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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禧年的恩膏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5 年 10 月 11 日主日信息整理 

一、為什麼要讚美？ 

• 祂默然愛你，并守約施慈愛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注：

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錫安悲

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

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賽 61:1-3） 

我上個禮拜去參加原住民的特會，禮拜四晚上到禮拜六。禮拜五的晚上，台前面有

120 個鼓，我們當中每個人可以拿一個鼓在那裡敬拜。快結束的時候，一個姊妹問我的鼓

什麼經節，我才注意看了一下，是以賽亞書 61 章 1-3 節。隔天帶領的人就說，我所拿的

那個鼓的經節就是神今年要給我的經節。前幾天，我正在洗東西的時候，忽然間，神就在

我的裡面告訴我：“今年你 61 歲，以賽亞書 61 章 1-3 節就是我給你的經文，61 歲就是

你進入禧年的一年！” 

今天給大家講這個，是因為我是你們的主任牧師，是你們的屬靈的母親，我所得的

你們都擁有，所有做在我身上的都要流到你們身上！今年神真的是要帶我們進入禧年。 

這段經文在預言耶穌，一位彌賽亞要來，神的靈要膏抹在祂身上，祂來要報告一個

好的信息，給謙卑的人。謙卑的人，就是一些困苦的、靈裡很貧窮的人。祂要報告：“所

有被仇敵偷去、搶去、擄去的都要歸回給你，所有被仇敵佔有的，都要回來，回到父的懷

裡面。所有被囚禁的都要出監牢，所有被壓制的，都要出來，因為我喜悅你們！我要給你

們一個恩典的年日，從此你們不再活在咒詛中，是活在祝福的裡面，不是拼命勞苦才能夠

討神的喜歡。我已經喜悅你們，我非常的喜悅你們！我喜悅你們，是透過我的兒子耶穌替

你們死。你們在我眼中非常的潔白，沒有瑕疵，那樣的潔白美麗。” 

禮拜六，是最后一次聚會，又是 120 個鼓，每個人再去拿一個鼓敬拜，我拿到的那

個鼓是西番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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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3:17） 

耶和華是怎麼樣的一位神？祂，施行拯救，要拯救你脫離仇敵一切的轄制、欺騙、

謊言；祂，大有能力，沒有任何人能夠勝過祂，沒有任何神可以勝過祂，沒有任何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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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祂。這位大有能力要來拯救你的神，祂在你中間，你恐懼戰兢？很害怕？很怕被擊殺？

不是！祂在你中間，因你而歡欣喜樂，祂看到你就愛你！想象一下，一個一歲的小孩子，

你看到他就很喜歡他，很想咬他一口，很想親他一下，不管他長的怎麼樣，你就是看見他

就很喜歡他。神就是這樣，祂說，祂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一天我，正在洗東西，忽然間，神就跟我講，我 61 歲，是我全新的開始，所有的軟

