ 

神是可以忽然間改變環境的。祂知道我們有一顆要祂的心，祂也知道，有時我們的

裡面有一些做不到的，對自己沒辦法的。那天，我就繼續讚美神，親近神。神忽然做了一

個翻轉，好像那些抓住我心的東西，突然都沒了，我是多麼喜樂！一個得勝成就在我的裡

面，是神做的。我覺得，這就是神在 2015 年所要做的工作：翻轉，翻轉！祂說：在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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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在黑暗的時刻，你願意選擇我——耶穌，然后來讚美我，我就要改變一切，翻轉

一切。 

今年是翻轉的一年。但是，你想不想經歷翻轉？有些人可能不覺得自己需要翻轉，

因為他各方面都很好：夫妻感情、孩子都很好，也對自己很滿意；愛神，也愛人，什麼都

好。但是，神其實是要我們每一個人翻轉。祂要把我們裡面那個雅各的天性，轉變成以色

列。我們那些天然人的性格，遇到什麼事就抓住不放，那些害怕、擔憂、緊張……神說：

“我要來翻轉。” 

你要不要翻轉？你願不願被改變？如果願意，今年你一定要把握機會。每一件事情

發生，就開始感謝、讚美。不只對神，對人也要感謝和讚美。 

預備這篇信息時，我仰望神，在我裡面就有一個意念說：整個教會將一直對神感謝

讚美，對屬靈的家人、肉身的家人，都充滿了感謝、讚美。神的大能大力，將一直充滿在

整個教會裡。其實，神已經在做了。 

我們有一位家人的國內親人，患上憂郁症，很想自殺。這位家人就和其他的弟兄姊

妹，集體聚在小家裡，大家在信心裡一起舉手，為他的親人祝福禱告。他們懇求神的愛和

大能臨到這位親人身上，釋放他得自由。他們也斥責自殺的靈離開，奉耶穌的名祝福他。

結果，這位家人忽然就有了很大改變，還去了教會！ 

有一位姊妹，她國內的祖父處於癌症的末期，裡面的器官都爛了，醫院三次發出病

危通知。每一次，這位姊妹都迫切地為祖父禱告：“主啊，我的祖父還沒得救，你一定要

拯救他，醫治他！”每一次病危通知，每一次都翻轉。現在，她的祖父已經信主受洗，活

得好好的！ 

神就是能做到這樣一個地步。所以，我們有的姊妹說：“我自己都嚇壞了！”她只

是在 E-mail 為國內的親人禱告，親人竟然就得了醫治。還有的家人在筑壇裡，用神的話

為親人的得救禱告，結果，他的親人就一個接一個得救了，信主了。如果你照著講台所教

導的去做，就會一直感受到神的心是多麼迫切。 

祂要把救恩顯明在我們身上，祂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

道我的名，我要將他安置在高處。”神的名就是要來救我們，要來與我們同在，把祂一切

的美善傾倒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祂要使我們的生命變得美善，不是哀聲嘆氣。 

如果我們從今年 2 月 1 號開始，說：“主，我要翻轉！我真的要翻轉！”我開始習

慣埋怨的，要開始變得習慣感謝讚美。我習慣一看環境，我就懼怕的，我現在要看你。神

啊，我要看你，感謝你的愛。我要讚美你的美善！我習慣用理性分析，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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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是我現在要相信。我要一點兒不疑惑地相信，而且要持續地相信，口中咬定你的應

