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備進入禧年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5/09/13主日信息整理 

今天是吹角節，是神藉著祂揀選的百姓——以色列民族，吹角發出一個警告，

聚集大家來真實悔改，與神來對齊，開始新的一年，要喚醒、蘇醒祂的百姓，宣

告過去的一年結束了，進入新的一年，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從吹角節到贖罪日十

天，是悔改的日子，讓人開始向神悔改、與神對齊。 

23 號是贖罪日！贖罪日，對以色列人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個日子，是神非常

看重的。這是一個悔改的日子，也是神要恢復的日子——就是藉著悔改，恢復起

初神在我們身上的美麗的心意，恢復我們起初就有的尊貴、形象、恩典、豐富。 

所以，這十天要好好悔改：我在哪些方面，因著沒與神對齊，以致於我今天

過著一個不像神的兒子的生活，那是富有、尊貴、有著神兒子的自由的生活。這

十天，9 月 13 日至 23日，是我們可以悔改的日子。 

 耶穌來時就進入禧年 

23日開始進入 5776年，進入禧年。 

利末記 25：8-10 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

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要

在遍地發出角聲。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 

禧年是很快樂的一年，是我們這位天國的王為祂的百姓預備的。不管我過去

怎樣落魄，怎樣做錯事，以致於落到貧窮、失去地土，甚至人也被賣為奴仆，這

一年，神都給我一個全新的開始，就是各人都要歸自己的產業，各回本家。這一

年是一個聖年，是一個很不一樣、很特別的一年，是歡喜快樂的一年，是宣告自

由的一年。 

我們的天父，這位神，祂就是要我們得著真實的自由，從各種不同的被奴役

的形態裡出來，得著自由。所以，祂說，地要歸回原來的主人，奴仆也要釋放得

自由。舊約是個影兒，神藉著舊約這個影兒一直引向新約的實體。路加福音第四

章，就是講禧年與我們有什麼樣的關系。 

路加福音 4：17-21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

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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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把書卷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耶穌開始出來服事，就打開聖經宣告這一段話語說：這段聖經今天應驗在你

們的耳中了。耶穌說，這就是我的任務、我在地上的使命——主的靈在我身上膏



抹我，要叫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這個好消息給貧窮的人（貧窮不隻是指在

世上貧窮，更是指我們靈裡面的謙卑、虛心），給裡面虛心的這樣的貧窮人。 

耶穌說：神差遣我來就是向你們報告，被擄的你要得釋放，瞎眼的要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祂就是說，我來了要給你們報告的