弱都要脫落，我要進入神的禧年，我要活在神的“歡欣喜樂”裡面，我要活在神的那個

“默然愛我”裡面！ 

禧年，祂所要做的，就是要對仇敵宣告報仇！祂要來宣告報仇的日子！祂說：“仇

敵，你不要看我的孩子好像兩三年、三五年很軟弱，一直被你踐踏，一直被你的謊言所囚

禁，你不要看我的孩子好像很軟弱，趴在地上起不來。忽然間他就醒悟了，我把一個很簡

單的武器、讚美給他，他只要一開始起來讚美，一開始穿上那個讚美衣，他會成為一個完

全不一樣的人，他會發出光來，他會大大的祝福許多人。”這就是今年神要帶給我們的大

好消息。 

• 見証一：給餐廳老板的紅包 

有一位弟兄，賣魚，生意一直不好，更糟糕的是他的魚很多是賣給餐廳，可是那個

餐廳一直沒有付給他錢。他已經一直在賠錢，餐廳又一直沒有付給他錢，所以他半夜都睡

不著覺，他非常氣憤，每天晚上都很氣，有時候氣的就想半夜起來拿石頭砸那個餐廳的玻

璃。 

剛好，他們教會請我們的同工去他們那裡教內在生活，正在教讚美，他就回去開始

操練讚美，一直讚美，竭力的讚美神。在他一直讚美神的時候，神就開始跟他講話，給他

智慧：你把這個魚攤關掉，開始另外一個新的行業，我會祝福你，但是你要寫一張卡片，

給那個餐廳的老板，裡面再附 1000 元台幣  

他真的寫一張卡片附 1000 元台幣，給那個餐廳老板。那個餐廳的老板感動的不得了，

錦上添花的人是很多，但是雪中送炭的人很少。他就說：哇！你們基督徒怎麼這麼有愛心

啊，我欠你那麼多錢都沒有還你，你還給我這一個卡片、一個紅包。他非常感動，覺得基

督徒真的好有愛心。這個弟兄真的照著神給他說的在另外一個行業開始，神就大大祝福他。 

這個在末世會一直的發生，各行各業，都會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被欺騙，欠債

不還，錢被偷了……在這個地上，有很多的事情會讓你很氣憤，但是如果你知道神在管理

一切，你是祂歡欣喜樂，默然深深所愛的孩子，祂不會允許任何沒有必要的傷害臨到你。

所有臨到你的一切事，一定都是於你有益的，如果你真的愛祂，就會被磨成神兒子的形象，

得著榮耀。因為聖經上講“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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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喜歡錢，還是喜歡被磨成神兒子的形象、有神的榮耀呢？你看后者為重，你就

會相信神說的，祂說每一樣發生的都會為你效力。沒有哪一個父母喜歡他孩子受苦，除非

他有虐待狂，或者精神有問題，他總是希望他得著益處，那個益處是大過那個苦。神也絕

對不願意祂的孩子受苦，所以每一樣事，都是在神美善的旨意裡安排的。 

如果你是那個弟兄，會不會覺得好倒霉：我怎麼會遇見一家這樣的餐廳？我總共只

賣給一家餐廳，就是碰上這種老板。神其實是要祝福這個弟兄！祝福他跟神更親密，救他

脫離天熱性格的脆弱，以至於那個憂郁的靈、憤怒、恐懼的靈沒有辦法臨到他。 

神要宣告報仇的日子是藉著你願意開口讚美，讚美祂的美善，讚美所臨到我的都是

與我有益的。我感謝檷，讚美檷是愛，檷是守約施慈愛的神，耶和華是大有慈愛的神，檷

的慈愛長存。你一直這樣讚美祂的時候，你就發現神開始把祂美善的心意，在你身上的藍

圖，在你身上美善的安排開啟在你的身上。 

• 以喜樂代替灰塵，讓你穿上讚美衣 

很多年，每一次回頭看我過去所走過的路，我當時多不容易，當時覺得多苦，沒有

人可講，但是我發現都是神的美意，都是神的祝福。就是要我們這個脆弱屬地屬土的性格

一直被改變，越來越有神兒子的屬性在我身上，那個是藉著我願意讚美。 

無論在這地上你有很多悲哀，神來了，是要宣告神報仇的日子。也許這麼多年來，

你的孩子被仇敵這樣的欺壓、蒙騙、捆綁，祂說時候夠了，祂要來釋放我們得著完全的自

由，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而且要把華冠戴在我們的頭上，不只是受安慰而已，而是要讓

我們變得那麼尊貴、榮耀，有華冠在他的頭上，賜華冠給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悲哀常常是因為有好多的灰塵，使我們越來越快樂不起來，神要把華冠賜給我們，

