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境中的翻轉（3） Page 1 
 

逆境中的翻轉（3）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5 年 4 月 5 日復活節的主日信息整理 

 “復活節”是后來的基督徒訂立的，在聖經裡，神特別講到，這一天應該叫“初熟

節”。我們知道，舊約是新約的影兒，耶穌的受死、耶穌的復活都應驗了舊約裡神講的這

個節期。這個節期不是猶太人的節期，是叫做“耶和華的節期”。如果我們去讀利未記，

就會發現裡面幾次講到耶和華的節日、耶和華的節期，就是神特別要來與祂的百姓相會的

日子。 

·擺脫重壓，得著真實的自由 

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路加福音

9:31） 

 這裡講到摩西與以利亞在變像山上，跟耶穌一起在榮光裡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去

世”，原文是說“出埃及”，耶穌要完成出埃及的任務。耶穌的去世，是要帶領祂的百姓

出埃及。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出

埃及記 12:1-2） 

神要以色列把出埃及的這個月，稱為正月，為一年之首。也就是說，藉著帶領以色列

出埃及，神要使他們進入一個新的循環，把一個新的心意作在他們身上。他們歷世歷代、

祖祖輩輩都是作奴隸的，神要開始把他們從奴隸之家帶出來。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

從埃及地出來了。（出埃及記 12:40-41） 

我讀到這兩節經文時，非常感動。神在創世記裡，就已經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后裔

會寄居在外邦，那個國家會奴役、欺壓他們四百年。然后我會帶領他們出來，懲罰那個國

家。”這些都是神所預定的，時日一到，“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

從埃及地出來了。” 

一群奴隸為什麼忽然間會變成耶和華的軍隊，可以勝過埃及的精銳軍兵？埃及的軍隊

是非常強悍的；而他們這些奴隸，大多是營養不良，瘦巴巴的，作苦工時這裡撞傷，那裡

割傷，身上有很多磨損和傷害。神卻說：“耶和華的軍隊出來了！”他們不只勝過埃及軍

隊，接下來只要是他們所經之地，任何軍隊都懼怕他們，他們都可以勝過那些軍隊。 

這樣一個在逆境中的翻轉是怎麼發生的？我們知道，奴隸的特征就是生活沒有盼望：

不管我怎麼努力，頂多就是賺到肚子填飽，以至於可以再去做工。他們在埃及做奴隸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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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是這樣，沒有盼望，終日埋怨，唉聲嘆氣。他們沒有被愛過，不懂得什麼叫愛，每一

天都是這樣勞苦。孩子的前途也是這樣，注定就是奴隸。 

神藉著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帶出埃及，“埃及”就是預表世界。耶穌來到地上，在變像