就是，神已經悅納你們了。從亞當犯罪被趕出伊甸園后，人就開始活在羞恥、被

棄絕裡，活在罪惡裡。神的兒子來到地上，祂來宣告禧年，就是說： 

你們已經得自由了。如今，你們要歸回，回到你們原有的父的懷中，你不再

是一個被棄絕、不被喜悅的、犯罪的人。今天，我來了，就是要告訴你們，神悅

納你們。我宣告你得自由，你不再是賣給罪，做罪的奴仆了；你不再是一個被擄

的、不再是一個受壓制的——不再是一個被工作重重地壓制，為了錢、為了糊口

而像奴隸一樣一直地做的。 

在這個末世，這段聖經特別重要。進入 5776 這一年，我們會發現整個人類

被世界的王壓制得特別厲害，尤其是那些在高位的、在公司做主管的人。每個在

公司做主管的，晚上八點鐘能夠回到家就不錯了；而且回到家以后，經常還要與

亞洲地區通電話到半夜。每一個人幾乎都在為了那份薪水賣命，到后來就神經失

調，長久下來就睡不著覺。為什麼？副交感神經太弱了，交感神經太旺盛了，長

久下來這兩個就失調了，就睡不著覺了。這些公司的主管也因著公司的需要飛來

飛去，實在是很可憐，真的是勞苦愁煩。 

但是 5776 年，23日，贖罪日那天，神要開始宣告禧年。其實，真實的禧年，

是耶穌來到地上的時候。祂說：“我來就是向你們報告神悅納你們的禧年，這經

已經應驗在你們的耳中了。”耶穌來的時候已經宣告禧年了，但是，當時的人大

部分都不相信，但也有少數的一些稅吏和妓女相信，他們的生命就真實地 180

度的轉變。 

路加福音第七章那個有罪的女人相信了，就感受到她真的被耶穌赦免了、被

洗淨了，所以她充滿了感恩，流淚地獻上她的愛。這個被稱為“有罪的女人”，

仇敵在她身上擄掠的程度，是清楚看得見的。但是，她得自由了。她不再怕人的

眼光，特別不怕法利賽人的眼光，她敢去到他的家，她敢在他的面前盡情地把她

的情感流露，把她的感恩流露，她不怕他們笑，不怕他們輕蔑的眼光。那是一個

真實的自由。 

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無論是馬太，還是哈該，他們都因著耶穌感受到，這位

宣告禧年的神身上所釋放出來的愛、接納、喜悅，他們就脫去了捆綁他們的金錢

的囚牢。他們走出那個囚牢，就說：“耶穌，我訛詐了誰，我都還他 4倍。”把

他所有的財產就這樣子給出去，不再被貪念、貪欲所捆綁、所囚禁，他真實得自

由了，完全在金錢上得到自由。 

 耶穌來的心意：釋放与恢復 

主耶穌來，祂釋放這個禧年的自由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得著？你

是否真實地走出情欲的被擄？真實地走出工作的壓制？有的人被苦毒深深地囚



牢住，他沒有辦法原諒一個人……耶穌說，祂來宣告這個禧年，耶穌的門徒們相

信了，就真實得著自由了，從自卑感、從非常容易沖動、從天然人的勇敢——天

然人的勇敢得著釋放，從遇到困難、危險又膽小如鼠，從捆綁、囚牢裡脫離出來，

真實得著自由。  

如今，世界已經開始被震動，股票跌了又跌；各個先知一直發出警訊，神要

來震動這個世界，要祂的百姓明白：吹角就是要告訴你們警醒過來，要進入一個

新的季節，不再活在你的舊樣裡了，你要進入一個新的季節。這十天，你要真實

地來與神對齊，沒有與神對齊的地方要向神悔改，然后，你就進入禧年，進入一

個真實的神兒子的自由。 

前些時候，我們在台灣辦的青年學校，青年人在十天的聚集中，他們一個個

走出囚牢。多年來，仇敵擄掠他們的情感，情欲的靈壓制他們，在聚集中，他們

整個一下子就得釋放。有一個青年人說，小學六年級時，有同學拿出一部手機，

手機裡有部電影，大家好奇就看了那個小電影。一個情欲的靈就進入他裡面，他

就上癮了，找那些東西來看。 

在小學六年級，他先去找漫畫，后來就上網絡找，越看就越上癮。他爸爸是

牧師，他是在台上打鼓帶敬拜的，每一次打鼓帶敬拜的時候，仇敵就開始控告他，

他自己也控告自己：你配嗎？你配打鼓帶敬拜嗎？你昨天晚上還做了什麼事呢！

神離你這麼遠，你有辦法帶敬拜嗎？你能夠祝福別人嗎？就這樣一直控告他，他

很難過很難過的，卻一直沒有辦法勝過。 

后來，他開始經歷神的愛，得釋放，他就與神立約。立約后他就開始學習爭

戰。每一次仇敵再來誘惑他時，三秒鐘內他就要趕快斥責那黃色的靈、淫亂的靈

出去，然后宣告“耶穌已經叫我得自由了”；如果三秒鐘內沒有斥責牠出去的話，

仇敵進來的權勢就越來越大。一次次這樣斥責，他就越來越得自由。 

在這個十天的青年培訓裡，神把他提到天上。他看到，原來在天上神給我們

每個人都預定了倉庫，我們在地上越多開口宣告神的話，越多贊美神，就有一個

輸送帶，一直把那個倉庫裡的產業輸送下來、武器輸送下來；如果我們不肯開口，

輸送帶就是停著的。在十天的聚會裡，幾乎每一個講員一講到什麼，他就看到天

上的這個景象。 

神宣告禧年，就是宣告當你從那個壓制下得自由，當你開始離開那個被擄的

地方，你就出來了，你就開始得自由了，你的瞎眼也開始得以看見。你看見了天

上的景象，那才是真實的。那是你真實的產業，你不是在地上做一個可憐的奴仆，

不是對黃色網絡上癮的可憐虫——隻要一打開電腦，就像奴仆一樣跪拜在它面

前，完了就開始懊悔、自責、自恨，接著被定罪、被控告，好多人一直在這樣的

循環裡。 

神說：我的孩子，我不是要你們過這樣的日子，我來到地上，就是要宣告神

悅鈉你的禧年；神喜悅你，你要再回到我起初創造你的那個尊貴、榮耀、美麗、

自由的裡面。這是耶穌來的心意。 

 神的心意：享受豐盛 



現在，很多神的兒女，因著聽到新聞、先知的預言或者現在的經濟形勢，就

開始害怕。有人就說：“看到這些我就很害怕，怎麼辦？”我說:“你一定要讓

你的心思意念裡充滿神的話，充滿神在你身上美善的旨意。這位住在你裡面的神，

是何等美麗，充滿了權柄和能力，在祂凡事都能。你要先被這些對神的認識來充

滿，在你裡面還沒有被這些對神的認識充滿之前，你不要一直去聽那些消息。不

然，你會被壓垮。 

當你認識你的神是怎樣的一位神，祂現在要做的是什麼，你再去聽那些消息

的時候，你就知道，在這樣震蕩的環境裡，你是一個可以得著很多靈魂，帶人進

入神的國度的得勝者、救贖者。你不是一個可憐的、在被震蕩中的害怕者。” 