讓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讓我們穿上讚美衣，使我們稱為公義樹，是耶

和華所栽的，叫祂得榮耀。二千多年前耶穌來到地上，應驗了這段聖經，祂也向人報告禧

年，但是不多的人真實相信，可是相信的人真的進入禧年。 

撒該就進入禧年，脫離他沒有辦法脫落的貪婪、貪財、臉也不要、面子也不要，可

是就是沒有辦法，貪就一直在他的身上，使他變得那麼齷蹉，自己都討厭自己，他沒有辦

法。但是當他聽見耶穌說的話，他相信耶穌說的話，接待耶穌住到他的家，耶穌所散發出

來的生命就改變了他，禧年就臨到他的身上。耶穌只說一句話：“撒該，下來，今天我要

去住到你家。”他裡面就開始改變了。 

也許，神在五年前、十年前跟你說：我要住到你裡面，你就會開始改變。但是你有

沒有繼續活在禧年的感恩裡面、讚美裡面呢？撒該改變了，他從一個最貪婪，被貪婪的囚

牢深深捆綁的人變得好自由、好大方，他一半都周濟窮人，欠誰的，他都還四倍，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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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剩下的一半到底夠不夠還，他也不擔心。他已經成為自由的人，自由到這個地步，

沒有憂愁，沒有挂慮，神要我們成為這樣的人。在末后的日子，祂真的會做，只要祂的百

姓開始拿起祂給我們在這個末世最簡單的武器，卻是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讚美。 

• 祂做王掌權，讓公平、公義為寶座的根基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歡呼的，那民是有

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上的光裡行走。他們因你的名終日歡樂，因你的公義得以

高舉。你是他們力量的榮耀；因為你喜悅我們，我們的角必被高舉。（詩 89:14-17）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寶座就是神在掌權，他的掌權是根據公義跟公平。在

末世你會看到許多不公不義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並不是因此失控，你不要說，神啊，

你的眼睛在哪裡？神啊，你瞎眼了嗎？神，你有沒有看見這些惡人為非作歹，檷為什麼不

報復呢？神在聖經裡面講到，我豈是喜悅惡人死亡嗎？我乃是希望惡人能夠回頭，因此得

生命，所以神在等著惡人回頭。惡人能不能回頭在乎你，在乎我，在乎我們是不是發出光

來，以至於惡人被照到光，祂說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 

神的掌權是根據公義和公平，祂是立基於公義和公平，所有不公義不公平，祂一定

會審判。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神在舊約歷史上，神在等這一國惡貫滿盈的時候，才讓以

色列人去攻佔這地，神不是隨便讓祂的選民去攻佔這地，是這個地這群人已經罪惡滔天到

一個地步。 

公義和公平是祂寶座的根基，下一句是“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也就說不公義

的事祂一定要審判，但是祂所做的每一件事，祂所施行的每一個審判，祂都是以憐憫、以

慈愛為念。慈愛和誠實，祂說祂一定做，祂說到祂一定要做。所以祂說罪的工價乃是死，

一定要死，但是祂因著慈愛，愛我們，所以自己道成肉身來到地上替我們死，這就是神，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一位神。慈愛和誠實行在祂的前面。 

親愛的家人，我希望你把這個經節真實的記進去。以至於末世，你看到這麼火熱愛

主的人，居然被惡人殺，不會說，神啊，你瞎眼了，這樣的神我也不信了。不是的！神說

我從來沒有對你們說謊，啟示錄已經說，我是讓仇敵先得勝，我也容許我的聖徒被殺，我

容許我的聖徒殉道，我在等殉道者數目滿足。 

有一天，我讀到啟示錄這個地方，原來這樣，他們不是不信被殺，他們不是偶然走

錯了路，碰到這個壞蛋被殺。不是的，神在等著殉道者的數目滿足。神啊，這有什麼意思

呢？神說，每一個殉道者的每一滴血都要結出許許多多的靈魂來。有些地方好多殉道者被

殺，結果那個地方福音很興旺，那個所信主的比例很高，神跡奇事顯在他們當中，而且那

個地區的人都非常愛主。殉道者的血在神眼中何等的寶貴，不是徒然的。因為祂已經定了

一個律，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就不能結出許多籽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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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向你歡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一個人明白神一切都在祂的管理控制底下，