山上跟摩西、以利亞談論，祂將在耶路撒冷完成出埃及的任務，也就是祂要帶領歷世歷代

的基督徒，神的兒女們走出埃及，走出這個世界所帶給我們的重壓，帶給我們的轄制。 

越到主耶穌快要回來的日子，這個重壓和轄制在全世界就越明顯：各地的員工都下班

越來越晚，加班越來越厲害。如果不加班，就沒工作，沒飯吃，只好拼死拼活為老板干活。

有的弟兄覺得自己就像一台賺錢機器，每天早上出去，到晚上 11 點才回家。但是這麼辛

苦，所賺到的錢，也只夠一家人維持生活，沒辦法拿出錢來十一奉獻。 

神沒有要我們過這樣的生活。耶穌正是為此而死，祂就是要帶你出埃及，開始脫離這

種重壓的生活。上個禮拜，托尼（Tony）弟兄的見証：他在好多年前，被工作壓到一個地

步，很長時間都沒在家裡吃一頓飯。加班加點，忙到他的中耳出現問題，影響到身體都無

法平衡了。但后來，他決心開始與神更親密地聯合，把神真實擺在他生命的第一位。神的

恩典就源源不斷地涌進來。 

神開始告訴他，他的工程項目裡哪些有問題，該怎麼去改，所以，他的貨物可以整批

地完美出貨，不必擔心被退貨、虧損。這種情況不是一、兩次，神多次藉著異象、異夢幫

助他。這也不是托尼弟兄個人的經歷，我以前在新竹，服事那些在科學園區上班的、當兵

的弟兄，他們都是在他們的職場上，在工作的環境裡面，藉著禱告經歷到神奇妙的恩典。 

我們當中有一位弟兄，在一家很高科技的公司上班，競爭壓力大得不得了，幾個同事

都突然暴斃。但是，他決定聚會那天絕不加班，“我要把神一直擺第一位！”結果，神就

奇妙地讓他那天都可以提早走。藉著他這樣繼續地禱告，求神祝福公司，后來連老板都知

道這一天他要聚會，告訴他：“你可以下班先走。” 

在埃及，這個世界的王，重壓底下會有一群百姓，躲在羔羊的寶血裡面，吃喝祂自己，

享受神的同在。他們聽神的話，全心尋求和神有最親密的關係。這樣的人，就像出埃及記

12 章所寫的一樣，他會開始離開埃及，成為一支耶和華的軍隊。這就是耶穌來為我們受

死的目的：祂要釋放祂的百姓脫離末世的重壓，得著真實的自由。 

·進入禧年，活出天國的境遇 

所以，耶穌受死是要完成出埃及的任務，而耶穌的一生，是要開啟禧年。禧年就是神

悅納人的日子，神要把你帶回歸到祂的懷裡，成為祂懷中自由喜樂的兒子。你不再是一個

罪的奴仆，撒但的奴仆，你是神的兒子，充滿尊貴、自由和喜樂。耶穌在地上時，祂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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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信息講的就是：“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貧窮

的人.”（路 4：18 上） 

你是不是一個靈裡貧窮的人？如果是，今天我要給你報好信息。今天是 2015 年的復

活節，其實更重要的是叫初熟節。當年，耶穌成為一個初熟的果子，從死裡復活，這是一

個質的改變。耶穌可以一下子到房門緊閉的屋子當中，向門徒們顯現。當祂走出墳墓時，

勝過了罪，勝過了死亡的權勢，釋放出復活的大能。祂以一個新的復活的樣式，住在我們

當中。 

從此，那些相信祂的人，常常吃喝祂自己的人，就可以開始經歷耶穌所經歷的一切。

你腓利在一個地方完成任務以后，神的靈就把他提到另外一個地方，不需要坐飛機。（徒

8：39-40）而這樣的事，在今天仍繼續發生在世界上。我們教會有些小朋友，神就在他們

身上開始不斷顯明這樣的事。 

有個小孩才四歲半，媽媽帶她回亞洲外婆家。她在玩水時，因為地很滑，跑著，跑著

忽然猛地滑倒，頭就撞到地上，發出很大的聲響。接著，她頭上就腫起一個包，眼睛模糊，

又開始嘔吐。她媽媽趕快帶她去看急診，但那個地方靠近鄉下，醫院的條件設備很不好。

她去看了沒多久又開始嘔吐，醫生也無可奈何，只能說要繼續觀察。 

隔了一天，她就跟媽媽說：“媽媽，我好了。”媽媽不敢相信，還想幫她再揉那個包，

結果發現包真的不見了。媽媽驚訝地問她：“你真的好了？”她說：“對呀，我跌在主耶

穌的肚子上呀！”“那你頭上的包是怎麼好的？”她說：“是主耶穌把我的頭修好了。我

跟祂說，‘耶穌，你讓我眼睛看清楚’，祂就修我的眼睛，讓我看清楚了。”她也沒有再

吐，而且，她說她去了天堂。 

“我看到 Josephine 阿姨（我們教會過世的一位全時間同工），她笑得好開心啊，臉

上都充滿了光，她還打了一下我的屁股。”她說完，就一直笑。四歲半的孩子不會編出這

樣的話，她不是在說謊。從那一天開始，她就常跟她外婆說：“外婆，你要跪下來禱告。”