出埃及記，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以色列人在埃及幾代為奴，他們已經忘掉了自己的身份，每天隻知道工作，

吃一點點飯；他們已經忘了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是誰？——是神的好朋友，是神

跟他立約的那位。神對亞伯拉罕說：我一切所有的都要給你，我的權柄都要給你，

你不愛惜你的兒子，連仇敵的城門我都給你，我要負責你的一切。 

神有沒有做到啊？有！亞伯拉罕自己說了謊話，做了錯事，他的太太落在危

險的境況下，神就出面來保護他們；他兒子以撒做同樣的錯事時，神也同樣保護

他兒子一家。有一位跟在你的身邊、處處都保護你的神，好不好？以色列人出埃

及，神怕他們聽見打仗的風聲，又回去做奴隸，所以，神不讓他們走捷徑，讓他

們繞道走曠野。越認識神，我們就越明白，這位神不是喜歡我們受苦的神，不是

喜歡我們走曠野的道路、讓我們沒有水喝沒肉吃的神。 

 棄掉錯誤，進入新約 

好多基督徒有錯誤的認知。早期在中國信主的一些人就不明白，認為傳道人

就是要受苦，過最清寒的生活。其實，神不是這個意思。我出來服侍主的時候，

神是要我們住嘉年華大廈，是新竹最新的一棟大廈，才蓋好的。我覺得：“怎麼

可能？神怎麼可能讓我們住這麼好的地方呢?！” 

我過去所讀的古聖徒都是要受苦，神怎麼會讓我們住那樣好的地方呢？后來

我們就仰望神，說：“除非你給我們話，我們才敢去住。”結果，神就給話說：

“你們去，必看見一間白色整齊的大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預備宴席。”那時候，

新竹幾乎沒有大樓的，沒有這麼高的大廈的，所以我就知道這是神的旨意。就真

的去住了。 

我記得那時一個月 4000 塊的房租。而那時，我們帶的都是交大、清大的學

生，都是沒收入的；我們又是過信心生活的，母堂沒有給我們一毛錢，差遣費、

薪水什麼都沒有。牧者要我們過信心的生活，信靠我們的天父會供應我們的一切，

因此，我們真的經歷好多神跡奇事，每個月都有一個人放 4000 塊在后面那個好

小的奉獻箱裡。神就是這樣供應！ 

后來，我們帶了一些交大、清大的學生信主。有一位清大的學生，他的女朋



友是師大的一個姊妹。這位姊妹在和弟兄交往的時候，來我們這裡聚會。她一來，

就說：“我好像從舊約走進了新約。”因為在她的宗派的信仰觀念中，傳道人也

都是要吃苦、受苦，要穿很不好、很爛的衣服才表示很敬虔的。她就說：“姐姐

們怎麼住這麼好的房子啊！”她不知道我們其實都沒錢，就是隨時仰望天上掉下

來的，可是，神就是要我們去住這樣的地方。 

那次，我才明白，神給我這一切的恩典，是為了讓這些我們所帶領的弟弟妹

妹們都明白，神不是虐待我們、使我們受苦的神，祂是要我們進入祂的豐盛、豐

滿裡的一位父。祂為我們所預備的是這麼豐盛，我們所受的這些苦都不是祂要我

們受的。 

 安排一切，计划一切 

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讓他們走曠野，不是為了讓他們受苦，是為了避免

他們因著奴仆的性格，一聽到打仗就懼怕。奴仆最大的特征就是什麼？——懼怕。

要知道，什麼時候你懼怕了，就是你的奴性在發作了。你一定要趕快贊美神，宣

告神是怎樣對待你、怎麼看你的，一直贊美，讓那個懼怕離開。擔心、懼怕、怕

打仗、怕被打死，震蕩時期怕窮、怕沒飯吃、沒工作，怕我孩子娶不到老婆或嫁

不出去……就是怕，什麼都怕，這些怕就是不認識我的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我的神說的是：我來報告好消息，我喜悅你，我喜悅你，我要你再回到我的