祂從來沒有失控，但是祂所行的一切在乎公義公平，所有流無辜人血的罪他都追討，所有

不公不義祂都要報復，但是祂是那樣充滿慈愛憐憫，在審判的日子以憐憫為念。祂說祂所

做的一切都是誠誠實實的，祂了說祂一定做。一個人如果知道我的神是這樣的神，他就會

向神歡呼。歡呼英文 shout，大叫、歡呼，那個民是有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上的

光裡行走。 

二、讚美的益處 

• 常常歡呼，得著恩福 

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百姓應該常常的因神而歡呼，因我們的神而夸耀，因為你知道

祂在全地施行審判。你知不知道要向神歡呼？你有沒有常常向神歡呼？有，那你就有福了。

你不要只有在球場歡呼，你不要只有電影明星出來的時候才歡呼，你要在這位萬王之王的

面前常常歡呼，祂說這樣你就有福了。 

你要學習開始歡呼，特別是弟兄。矽谷的弟兄，都是電腦工程師，習慣面對著電腦

一整天都不講話，你一整天都不講話，你回到家也不想講話，所以這就造成很大的家庭問

題。因為太太已經等你等一天，希望有人跟她講話，但電腦工程師習慣用思想、眼睛，不

習慣講話，但是你不知道神給我們口，給我們嘴唇，是要帶動我們整個靈魂的。 

我歌頌你的時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屬我的靈魂都必歡呼。（詩 71：23） 

當你開口歌頌的時候，你的靈魂、你的嘴唇都會起來歡呼。你要起來歡呼！現在的

時日是不一樣的時候，好像北京和上海的百姓，出去運動的時候都要戴口罩，因為有霧霾，

現在屬靈的空氣比這個更嚴重，因為黑暗遮蓋大地。 

昨天有一位很愛主的同工跟我說，他說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悶悶的，快樂不起來，也

不想去見人。還有一位回台灣，忽然很想自殺的念頭在裡面。我能理解這個感受，因為我

有時早上 5 點鐘要晨禱，醒的時候覺得沒有力量起來，我就開始讚美：“主耶穌，我讚

美你！主耶穌，我讚美你！謝謝你因我而歡心喜樂，謝謝你驀然愛我，謝謝你那麼喜悅我。

主啊，讚美你，謝謝你看我全然美麗，全然可愛，神啊，謝謝你以永遠的慈愛在愛我……”

當我一直用神的話來讚美神，我整個就好喜樂，就充滿了力量。 

現在來到一個季節了，整個黑暗遮蓋大地，如果你現在不起來養成一個在他面前、

習慣的、感謝的、讚美歡呼的生活，不知不覺你已經嘴巴很懶得打開，然后身體越來越沒

有力氣，就覺得沒什麼好快樂的，慚慚覺得人生沒什麼意義。那是因為黑暗的權勢，周遭

已經是這樣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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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6 是一個禧年，你們要藉著讚美進入禧年的恩膏，一直到主回來的日子，他要我

們大大的讚美。因為在生活裡面，有很多家庭的事情讓你沒辦法快樂。 

• 見証二：面對熬夜的孩子 

一個媽媽，孩子讀夜間部，每一天回來吃宵夜，搞到天亮才睡覺，她跟孩子講理講

不通，倆個人經常大吵。她的教會請我們去帶他們過內在生活，一個同工就去帶他們內在

生活的教導，這個媽媽會后就找我們的同工說：“我的孩子這樣，我該怎麼辦？” 