然后，她就按手在外婆身上，說：“主耶穌，求你赦免這個大罪人，求你的救恩臨到她身

上。”她還用油抹外婆的耳朵：“主耶穌，求你醫治她的耳朵，讓她耳朵聽得見。”她的

外婆超開心，這個外孫女講什麼她都照著做。 

從那天開始，她只要看到兩個人吵架，就對他們說：“你們不可以這樣，你們要跟主

耶穌認罪。”她也對媽媽說：“媽媽，你對爸爸講話這麼大聲，也要跪下來，跟主耶穌認

罪悔改。”她去了一趟天堂，回來以后好像一個小牧師。有一次在兒童主日學裡等候神后，

她告訴媽媽：“我今天在等候神時，主耶穌就這樣在我的面前親我，從頭親到腳。媽媽，

主耶穌還親我的臭腳丫。”她邊說邊一直笑。我覺得，這個孩子好像是活在天堂的境遇裡。 



逆境中的翻轉（3） Page 4 
 

耶穌復活以后，向門徒們顯現：當耶穌身體裂開，又從死裡復活，祂的血已經為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天已經打開了，只是我們的心思意念太少注意天堂的事。歌羅西

書第三章說：“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要思念天上的事。”（西 3：1-2）但是我

們的思想充滿了地上的事、地上的聲音，還有地上的邏輯推理，以致於我們很多基督徒，

不相信天堂的事。 

如果你不相信天堂的事，聽到這樣的事就會覺得不可能。其實，這在聖經裡有記載：

當耶穌從死裡復活時，門徒常常遇見祂，在四福音和使徒行傳裡都記著很多這樣的事情。

這些小孩子們單純，所以他們就可以常常遇見神，活在天國的境遇裡。 

耶穌把神的國帶下來，但因為祂的身體，神的百姓，常常思念地上的事，以致於我們

的心還在埃及，還是在唉聲嘆氣、不信、猜疑、軟弱的光景裡，我們還過著一個雇工奴隸

的生活。但是，耶穌說：我已經為你們死了，我已經把你們帶出埃及了。我們今天最重要

的就是要知道：耶穌已經完成了，祂已經開啟了神悅納我們的禧年。 

今天聚會開始前，我們一位代禱者說，她看到耶穌的寶座降在這裡，神兒子的血從頭

到腳洒在我們身上。所以，站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戴著聖潔的冠冕，充滿了榮光，像神

的王子、王女一樣，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嗎？耶穌為我們死，其實就是要完成這一件事。

不是因著我們做了什麼，是因著祂的血洒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在神面前稱為義，無瑕疵、

無玷污。祂受死，使我們稱義；祂復活，使我們成聖。祂從死裡復活，要把一個不一樣的

生命，一個聖潔美麗的生命，釋放在我們的身上。 

只是，神的兒女對真理不夠明白。很多人信主了，只是常常求主解決自己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當問題解決了，就又過回他原來的生活。他不明白自己已經是耶和華軍隊的一

員，已經可以勝過埃及軍兵，活在神奇妙的恩典裡。 

·聽神的話，經歷救贖和祝福 

神把以色列百姓從埃及領出來，忽然間，他們從奴隸變成耶和華的軍隊。有這樣的變

化，是因為發生了什麼事呢？只是因為他們聽了神的話。神讓他們宰羊羔，一家宰一只，

他們就宰了，又把羊羔的血涂在門楣上。他們要在房子裡吃羊羔，神就對他們說：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又要敗

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

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出埃及記 12: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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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羊羔時，腰要束帶，腳要穿鞋，手中拿杖，還要趕緊地吃，這聽起來實在不合理，