豐富裡，我要你再回到我的美善裡。以色列百姓在曠野的路上時，神對他們都充

滿了愛，神不要他們因著懼怕打仗又回去當奴隸。神說：我絕對不讓我的孩子當

奴隸，我要他成為一個自由的，尊貴、榮耀的，所以，我要他們走曠野的路。在

曠野的路上，我會行神跡讓紅海分開，我會把追兵除滅。 

曠野的路比較不好走，但是，神說，我會使他們怎麼走腳都不會腫，也不會

扭傷，鞋也不會壞；他們會遇到沒有水，我會供應他們水；他們會遇到沒肉，我

會供應他們肉。隻是，以色列百姓都是用不信來反應。 

你一定要明白，神沒有讓你受苦，祂一切都是為著你好再去安排。要脫掉那

個奴性，你需要經過一些不容易的環境，這樣你才會越來越明白，原來沒有水神

會供應我水；路難走也沒關系，祂會讓鞋子不會壞、腳也不會腫，讓路不會太難；

雲柱、火柱祂會來供應我。 

你想一想，如果你有一位神，祂什麼都幫你安排得這麼好，你不用做苦工就

會有東西吃，你不用做苦工就會有肉吃、有水喝；而且你吃的東西很簡單，不用

花好多時間去煮；吃完了不用再吃好多維他命，因為它裡面含有各種維他命、維

生素，讓你身體很平衡。不像我們吃了這個維他命，又少了那種營養素，又要吃

另外一種，地上的東西就是這個樣子。還有，這些神都是從天上按時賜下來。 

 定下節期，讓我享受 

而且，神很喜歡我們休息。所以，祂定下節期，要他們七天就有一天是安息



日，七年就有一年是安息年，要以色列人停止工作不需要耕種等等。神做這些都

是為了要祂的孩子們明白： 

我是供應你一切的，我會照顧你一切的，你不需要汗流浹背才得糊口，因為

那是亞當犯罪以后所受的咒詛——人類就一直活在這種咒詛底下。但是今天，我

要我的孩子們脫離這個咒詛。我定下這些日子是要讓你明白，我要把你帶進一個

迦南美地。那地方不是靠你力量打多少、打多久的水，你才有多少水喝。在那地

方我是要讓你過這樣的日子：叫迦南美地，是流乳與蜜之地，葡萄都是那麼大的

串。那裡是按時降春雨、秋雨，你不會說有干旱，沒有收成。我叫你六年耕種，

第七年安息。你會說“第七年沒耕種，我第七年、第八年吃什麼？”神說：你放

心，第六年我會賜福給你三倍的土產，三倍的祝福，所以，第七年、第八年、到

第九年你都還要吃我第六年所賜的。 

你想想，如果有一位神把你照顧得這麼好，“你走曠野的路，白天熱，就有

雲柱為你遮蔽，讓你不會熱死；晚上冷，就有火柱給你溫暖；有仇敵來我都為你

們爭戰，保証把你們帶入那個美地，過這樣的生活。”你高不高興？可能現在比

較震蕩了，你被公司壓制得很厲害，所以，你聽到這些就會高興。 

以色列百姓當時不高興，他們想要圍著肉鍋吃肉，那個肉比較有味道。他們

剛開始看到嗎哪就說，“這是什麼？”“天上掉下來的！”吃久了就覺得淡漠無

味了，開始時說“這是什麼？”后來說“這算什麼？”藐視神，藐視神所賜的。 

 吹角的日子領受創造性恩賜 

這個日子，神正在震動，祂震動埃及是為了“讓我的百姓出來服侍我。”，

從九月開始，先知預言，時事報告，都在講各地有地震，亞洲也是，不是地震而

是大地震，不是這裡淹水就是那裡干旱。當神在震動這些的時候，其實是神在對

祂的百姓吹號、吹角：你們要醒過來了，你們要開始脫離那個奴仆的形象、奴仆

的思想、奴仆的習慣性反應；你們要靠著祂的恩典，開始進入一個被神所悅納、

喜悅、蒙恩、蒙愛的神兒子的自由的日子裡。 

如果我們現在是當時的以色列百姓，我們會怎麼樣？“哈利路亞，贊美主！

現在沒水喝，感謝主，你一定會賜給我水的，贊美主！”“沒肉，主啊，謝謝你，

千山的牛萬山的羊都是你的。你一定會給我們肉的。”我們這樣做就有福了！ 

今天，神特別對我們一個代禱者講：“常常在看不見的領域裡面，你們就會

很有信心禱告，就有神跡產生；但是在看得見的領域呢，你們常常禱告就不太有

神跡發生。為什麼呢？因為你被那個看得見的現象抓住了。”例如，有人缺了一

隻眼睛，缺了一條腿，你看見了裡面就有一個不信，神跡就不會發生；但是，如

果有人感冒、頭痛，感冒、頭痛眼看不見，你就為他禱告，斥責那個頭痛出去，

他頭痛就好了，因為看不見你就很有信心。 

神說：“今天，我要向你們吹角、吹號，讓你們蘇醒過來。今天我要賜下一

個創造性的恩賜在你們身上。”也就是說，現在如果你們在信心裡領受，並開始

去做，不管他的疾病是怎麼樣的，你就是充滿信心地去為他禱告，神跡奇事就會



開始發生。 

當更大的災難、災荒來臨的時候，你再怎麼預備，你的糧食永遠不夠供應別

人。所以，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創造性地擺出碗來：“感謝贊美主，神啊，賜下食

物，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得飽足。”五餅二魚的神跡就會發生，你相不相信？其實，

這些神跡奇事在非洲常常發生。神說“我要把神兒子的權柄賜給你們！” 

 兒子的身份，神的預定 

以弗所書 1：3-5 願頌贊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

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

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

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五點鐘的晨禱，我仰望主，神就讓我開始帶領導讀以弗所書。以弗所書這裡