同工就跟她講：“你不要用你的情緒去管教你的孩子，那是沒有用的，看到孩子怎

麼樣的時候，你就進到房間一直讚美神，讚美到你裡面有平安了，再讓神來帶領你跟你孩

子講話。”媽媽回家，看到孩子在吃宵夜，翹著二郞腿，裡面就很氣，就趕快躲到房間裡

讚美主，一直讚美到裡面真的平安了。 

媽媽一打開門出來，看見孩子正在看電視，又很氣，因為他一看就會看到天亮，就

又進到房間：“讚美耶穌，為我的孩子不睡覺看電視感謝讚美主……”讚美，就是把你的

主權轉移到神身上，知道神在掌權，不讓我的脾氣來掌權，不讓我天然的反應來掌權。 

她讚美，來來回回好多次。一怒火中燒就趕快進房間讚美，來回好多次，累了。也

就睡著了，隔天早上醒來，一打開門看見孩子還在看電視，趕快關起門來，又讚美……直

到裡面平安了，才打開門出來做早餐，叫孩子趕快吃早餐好去睡覺，她的孩子說他已經睡

飽了。 

媽媽很奇怪，孩子說：“昨天一看電視，突然停電了，我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睡覺

了。”媽媽好高興，就感謝讚美主，原來，神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得勝仇敵。那個星期的許

多晚上都停電，她的孩子整個習慣就被改變了，不再日夜顛倒了。讚美是不是一個太奇妙

的武器？也就是說，我要生氣，我要發怒，我要對他大吼，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神說：

我不要你活在這樣的囚牢，活在一個怒氣的壓制底下，我不要你被仇敵的怒氣的劍射中，

我不要你的家被一個分裂的靈的劍射中，我要你的家有平安，我要你活在我的平安跟喜樂

裡面。如果你願意把主權轉交給我，不用天然人去掌管去反應。 

讚美就是一個主權的交換，轉移給神，信靠神，神就會做這麼奇妙的工作。媽媽與

孩子抗爭了幾年也沒用，吵架幾年也沒用，但是賜平安的神有祂的方法，他要來宣告神報

仇的日子，藉著你願意來讚美祂，稱頌祂的美善和大能，因祂在掌管一切。 

我們是不是習慣願意為著很好的事才願意感謝讚美神？但是，神說，讚美是因著祂

是這麼美善，大有能力，施行拯救。在容易的環境裡面，我轉移我的注意力、我的眼目從

這些不美善、不道德、不公義、污穢人事物的身上，轉移到這位美善的神身上，我一轉移

到祂的身上，我的情緒就開始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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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真理非常重要，你必須要聽到骨頭裡去，你要去做，否則你末后的日子會不好

過，但是神預定你末后的日子是要大有榮耀的。在審判全地的時候，祂的殿要充滿榮耀，

要大有榮耀，怎麼能夠實現呢？是藉著我們一直的稱頌、讚美祂，一直稱頌讚美祂！耶和

華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當我們讚美祂的時候，祂的寶座就降臨，祂就掌權。 

這個媽媽願意聽話，就到房間裡讚美，讓神的寶座降臨在她的家，降臨在她的孩子

身上，她願意這樣子去做，神就可以這樣做。她沒有中途放棄。如果早上起來看見沒什麼

用，孩子還是看電視看到早上，然后把孩子大罵一頓，你想結局會如何？他們關系會破裂，

孩子也不會跟她講，其實他已經睡飽了，然后這個媽媽只有繼續活在憤怒、悲哀、憂傷當

中，然后被仇敵所俘擄，是不是？ 

這樣的事情在末后的日子常常發生在各個不同的家中，突然間，你的孩子好像失控

一樣對某樣東西上隱，變了一副死樣子，但是，這正是你得榮耀的機會，就是藉著稱頌神

的美善，稱頌神在掌權，為你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一直去讚美神：讚美神給我的孩子都