不利於消化：為什麼吃的時候，我還要穿著鞋，要保持緊張狀態？因為神說，這一天祂要

巡行埃及，滅命的使者要經過每一家房屋，看到門楣上的血就逾越過去。所以，神要他們

穿好衣鞋，預備好手杖，警醒等候。神一發令，他們就要打開門出去。而在神沒發令之前，

神讓他們在房屋裡吃喝羔羊，也就是神自己，但是外面正在施行審判。如果他們這時不是

警醒、謹慎地吃喝，不好好聽神的話，好奇地要出去看看，一出去就會沒命了，被擊殺了。 

神說，這一天，我要擊殺埃及一切頭生的，“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埃及一切的神，

就是世界的王、轄制人的王。這段經文其實就是預表我們現在的景況：現在，神開始審判

全地，所以會有很多的震動。神的百姓要懂得一直躲在耶穌的寶血裡面，吃喝神自己，就

是敬拜祂，聽祂的話，遵行祂的命令。如果我們這樣一直連於神，親近祂，在祂的同在裡，

就一直在蒙救贖。 

在這個震蕩的日子裡，你是活在一個恐懼害怕裡面，與世人一樣在被審判，還是一直

在蒙神的救贖，越來越認識神的奇妙，經歷天堂的豐富？你有沒有經歷到耶穌在禧年裡帶

來的神跡奇事、自由釋放？這都在乎你住在哪裡：是住在羔羊的寶血裡，還是住在埃及裡？ 

埃及正在接受審判，就是這個世界正在接受震蕩；而神的家正在蒙救贖。神要把我們

帶入祂起初創造我們的心意裡：神兒子自由的榮耀要釋放在我們當中。這就是主耶穌自己

說的，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膏我，要叫被擄的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耶和華悅

納人的禧年。你要明白：你是被神悅納的。 

這些日子，好多孩子患流行性感冒，而且一感冒發燒，就要持續一、兩個禮拜。這時，

孩子的健康就很在乎我們作父母的有沒有常常住在羔羊的寶血裡，聽神的話，在那裡吃喝

神自己、享受安息。父母先有這樣的平安，我們的兒女就有避難所，就得著蔭庇。 

從去年以來，那個四歲半的孩子的父母就常常在家中為小家裡有困難的、生病的家人

禱告。他們或發郵件，或帶著小家的其他人去為有需要的人禱告，就這樣常常在跟隨神、

服事人。所以，他們就一直在經歷禧年的奇妙。他們也常在家裡帶著孩子，一起歌唱跳舞

敬拜神。這個孩子自從那次跌倒之后，就經常說：“爸爸，你和我在天堂跳舞，媽媽也和

我在天堂跳舞。”她一直活在一個屬天的領域裡，所以，她說出的話一直在開啟大人。因

為我們大人常常活在不信、推理和邏輯裡，而不是活在靈裡面。 

今天，我們很需要求神羔羊的寶血，不止是涂在門楣上，也要洒在我們的眼睛、耳朵

和嘴上，讓我們活在神的遮蔽下，神的救贖下，這才是神的心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

實地出埃及。耶穌付了極大的代價，完成出埃及的任務；祂也已經從死裡復活了，帶我們

進入了禧年。祂說，這經，應驗在你們的身上。今天，我們要經歷復活，很需要先經歷走

出埃及，經歷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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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羅馬書 6:5）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羅馬書 6:8） 

我們常常想經歷復活的榮耀、復活的大能。但是，復活要先經過受死。以色列人要想

進入迦南美地，需要先出埃及；而他們能夠出埃及，需要他們先願意聽神的話。其實，神

藉著摩西對他們講的話都是人的理性很難通過的。剛開始，摩西對他們說要帶他們離開埃

及時，世界的王就給他們更大的重壓，更重的工作，以至於他們都不信神的話。 

但是，最后他們願意相信了，叫他們躲在房子裡面，把血涂在門楣上，他們就乖乖地

聽話，照著去做了。接著，神叫他們去向鄰居要金銀財物，他們也聽話，真的去要。這在

理性上多麼通不過啊：“我是奴隸哎，今天我能離開埃及已經夠好了，我怎麼還向他們要

金銀財物呢？” 