講到，神是在創立世界以前，就已經在基督裡揀選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

潔，無有瑕疵，並預定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都賜給我們。所以，這位被殺的羔羊，

創立世界以前就已經被殺了；創立世界以前，我們這個人就已經被揀選，就活在

祂面前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也就是說，今天在地上，你過去曾經犯了什麼大爛事、做了大錯事，以至於

你覺得抬不起頭來。可能別人都忘掉了，但是，你就是一直記住自己的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標簽一直貼在你身上：我是個做過大爛事的。但是，耶穌說：“其實，

我在創世以前，已經在基督裡把你洗得干干淨淨，你在神的面前是聖潔，沒有瑕

疵的。”這就在乎你信不信。你相信你是聖潔，沒有瑕疵的，那你就是真的活在

神面前，你可以活出一個聖潔，沒有瑕疵的生命。如果你不信，你一直聽仇敵的

話，你就會活出這麼爛、這麼糟的生活來。 

上面講的那個青年人，神預定他是一個明亮的人。他才十七歲，從我們青年

學校回去以后，已經可以帶眾教會聯合的禱告、敬拜，可以一個人帶敬拜、帶禱

告兩個小時。而且，去過天上以后，他常常看到異象，那個瞎眼真的開了，看見

了“天上屬靈的福氣都是我的”，“而且，今天神要我在地上活的是這麼尊貴，

是可以賜福給許許多多的人的，而且不隻是賜福給年輕人而已，我還可以賜福給

許多年長的，我是要成為這麼多人的祝福的。” 

親愛的家人，你就是這個身份。而禧年，就是要把我們帶回起初神創造我們

的伊甸園裡面的樣式。 

 享受環境、享受家 

幾個禮拜前的一天早上，我快醒來的時候，神忽然間開啟我。因為，我已經

有一段時間都常常半夜醒來，差不多兩點、兩點半，要不然就一點多醒來。有時

候醒來就很高興地在那兒贊美、等候神、讀經、禱告。但有時候，仇敵讓以前一

些專家的話語和讀到的一些信息在我的裡面，說我以前生過這個病啊，不能睡這



麼少這麼早起來，對我身體怎麼樣不好啊；睡得少，又常常要坐飛機飛來飛去，

等等這些。那一天，神給我一個很深的開啟：“孩子，其實，我讓你半夜起來，

我是要讓你成為馬太福音 25 章裡面所說的那個半夜警醒的呼喊者，我不是要你

成為一個睡不著覺的在那裡掙扎的失眠者。” 

后來，我就聽到，無論是代禱者還是神的仆人，好多人都是半夜醒來。我就

覺得，神好像在這個末世要預備馬太福音 25章講到的那些呼喊者。聰明的童女、

愚拙的童女都睡著了，但是半夜有人呼喊說：“新郎來了。”在末世，就是現在

這個時代，是歷世歷代以來最深的沉睡，那個沉睡的靈，沒有一個世代像這個世

代這麼深的沉睡。但是，神卻要呼喚一群半夜警醒過來的，沒有睡著的人。聰明

的童女也是睡著了，隻是她們醒過來了，她們裡面有油；愚拙的童女醒過來了，

裡面卻沒有油。另外有一群人，他們沒有睡著，他們是警醒的，知道新郎什麼時

候來，所以，他們可以發出呼聲：“新郎來了。” 

神又繼續開啟我。我參加很多的會議，有時候我都覺得，我真的喜歡教會就

是差不多四五十個人的小教會。以前，我們過去的教會就兩百個人，不需要開會，

很少開過會。來到這邊，人多了，分成好多部門，老是要開會。神讓我知道，“你

去開會，就是去享受跟家人在一起討論神家中的事。” 