是最好的，神那，你愛他，你因他歡心喜樂，你默然愛這個孩子，一直讚美神，你就為神

開了一條路，讓神的救恩可以臨到你的孩子身上。如果你在那裡咒罵他，你就是為仇敵開

了一個門，讓黑暗的權勢可能臨到他的身上。你知道靈界的真實性嗎？ 

神來到地上，就是要叫每一個百姓得著自由、喜樂，稱為公義樹，藉著穿上讚美的

衣。北京上海人一出來就戴上口罩，但我們是穿上讚美衣。一遇到屬靈的空氣不好，一遇

到開始有壓制，一遇到屬靈的氣氛不對，就趕快穿上讚美衣：“哈裡路亞，主啊，我讚美

你！讚美你這美善的主，大有能力的主，施行拯救的神，我讚美你！”就這樣做，絕對有

用，但是重點不是有沒有用。讚美不是為了問題解決，很多人以為讚美就是要解決問題，

當問題解決了以后，他就停止讚美。 

讚美是什麼？是我們終日因祂夸耀，因祂而歡呼；終日因我們的神而歡呼。詩篇 63

篇講到，詩人在床上思想祂，嘴唇就要歡呼，終日因祂的救恩而歡呼。所以你就不會因為

問題解決了就不再讚美。而是你要一直繼續的稱頌祂，讚美祂，使你的注意力一直在祂的

身上，以至於禧年的恩膏會一直臨到你身上。當你的注意力一直在祂的身上時，你就發現，

原來祂那麼喜悅我。 

在末后的日子，神報仇，就是因為很多的謊言。末后的日子謊言的靈是非常猖狂的。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從年輕人到成年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謊言在他身上：別人不

喜歡我；別人如果多認識我就會遠離我；別人只要更多靠近我，就會討厭我；我總是沒有

別人好……，所以我們很需要一直竭力的向著神。如果你不起來讚美神，在這個末后的日

子，你會被仇敵攻的一塌糊涂，起不來；但是如果你懂得一直讚美神，你會發現，原來神

要我過的日子是這麼榮耀，這麼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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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証三：問題孩兒的飛躍 