但是如果他們不要，就沒有東西可以建殿，建造神同在的居所。他們聽話去要，埃及

人就照著他們所要的趕快給了他們。你能不能出埃及，很在乎你願不願意真實地去聽神的

話。神說：你們將十一奉獻歸給我，我就要為你們打開天窗。很多人說：“不行，我沒有

錢，怎麼有辦法十一奉獻？”那你就繼續落在天然的律的循環裡面，就是一直貧窮、一直

靠自己。神要你出埃及，就是要讓你開始進入一個恩典的、祝福的循環裡。神要祂的百姓

十一奉獻，你照著神的話去做，神就要為你打開天上的窗戶，傾福給你。 

有一個弟兄在好多年前，受洗時看到神的這個命令，就對我說：“對不起，因為我們

買了房子，而我們的首付很少，所以每個月要付的貸款很高，真的沒有錢拿來十一奉獻。”

我說：“這是神的命令，你只能盡量去做。”他就聽話了，竭盡心力地去做。結果幾年下

來，我看見他買了第二幢房子，比第一幢房子大了好幾倍，而且，他一直在十一奉獻。 

神的每一句話，都是在祝福祂的百姓；神的每一句話，都要帶領祂的百姓脫離世界的

重壓。在聖經裡講到，什麼是世界？就是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你有沒

有在肉體情欲的重壓底下?你有沒有在眼目的情欲的轄制底下？你有沒有在今生的驕傲轄

制底下？每個人都絕對有的。但是神說，祂要救我們脫離這重壓，而且現在是時候了。 

·藉著悔改，廢除埃及的權勢 

我們過去可能一直妥協，一直說沒有辦法擺脫，結果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卻把我們

害慘了。我看見，很多本來很能夠被神重用的人，或者本來得著很大祝福的人，就是因為

情欲的轄制，一下子身敗名裂。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把神的話真實地聽進去，繼續妥協下

去，活在這個世界的王的轄制底下，結果，我們就一直沒辦法進入迦南豐盛的美地裡，進

入神兒子自由的榮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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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子已經到了。特別是今年，5775 年，是神賜下雙倍恩典的年日，是翻轉的

一年。從現在開始，逾越節、除酵節，復活節等節日裡，天要大大打開。逾越節，是神審

判埃及的神；逾越節的第二天就是除酵節。也就是說，耶穌為我們死，祂已經完成了帶領

我們出埃及的任務，我們已經在祂的裡面。相信祂的人，接受祂寶血洗淨、覆庇的人，已

經脫離埃及的權勢。 

你也許覺得自己還是沒辦法脫離，但你只要繼續相信，繼續抵擋肉體的情欲、眼目的

情欲和今生的驕傲，你至終會得自由。因為耶穌已經得勝，這些權勢沒有辦法繼續在你身

上掌權。而你要讓埃及的權勢從你身上徹底出去，就要繼續咬定神的話：“耶穌，你已經

為我做成了！”這樣，你就可以真實地出埃及。 

以色列人守住了逾越節，第二天，他們就開始過除酵節。耶穌付了極大的代價來除掉

罪的權勢。罪，帶來死亡，使仇敵在我們身上有權柄。而悔改，就是把仇敵在我們身上的

轄制，帶到神的面前，求耶穌來審判。耶穌的寶血會廢除、敗壞仇敵在我們身上的權勢。

我們怎樣使埃及的權勢從我們身上徹底消除？就是認清我們裡面有這些權勢，藉著悔改，

把這些告訴神，求祂來廢除。 

我們當中有一位姊妹，她去醫院照 CT 時，發現腸子裡有一個四公分的腫瘤。第二次

用顯影劑去照，醫生確定她真的有腫瘤，就做了切片，發現是不好的腫瘤。第三次，她做

了大腸鏡的檢查，醫生說要開刀手術，她很害怕。 

開刀前一天，小家長去探訪她，送給她一個聖經播放器，裡面有內在生活的信息。她

聽到《爭戰得勝之方》第五卷裡說，病要得醫治，就要先悔改。她就禱告說：“神啊，你

要我向誰悔改？”神就把她丈夫的臉顯給她看。她想：“都是我丈夫虧欠我，我怎麼要向

他認罪悔改呢？”神對她說：“你要向他認罪，承認你因為照顧孩子，一直忽略了他，虧

欠了他；你也要對丈夫說，謝謝他照顧這個家，謝謝他為這個家付出的愛。” 