我心裡想，七月我要去香港參加回家聚集，八月還要去加拿大參加回家聚集，

十月還要去德國參加回家聚集。其實，神讓我參加回家聚集，就是去到那裡，與

全世界各地的家人，歡樂相聚在阿爸父的裡面，一起來討阿爸父的喜悅。神就是

給我一個這樣的開啟：其每一個祂為我安排的環境，都是要我享受的。 

可是，我是一型的人，做事很認真，什麼事都把它當作正經事來辦。所以，

就會覺得，今天有幾個事，要開幾個會，還要跟幾個人見面，明天還有什麼，后

天還有什麼……就是把它當正經事在辦。神不是要我過這樣的生活。神要我明白，

祂是要我回到伊甸園裡，祂是安排美麗的環境，讓我在那享受祂的愛，享受一切

祂所為我預備的環境。 

我明白了這個，那一天，我是帶著好興奮、好快樂醒來。以后，我每一次醒

來就為這個感謝贊美，為那個感謝贊美。當我一直贊美、感謝的時候，雖然睡的

很少，但裡面就一直有力量起來。 

 环境，培育爱的信任 

我就真的明白，為什麼每次聽贊美的信息，大家就有最多的見証。因為耶穌

已經成了，祂已經完成了這個救贖，祂已經替我們成為咒詛，所以，從此以后，

我們所有信靠祂的，就沒有人再活在咒詛裡了。神為我預備的，就像以色列人在

曠野裡走，是不是咒詛？不是！他們遇到路難走，遇到沒水喝，是不是咒詛？不

是！每一步隻要繼續相信神的愛，神不會讓他渴死，神不會讓他餓死，因為神一

定要負責把他們帶進迦南美地。 

但這一段的路程上，神是要使他們裡面越來越認識這位愛他的神，是何等偉

大的神，是何等細心照顧他們的神，是一定會負責任把他們帶進美地的神。可是，



他們一路上的反應，每次都是不信的反應，都是埋怨的反應，都是懼怕的反應。

所以，他們至終隻好死在曠野。反而，他們的孩子單純不知道什麼，都進去了，

進入迦南美地。所以，親愛的家人，你要知道，每一天的生活，神都是要一直培

育你對祂的信任。 

我很感謝主，從開始出來服事主，我的牧者就告訴我們要過信心生活，他沒

有把我們照顧得非常好，隻是一直讓我們認識這位神是什麼樣的一位神。他說，

你沒有東西吃的時候，你就要向神悔改，“阿爸父，我在哪裡得罪你？以至於你

沒有供應我。”他不是說：“你好可憐喲，你肚子餓了兩天。”他不是說，你好

可憐哎而是說，你要向神悔改。 

這十天是我們悔改的日子。你現在的生活，有沒有恢復到神本來要祂的兒子

們過的那種自由的生活、豐盛的生活、喜樂的生活、享受的生活？如果我每次都

還是緊緊張張的，我就不是在享受。但是，以前那個天然的性格會習慣性地緊張，

這時，我就會趕快說：“噢，我要去享受，我要去享受跟我的家人相聚，討論神

國的大事。”我就使自己安息，不再用奴仆性的反應。 

你相信神會把你照顧得這麼好嗎？你真的要有一個單純的信心。當初來美

國，神叫我來，我就來了，都沒有多想。后來，才聽到我以前的一些同工說，“你

真的好大的信心，就這樣去了。”我說：“我根本沒有什麼信心，我就是很單純，

沒有多想就去了。” 

來到美國，神真的每樣都照顧這麼好。辦身份要去找律師，別人與律師談十

分鐘需要三十塊錢。我想：我需要問他那麼多問題，要趕快在十分鐘內問完。結

果，我一問完他，他就開始一直問我好多問題，問我，“你怎麼晨更？怎麼靈修？

你來是要拓荒啊？”我說：“是，我來是要拓荒建立教會。”“那你打算怎樣開

始？”他就開始問這些，一談就談了一個多小時。我想：怎麼談那麼久，我要付

多少錢呀？后來我就問他。他說：“不用錢。” 

辦身份，到后面有個單子要填“你的保証人”，就是誰保証供應你在這邊的

生活費。保証人，要找有錢、有房子的。我找誰呀？我無親無故的，沒有認識的

人。我說：“神呀，我沒有保証人，我找誰？”神說：“你找律師。”我就去找

律師。我說：“律師，你可不可以做我的保証人？”他說：“好，沒問題。” 

后來，回台灣，我與我家裡人講這些事，我姐姐說：“律師從來不願意幫別

人做保証人的，他連給他太太做保証人都不願意的。因為保証人需要把他所有的

財產都寫上去了。”可是，這位律師就幫我做保証人。你有沒有發現，神把我照

顧得多好？他還來聚會，還奉獻錢呢！我們真的把榮耀歸給這位神！ 

親愛的家人，我隻是告訴你們，神跟你報告，神悅納你的禧年！祂悅納你的

禧年，就是說“我悅納你，我真的用我的血跟你立約了”。我們不但是亞伯拉罕

的后裔，要經歷亞伯拉罕一切的祝福——我們就是用信心接受，因為亞伯蘭罕稱

為信心之父，所以我們要跟隨他相信，我們就會經歷亞伯拉罕的祝福——今天，

我們不隻是這樣，還有耶穌用血與我們立約，祂用祂的生命給我們保証，這一生

祂把我們照顧定了！ 



祂把你照顧定了，祂用生命為你保証：“我要把你奪回來，你是我買贖回來

的。”所以以佛所書一章講到，“借愛子的血，我們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盛的恩典。”不但是我們的每一次過犯得赦免，而且祂把我們贖回來，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情感、我的身體都被祂贖回來，成為神本來創造我的、

該有的樣式。這就是恩召的指望。祂為我們死，祂要把我們做成到這樣的地步！ 

前幾天，從早上開始，我忽然間從臀部到腿部整個痛，痛到走路都有問題，

連著兩天都這樣。所以，過去讀的一些書中的信息就在我的裡面浮現，“是不是

我的舊病復發了？”因為沒有扭傷，這是沒有任何原因的痛，而且這個地方又沒

怎麼長肉。我就懷疑這裡是不是有不好的細胞啊？是不是有腫瘤啊？就會有這些

思想。但是，一有這個思想，我就斥責它離開！每一次有這樣的想法，我就斥責，

斥責幾次之后我就沒有再這樣想了，然后我就一直宣告：“主啊，你的寶血大有

功效在我身上。主啊，因著愛子的血我得蒙救贖，我整個身體是被你贖回來的！

是被你贖回來的！” 