在神的國裡面，不在乎年齡。我今天早上在敬拜的時候，看見我們長青團契的都站

在前面中間。長青團契六十幾歲的是太年輕的，而七十、八十、九十幾歲的都站在前面跳

舞；但是另一邊有的很年輕的都跳不起來，當然也有很多跳得起來的。在神的國裡，不在

乎年齡，而在乎你有沒有常常一直要活在這位因我而歡欣喜樂的神面前——我要因你而終

日歡呼，我要因你終日夸耀，我要夸耀我有這樣一位神，祂那樣的愛我！ 

如果你一直活在祂的喜悅，祂愛你的真實這樣認定的裡面，你就一直在得勝仇敵。

讚美是末世最大的武器，也是得勝敵基督的武器。因為牠不管用恐嚇、威脅……各樣的方

法，牠沒有辦法奪你的眼目，牠也沒有辦法使你害怕，因你已經終日因神而歡呼喜樂。 

有一個小孩子，在幼稚園的時候，老師就判定他沒有辦法學數理。因為那個孩子看

到的字都是飛的，所以他沒有辦法學。他有情緒障礙、學習障礙、閱讀障礙……多重的障

礙在他身上。他的情緒沒有辦法控制，所以他的人際關系很不好。他滿口臟話，還有一種

暴怒的靈在他身上，他可以罵一個人連續罵半小時都不重復。功課當然是倒數。 

后來他媽媽把他帶到教會來，他的兒童主日學老師就開始教他讚美。他就教他每一

天講：“哈利路亞，讚美耶穌”50 遍（單單教“哈利路亞”都要教很久，因為他會念

“哈路亞利，哈亞路”，他念字都是跳來跳去的）。兩個月以后，他開始不再講臟話。然

后他的人際關系開始改變。 

接著，他的老師開始教他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教他這句話

需要教一個禮拜，他才能念正確。因為“耶和華”他會念成“耶華和”，他念字常常顛倒。

可是到后來，他可以背經比賽第一名。而且他的班上只有四個人考 100 分，他是其中之

一。后來，每一科都是 90 分以上，本來是倒數的。 

人際關系變好了，他開始可以和人做朋友，不再罵人了。他整個改變。不但不會和

人沖突，而且可以和別人成為好朋友。所以他的老師都嚇了一跳，怎麼這個孩子可以這樣

的突飛猛進，才知道原來他有一個這樣的主日學老師。所以，他的老師以后遇到一些有學

習障礙的，全都送到這個教會。 

他的主日學老師就是我的屬靈兒子，他告訴我這個見証。后來有一次這個媽媽對她

的孩子說：“有一位叔叔阿姨家裡開早餐店，生意一直很不好，我們去為他們祝福禱告好

不好？”他就說好。她就帶著孩子去，要為他們祝福禱告。這個孩子就問：“叔叔阿姨，

你們會不會讚美神哪？”他們就說會啊。孩子問：“那你怎麼讚美？”他們說：“就是讚

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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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就說：“不對不對，讚美呢，第一要舉手；第二要開口；第三要全心；第四要

竭力。”完全的照本宣科，就是他的主日學老師教他的。然后他就帶著這對夫妻開始全心

的讚美神，竭力的讚美神。結果那一天，那對夫妻的早餐店，所有的東西賣得光光的。這

是從來沒有過的。 

神給我們讚美的武器要把禧年的恩膏帶下來，是要宣告向仇敵報仇的日子。一個這

樣多重障礙的孩子，你覺得有沒有盼望？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一個這樣多重障礙的孩子，

暴怒，人格，智商……各方面都有這麼大問題，有沒有盼望？只有在耶穌基督裡才有盼望。

只有你活在神的話語裡面，活在神做事的法則裡面，你才有盼望。否則你真的沒有盼望。 

你不止有盼望，神還要宣告報仇的日子。這樣一個孩子，不但功課可以變得很好，

不與人沖突，各方面可以健康起來；而且可以為別人祝福。一個先知為他發預言，他將來

是個牧師。他現在已經是國中生了，現在繼續的去教會。 

主耶和華的靈在耶穌基督的身上。耶穌來到地上，宣告這個禧年，信的人就進入這

個禧年。那你要藉著什麼？藉著穿上讚美衣。藉著讚美，你才能夠打開救恩的門，你才能

夠直接進入祂美麗的、施恩的院宇。所以你一定要口開，讓你的靈魂都開始起來與祂對齊。

讓你的眼目、思想、情感、情緒都來與祂對齊！這不是知道的問題，而是你一定要開始作。 

1999 年，我回台灣。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感覺，我整晚上 1 點多，2 點多，3 點都

睡不著，而且我從早晨冒汗到晚上，從 98 年的 4 月一直到 99 年的 1 月都是這樣。我回

台灣檢查，醫生說我的骨頭 68 歲了，我覺得全身都很不舒服，無力、老化、睡不著覺。

隔天早上我起來讀聖經，我讀到詩篇 35 篇。 

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我的骨頭都要說，耶和華阿，誰能像你

救護困苦人，脫離那比他強壯的，救護困苦窮乏人，脫離那搶奪他的。（詩 35:9-10） 

我讀到這個經節的時候，我整個的力量就起來了，我就開始讚美：我的心必靠耶和

華快樂，我要因他的救恩大大的高興。我的每一根骨頭都要來稱謝他。從那一天開始，我

常常這樣：主啊，我全身的骨頭都要讚美你，我每一根骨頭都要稱謝你，耶和華，有何神

像你，可以救我這個困苦人脫離這個骨質疏鬆症，主啊，有何神像你可以救護我這困苦窮

乏人脫離這個奪去我骨密度的。神啊，我必讚美你，我必因你快樂。我的心靠耶和華快樂，

我要靠你的救恩大大的高興，我全身的骨頭都要向你歡呼歌唱跳舞。 

這是 16 年前的事，我現在比 16 年前年輕很多。所以我們的神向我們宣告禧年，問

題是我相不相信？你要不要進入？要！藉著什麼？藉著讚美，藉著你的口開，為什麼呢？

因為讚美是一個信心的表示。 

• 敬拜讚美，可以抵擋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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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代志下 20 章那裡，約沙法王遇到大軍要來攻擊他們，約沙法王他們怎麼辦？他