神這樣一光照，她就開始有行動，馬上寫信向先生道歉。隔天早上，先生來看她，她

就把信交給先生，先生看了很高興。接著，她就進去開刀了。這種開刀只有半身麻醉，就

在醫生要開刀時，耶穌顯現在她面前，對她說:“現在是我向你顯大能的時候。”醫生把

大腸鏡照進去，准備要開刀，卻驚訝地發現：“腫瘤怎麼不見了？這不可能啊！”所以，

她就不需要開刀了！ 

經過這件事，這位姊妹一方面對神充滿感恩，另一方面她也發現：她過去雖然也愛神，

但她裡面有很多的不滿足、害怕和靈裡的黑暗。她心裡常常覺得她先生沒辦法滿足她的需

要。當她為自己的虧欠向先生道歉，感謝他對家裡的照顧后，她才明白：“其實是我的心

有病，我有孤兒的靈，所以我沒辦法得著快樂、滿足。而惟有耶穌可以深深地滿足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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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只有精力照顧孩子，忽略了丈夫；但是，當耶穌滿足我的心靈時，我可以在耶穌的

愛裡，去愛先生、孩子，去愛別人。” 

要實現逆境中的翻轉，很多時候，我們要先來到羔羊的面前仰望神。當羔羊給我們光

照、感動時，我們要順服著去做，特別是悔改。一悔改，仇敵在我們身上的蒙蔽、轄制就

脫落了，我們就開始明白事實是什麼，進入自由裡面。 

·藉著悔改，復活愛的關係 

這些日子，神真的會做一個關係的復活。耶穌為我們死，帶我們出埃及；又為我們復

活，把禧年釋放出來。我們怎樣才能經歷這復活的大能呢？很多時候就藉著悔改，把我們

裡面和初熟的果子沒辦法相稱的東西帶到羔羊的面前，求祂寶血洗淨我們。 

悔改，就是轉離一百八十度的方向。我們本來走自己的路，覺得都是對方的錯，都是

他虧欠我、傷害我。可是悔改，就是我們轉一百八十度的方向，求問神：“神啊，請你給

我看見， 事實究竟是什麼？”神就會給我們看到我們虧欠的這一部分。當然，關係有問

題很多時候是彼此傷害造成的，但是誰先傷了誰呢？這個是有理講不通的，也不需要去講。

最重要是，我們去悔改我們虧欠對方的，傷害對方的。這樣，神就會做很奇妙的工作。 

這就是悔改，悔改是羔羊的血給我們身上帶來大能，帶來潔淨的喜樂，帶來我們生命

的改變。所以，悔改帶來關係的復活。這些日子，神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

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

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祂免去神的忿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

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

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祂，以神為樂。（羅 5:6—11 ） 

這裡講到，是“我們還軟弱”的時候，不是我們已經剛強、完全的時候，耶穌來為我

們死；我們本是處處都與神為敵的，但我們的思想意念，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在跟祂為

敵的時候，阿爸父就用祂的兒子的死來使我們跟祂和好。 

前幾天讀到這一段經文時，我的心再一次受到激勵，大大感動。其實，這段聖經，我

已經不知道讀過多少次。但我每一次讀到，就覺得：我不要等到別人完全的時候才去愛他；

不要等到別人很可愛的時候再去愛他；不要等到別人對我很好的時候才去對他好，才去愛

他。 

耶穌是在我們很軟弱的時候來為我們死，哪一個人願意讓自己的兒子死掉來救別人？

沒有的，但是阿爸父用祂兒子的血使我們來跟祂和好。我們為什麼在阿爸父眼中那麼重要，

那麼美麗？因為是祂兒子付極大的代價，洗淨我們。這段經文裡說，我們既然與阿爸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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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就更要“因祂的生”，因祂現在活在我們當中，因祂的復活，我們要“以神為樂”，