許，繼續地相信你的救恩；我習慣遇到這種事就倒地、放棄、沮喪的，我現在要起來，我

要歌唱讚美。 

在這一年，我們開始改變壞習慣，天然人錯誤的習慣反應？我們現在知道原來神，

你是這麼美善。包括法國現在所發生的這一切事，其實神已經在今年的 1 月 1 日，你已

經先預言了：法國會有這些事發生，但是，你們藉著禱告，可以防堵這些破口；然后你們

藉著所發生的震動，會有屬靈的覺醒。 

神就是這麼美善。神藉著先知預言說，日本會有靈魂的大收割。日本的基督徒不到

百分之一，但神說，今年會大翻轉，有靈魂的大收割。神真的非常迫切，在這一年裡面，

祂是要傾倒祂屬天的豐盛。祂要把祂屬天的產業，祂救恩的完備，祂的美麗豐富，傾倒在

相信的人身上。 

你怎麼表達你相信？藉著不斷地感謝、讚美。超越一切環境，超越你理性的分析，

超越你的感覺，繼續的讚美。如果你說：“啊呀，我讚美了兩個月也沒用啊！”沒用，那

就表示你不信。信心，聖經裡面講的信心，都是繼續不斷的，是正在進行時。 

• 只為事情禱告，就是拜偶像！ 

在兩個月前，有一天清晨快要醒的時候，神在我裡面對我說：“我的百姓如果只是

禱告要得醫治、只是禱告事情要的解決，就是在拜偶像。”這句話好重，因為神很多百姓

是在拜偶像。你注意力只是禱告得醫治，醫治好了，就感謝讚美主，然后我過我的生活。 

你沒有得著救恩的美麗在你的身上。因為救恩要使我們變為神的王子，知道我的尊

貴，知道我有這麼大、這麼豐富的產業，知道我有這麼大的權柄，這是救恩要做在我們身

上。當你只是禱告病得醫治就好了、只是事情解決就好了。如果只是孩子現在願意去上學

就好了，只是孩子現在變乖就好了，那你太可憐了。你還是活在可憐貧窮裡面，神不是只

是讓你的孩子這樣變乖或者肯去上學就好了。 

神要讓你發現原來我不是寡母，不是沒盼望的、可憐的；一直在靠自己在乳養這個

孩子。孩子的一舉一動就牽扯我的情緒，就決定我幸福或不幸福，你沒那麼可憐！你是神

深深寶愛的！祂為你死，祂要用救恩使你成為一個蒙福、美麗、健康、充滿了權柄和能

力，而且可以大大的祝福別人，使被人的鎖鏈都脫落的人。你知道嗎？如果你願意開始起

來開口感謝讚美。 

還有，我們有時候讚美，感謝只對神，但是對人，特別我們的家人，或者屬靈的家

人，太少感謝讚美，我們來改變好不好？很多年前，我的牧者因為他是蘇格蘭人，他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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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的蘇格蘭裔，長老會。他們是很嚴謹的，所以他就教導我們說：“不要稱讚、不要讚

美人，稱讚人會讓人的老我變大。”所以我這個就聽進去了。 

但是這些年來，越來越發現，我們現在的人比以前的人脆弱很多，很需要更多的被

感謝跟讚美，我們會變得更好，不會老我更大。也許有人會，但是大多數其實很需要。老

我讓他自己跟神去解決，我們要做的就是感謝讚美。我覺得這個其實都蘊含在我們裡面，

有時候都看見了。我們在看到對方的好處、美麗、辛苦、愛心，各方面，可是我們不善於

表達，愛在心裡口難開，特別對親近的人。 

我以前對媽媽“謝謝”都講不出口，后來我立志要感謝，才開始跟她說媽媽謝謝。

然后越講就會越習慣，因為被逼迫了六七年，所以不會撒嬌了。但是我越講越講以后，漸

漸對媽媽那個撒嬌的本性又回來了。神喜歡我們這樣，祂要從嬰孩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

完全讚美。所以我們越回轉成小孩子的樣式，用神的眼光對每件事感謝讚美，對人也感謝

讚美。你就會發現你的家開始改變、翻轉，你的公司開始翻轉、你的學校開始翻轉、你的

教會、你的小家都會開始翻轉。讓我們一起來經歷 2015 年神所要給我們的翻轉。 

• 討論題目： 

1） 當你遇到逆境，你過去常常如何反應？（對神對人產生苦毒、埋怨？覺得神

不愛你？人與你過不去？…）這篇信息對你有什麼開啟？你將會有哪些不同於過去的反

應？你突破的關鍵點在哪裡？ 

2） 在 2015 年，你最希望神在你身上做哪些的翻轉工作？（改變你哪些屬地的

性格？）你將如何行動，以經歷神雙倍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