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那節經文又在我的裡面：藉著愛子的血我得蒙

救贖。“主啊，我領受你寶血救贖的恩典、救贖的功效在我身上。”那天我起來

以后，發現我走路沒問題了，我就好了。 

 到祂家中，與祂相會 

我們的神，祂的話語安定在天。這個環境會越來震蕩得越厲害，就像神震動

埃及、審判埃及的時候一樣，埃及就是這個世界，現在神正在審判世界、震動這

個世界。祂在審判世界的時候，有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是被神分別出來的地方，

是神的兒女聚集的地方，是被羔羊的血涂抹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神的家，就

是神的教會，就是神與你這個人同在的居所。 

今天，在這樣的環境裡，你最重要的是什麼？讀以弗所書，你會發現，所有

的一切，在基督裡祂已經為你做成，祂已經賜給你、把天上一切豐富的產業都賜

給你了，那你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一直緊緊地在基督裡。因為祂是在基督裡給你

這一切的，你必須相信地住在基督裡，住在祂的話語裡，住在祂的裡面。 

在股票開始大跌之前，神已經為我們教會先預備了。祂告訴我們，一定要開

始晨禱。晨禱了幾個月之后，神又給我感動，一定要全教會都來晨禱，每一個人

都要來住在祂的話語裡面。神的話就是神自己，就是生命，就是啟示，就是力量，

就是亮光。每個人都要讓神的話來照明、活化在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我們的每一

個意念裡，以至於發生什麼事時，我們的回應就是“我相信神……”，我們就有

這個活潑的信心與神的話語連接，就把神的禧年、恩典釋放到我們的身上。 

為什麼就一定要來教會晨禱？因為，在家裡是你個人的祭壇、家的祭壇，來

到教會是神的身體的祭壇。那是不一樣的。初代教會，每一個人都被聖靈充滿，

但是他們還是天天來到殿中，天天都在家裡擘餅聚會，敬拜神，天天都聚在一起。

因為聚在一起的時候，神特別要與我們相會，來施恩，神跡奇事就產生。 

上個禮拜，我們的 Tony 弟兄講到，他老板的並購案，幾個月都沒有辦法解



決，那天來到我們教會，聚完會，公司最上面的兩個人願意一起把公司獻上，然

后為這個並購案禱告。禮拜天禱告完，禮拜一情勢就開始大大翻轉，禮拜四就簽

約了，這個並購案就成了。幾個月解決不了的，來到神的殿中禱告，第四天就成

了。 

哈拿一直在家裡禱告“神啊，讓我懷孕”，都沒有懷孕。來到神的殿中禱告

了，回到家中就懷孕了。你有沒有好多事一直渴望“神啊，為我成就這個事，神

啊，為我成就那個事。神啊，這個是你應許的，求你要成就。”有沒有還有很多

事沒成就？你要來到神的殿中，來晨禱，向神禱告——多多來到神的殿中，向神

禱告。這些日子，是神的榮耀要大大充滿祂的殿、來與我們相會的日子。萬國所

羨慕的要來到，當世界更大地被震動的時候，祂要來大大地臨到。 

 踏出去，進入禧年 

再過十天，就進入禧年，這些日子，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悔改：我在哪些事

上沒有與神對齊。神用血與我立約，重要的是我要守這個約，就是要聽祂的話。

神在基督裡已經把這一切天上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而且祂已經預定我們要得著

神兒子的名份。得著神兒子的名份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已長成神兒子的身量，你

有神兒子的權柄。這個創造性的神跡也是這樣，是祂預定我們要得著的，而今天

祂隻是特別地對代禱者講，祂現今要賜下來創造性的神跡。 

得著神兒子的權柄，就是藉著信，信從，就是順從神一切所說的、一切所命

令的。親愛家人，在這個震動的日子，你能夠保証你不會餓死，你不會變成窮光

蛋嗎？唯一的保証就是你好好遵守神的命令，十一奉獻、超十一奉獻，這個日子，

這些節期，你要更多的撒種。今天是吹角節，十天后是贖罪日。吹角節是新年的

開始，贖罪日開始宣告禧年，是叫我們得自由的年。 

可是，得自由的年在乎你前面撒了什麼種，撒了什麼種你就會收割什麼。在

金錢上，你有沒去撒種？在時間上，你有沒去撒種？你有沒有在神的國度裡一直

去撒種？你的金錢、你的時間、你的愛、你的情感、你的力量，你都一直撒種在

神的國裡，叫人得祝福，叫神的國得祝福，你就會開始一直收割，收割禧年的豐

富，你就開始回到伊甸園。 