祂是我們的喜樂。這是祂要我們過的生活，這是一個聖潔的、不一樣的生活。 

有一對夫妻本來開了五間餐廳。但因先生染上毒品，到一個地步，五間餐廳都破產，

還欠了美國國稅局（IRS）幾十萬。他們的房子是幾十年前買的，很便宜，有一英畝多。

她先生買這麼大的房子，就是為了在裡面干壞事，別人都不會知道。后來，太太發現先生

在吸毒，就一直竭盡心力地為他禱告，要挽回先生，但先生一直避著她。 

后來，常常有人來他們家，和太太一起禱告。有一天，先生回來，她們當中一個姊妹

就說：“你要不要來跟我們一起禱告？”神奇妙的同在就使先生跪下來，開始悔改。悔改

了以后，他就開始脫離吸毒的權勢，他的生活也隨著改變了。首先，結婚二十八年來頭一

回，他發現太太的聲音這麼好聽：“原來神擺了一個天使在我旁邊，我二十八年都沒有發

現！” 

每天早上，他醒來，都是帶著興奮起床的，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感謝耶穌拯救了

我，感謝耶穌洗淨了我，感謝耶穌重生了我！”然后，他就做早餐給太太吃，煮咖啡給太

太喝，說用咖啡的香把她香醒。他們夫妻變得非常相愛。而且，我去他們家，發現他們家

的園子也復活了。她先生悔改后，死亡的空氣離開了他們家，園子開始有一種復活的景象。

蜜蜂從來不來的，現在來了好多，園中的果子、樹木，都一樣一樣開始復活了。 

耶穌為我們釋放出禧年，開啟了禧年，禧年就是帶給我們盼望。過去我所做的大爛事，

讓我成了奴隸，成了窮光蛋，什麼都沒有了，但禧年，就是過去我所擁有的都恢復了。我

本來該有的神兒子的地位、神兒子自由的榮耀，現在復活了、歸回了，我開始重新活在神

自由的榮耀裡。 

他們夫妻每天都很喜樂，常常請人到家裡吃飯，帶人信主，每個到他家的人都很容易

決志。過去欠了幾十萬塊錢，太太藉著禱告仰望神，神就使他們的房子可以不用拍賣，繼

續擁有這幢房子，國稅局也免了他們的債。這是多奇妙的事情！悔改帶來復活的大能，帶

來與神關係的恢復、與人關係的恢復。悔改帶來完全不一樣的生命，不一樣的關係。 

在末后的日子，人際關係會變得非常緊張。好好的夫妻，會忽然形同陌路；好好的關

係，仇敵一下射進謊言，就會帶來彼此的嫌隙、很多的誤解。但是，藉著我們願意在羔羊

的寶血裡悔改：“神，你光照我，在我的心思意念、話語上虧欠對方的，我願意悔改。”

神就會做好奇妙的事情。 

有很多人際關係是人怎麼解釋都沒辦法溝通的，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有道理。我們有一

位同工，與其他幾位同工之間有些問題，兩方都覺得受到很厲害的傷害。后來，這個同工

就問神說：“神哪，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這樣？”神就告訴他為什麼，又告訴他去

給對方講什麼。見面時，他就真的先和對方說：“神光照我這個……”整個氣氛就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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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和好，關係變得很融洽。悔改可以帶來關係的恢復，這正是神要做的。神要我們跟祂

的關係恢復，跟人之間的關係恢復，這會帶來極大的喜樂。 

·除去罪酵，成為第一軍隊 

你們既是無酵的面，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

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哥林多前書 5:7） 

逾越節的羔羊就是耶穌，耶穌是實體。出埃及，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實，也是一個

影兒、是新約的預表。當時，神叫以色列只是照著做，喝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躲在寶

血的遮蔽底下。結果，聖經上講，這些在埃及長期為奴的百姓，忽然間，他們當中沒有一

個是軟弱的。他們從埃及出來，變為軍隊，別國的軍兵都怕他們。  

所以，我們今天要悔改。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了，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就

是要除酵，舊酵要除掉。逾越節之后有七天是除酵日，七代表完全。神要帶領以色列百姓

離開埃及為奴的重壓，要帶他們進一個美地，是神一直眷顧、豐富供應之地。 

我們要進入這樣的生活裡面，最重要的是要除酵，除去身上的這些罪。酵就是罪，一

點點的面酵可以使全團都發起來。要完全的除掉這個罪，也就是在我們身上的那些肉體的

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 

肉體的情欲，在加拉太書裡講到，包括惱怒、結黨、爭競、嫉妒、比較等等。這些老

肉體的情欲，我們都要帶到神面前來：“神，你來審判我身上的這些，我真的不要這些在

我身上。” 

從復活節一直到禮拜六是除酵節結束。這一個禮拜，我盼望大家好好地在神的面前禱

告：“主，除掉我身上的這一切的罪，好讓羔羊的血在我身上可以真實地產生潔淨的大能、

救贖的大能，好叫耶穌復活的大能也可以真實地從我身上釋放出來。” 

剛才講的這位弟兄，吸毒這麼多年，身敗名裂，一無所有。悔改以后飛，他看人都不

一樣了，聽聲音都不一樣了；他發現整個世界變得這麼美麗，太太的聲音是這麼美，園子

也開始活過來了。神可以讓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我們過去受轄制的，貧窮可憐的光景可以

整個的翻轉。藉著什麼？悔改。 

悔改會讓仇敵——埃及這個世界的權勢在我們身上沒有地位。很多基督徒來到教會，

只是希望更多的人關懷我，更多的人來為我禱告；有需要時，希望教會就來供應我。但是，

他不知道如果只是停留在這樣，還是很可憐貧窮的。我們需要開始對自己身上、生活裡跟

神的話語沒辦法對齊的一切，向神悔改、除酵。這幾天一直到禮拜六，是除酵的日子，你

除酵多少，你可以得到潔淨多少，你就可以復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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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過去，你身上有很多傷害，帶給你很多錯誤的反應，錯誤的想法，結果，你的一

些人際關係處在緊張破裂中。但是，你如果實在要神，可以將這些錯誤的思想、錯誤的反

應，帶到神的面前：“主，除掉這些！因著它們，我帶給別人傷害，自己也接受到很多傷

害。現在，我把它們帶到你的面前。” 

如果你願意這樣來到神的面前禱告，神有一個很大的翻轉的恩典要臨到你。因為日子

不多了，祂要快一點使軟弱的第三支軍隊忽然變為第一支軍隊。第一支軍隊裡，每一個人

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不需要別人來感謝，也不需要人家來肯定。他知道他要扮演的

角色，就喜樂地去扮演著。 

就像那對夫妻，每天早上起來都那麼喜樂。他們五間餐廳都關掉了，但他們現在使許

多餐廳復活過來。神藉著他們做一個餐館的事工，帶領很多餐館的老板、老板娘，還有員

工信主。世界各地都有他們服事過的餐廳，他們去到各個地方就是傳福音，帶領餐館裡的

人信主、復活。 

我覺得這就是神的心意。親愛的家人，神帶領你出了埃及，祂是用極大的代價，生命

的代價把你帶領出來的，不是只讓你出埃及而已。祂要埃及的神在你身上的轄制徹底地毀

滅；祂要讓你成為一支軍隊，而且要讓你開始去影響別人，成為許多人的祝福，一個釋放

很多人得自由的人。 

 討論題目建議： 

 

1）今年是翻轉的一年，但是經歷翻轉，需要我們先要做什麼嗎？（提示：禱告、把神放

第一、什一奉獻、悔改⋯⋯） 

 
2）在信息中，有幾個見證：悔改帶來家庭復活的大能，帶來與神、與夫妻之間關係的復

活，這對你有什麼光照？當你開始行動的時候，發現什麼改變嗎？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