其實，禧年就是神要藉著祂兒子來到地上，把我們帶回伊甸裡面的。神什麼

都預備了，我們隻是在那兒享受這位愛我們的神，做祂要我們做的。這是一個何

等奇妙的生活。但是，在乎你是否願意踏出去。 

 认罪悔改，進入榮耀 

這個禧年，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吹角節告訴我們，

要進入新年，進入一個新的循環，進入一個愛的循環，是活在神的愛裡的，不再

是活在一個不是兒子是孤兒的光景中。孤兒從來要靠自己打拼的，而我們是要活

在一個神的愛子的生活裡，活在被悅納的循環裡，活在一個蒙祝福的循環裡，也

要開始進入一個享受愛、享受被悅納的循環。 



這是一個蒙祝福的循環、一個新的循環。脫去過去舊的思想、舊的反應，脫

去那種害怕、不信的思想，為這些悔改，轉身奔入自由的裡面。在神所定的時刻，

對神所開啟的做出正確的反應。這樣，我們就可以重新得回神所賜給我們、過去

卻被仇敵所偷竊、所擄去、所壓制的那些祝福和產業，我們可以再得回來，讓我

們的生命進入一個更新和恢復的自由裡，一個活在阿爸父的愛裡、活在蒙祂悅納、

蒙祂照顧的享受裡。 

如果我們是以色列人，在整個曠野的歷程中，我們會歡呼喜樂、感謝贊美，

對不對？我們現在就要過這樣的生活。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就是要成為迦勒、

約書亞，以至於進到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藉著環境要幫助以色列人，培育起他

們對神的信心、對神的愛的認識，卻一直沒有培育起來，進到迦南美地第一站，

碰到高大的亞衲族人，他們又是同樣的反應：“早知道我們就回埃及去，我們寧

可死在耶和華在埃及的震動、災難底下，也不願意現在在這裡被殺。原來，神把

我們帶到這裡來就是要我們被殺。”他們一路上都活在對神的不認識、猜疑、不

信的裡面。 

今天是吹角節，神要對祂的百姓吹號。你裡面對神還有沒有一絲絲的不信？

你對祂的全能的膀臂、對祂無限的愛、無限的憐憫，對祂的無限的永無窮盡的恩

典，有沒有真實的信心、認識？你要開始奔入這樣的禧年裡。 

神說：我悅納你，我喜悅你。也就是說祂不是因為我做什麼而喜悅我。神那

天給我開啟，就說：從耶穌來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時候起，就是

宣告我們得自由，宣告我們得喜悅，宣告我們是祂喜悅的、是祂買贖回來的、在

祂面前無瑕疵、無玷污的、美麗的神的兒子，而且，祂已經預定我們得著兒子的

權柄。這都是我的產業，但是要看我相不相信。我相信了，開始踏出去，就一步

一步經歷。 

我踏出去了，一個人來到美國，就發現，無論辦個人的身份，還是辦教會的

財團法人，都是那麼奇妙，一毛錢都不用花。我不認識一個人，可是神就是可以

照顧得這麼好，做得這麼奇妙。一個人來到這裡，不但沒有餓死在美國，現在神

還讓我們每個月發出四五十個人的薪水。這位神是不是太豐富了？ 

祂從來沒有要你受苦，祂要你進入一個愛的循環，蒙恩典、蒙祝福的循環、

蒙悅納的循環，可是在乎你要與祂對齊。你的思想要與祂對齊，你的行動要與祂

對齊，你的話語要與祂對齊，你每一天過的生活要與祂對齊，活出一個真實是感

謝祂的愛、享受祂的愛的一個蒙愛的生活。 

你對神說：“好，我真的要過一個不再像埃及那樣子的生活。”神說，今天

祂要把這個創造性的權柄賜給你。我們需要先有一點時間悔改，悔改自己過去不

信的惡心，悔改自己的小信，悔改自己的奴性，悔改習慣都要靠自己，那麼沒有

安全感、汗流浹背才得糊口的這些都是靠我自己的心思意念，都要先向神悔改。 

無論對你的身體，你不信神會醫治；對你罪的捆綁，你不信你可以脫離，今

天你都要在神面前宣告：神啊，我不再是賣給罪的奴隸了，我不再是賣給疾病的

奴隸了，我不再是賣給軟弱的奴隸了。今天，神兒子的自由的榮耀已經在我的身

上。我接受神預定我要得著的神兒子的名份。我在神的面前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今天，你可以來到神的面前說：“神，今天這個禧年已經應驗在我的耳中了。”

我要代替耶穌向你宣告：這個禧年，要叫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

的得自由，被囚的出監牢，我要向你報告神悅納你的禧年，今天這經應驗在你的

耳中了。5776，神要帶領你進入一個真實的、蒙悅納的、神兒子自由榮耀的生活

裡，得著神兒子創造性的權柄在你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