們就說：神啊，我們無力抵擋這個大軍，他們要把我們從我們的地業趕出去，神啊，你不

救我們嗎？然后神怎麼跟他講的？神說：你們擺陣，看我要為你們成就何等大的事。然后

約沙法王就將詩班排在軍前。 

次日清早，眾人起來往提哥亞的曠野去。出去的時候，約沙法站著說，猶大人和耶

路撒冷的居民哪，要聽我說，信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必立穩。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約沙

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

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

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代下 20：20-22）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神要我們面對的

方法常常是遠遠超過我們的理性的。我想那些詩班都比較聽約沙法王的話，否則他們一定

覺的：王啊，你要我們送死啊，你至少叫那拿著盾牌的人站第一排吧。沒有，就是讓他們

穿著聖潔的禮服在那裡。在那裡等著射箭射來啊？沒有，一唱歌的時候伏兵就出去了擊殺。

三個國，亞捫、摩押、還有住西珥山的人，神就讓亞捫人跟摩押人一起來打西珥山的人，

然后亞捫人跟摩押人又互相擊殺，然后殺的完全死光光了。 

猶大人來到曠野的望樓，向那大軍觀看，見尸橫遍地，沒有一個逃脫的。約沙法和

他的百姓就來收取敵人的財物，在尸首中見了許多財物，珍寶，他們剝脫下來的多得不

可攜帶。因為甚多，直收取了三日。（代下 20：24-25） 

財物和珍寶，約沙法王所有的軍隊去收取要收三日，大獲全勝。這個在末世一定會

一再的重演，當神的家神的百姓這樣子的注視在神的身上，絕對的順從他、聽從他。末世

基督徒會大遭逼迫，那時基督徒應該怎麼樣？改信別的宗教？你要一直的稱頌神。可是你

不能等到那時再一直的稱頌神，現在你就要開始稱頌神，現在你如果不開始稱頌神，到那

時你就會兩腳發軟。 

當越多很可怕的環境臨到的時候，那時是神跡奇事大大張開的時候，所以約沙法王

不但不需要耗一兵一卒，而且擄獲了一大堆的財物珍寶，是不是很棒？所以當神讓你面對

越大的敵軍的時候，是神要把越多的財寶賜給你，你知道嗎？當神讓你遇到最大最可怕的

軍隊的時候，是他要給你最大的得勝，給你得著最多的擄物，就看你是不是信祂。 

神從來沒有眼瞎，也從來沒有重聽，祂的眼目一直定睛在祂的孩子身上。你起來、

你坐下、你躺臥，你在想什麼，你在說什麼，祂都知道，祂也知道哪個敵人正在逼近他的

孩子。神沒有失控，祂在掌管。你公司遇到不容易的環境的時候，神也在看，祂在看你怎

麼反應，看你是不是知道他一直在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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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你一直在掌權，我要因你而歡欣喜樂。神啊，我要一直活在你的愛中，神，

我知道你就是這麼愛我，你從來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我沒有失去我的信心，我知道

你一直默然愛我，而且你因我喜樂而歡呼，所以神我要稱謝你，我要讚美你。”我不是等

到環境改好了，我才讚美祂。 

在家庭的婚姻的困難當中，親子的困難當中，經濟的困難當中，環境的不容易、身

體的不容易當中，你要繼續知道這位神是美善的神，他向你守約施慈愛。他為你死、為你

成為咒詛，好讓你得著一切的祝福，他是為你受鞭傷，叫你得醫治，祂是為你受刑罰，叫

你得平安，他是要讓你活在他滿心的喜悅和愛中的一位神。你不能等到環境這樣，你才說：

哦，神啊，你是愛我的，一看環境不是這樣，你又開始害怕了。 

• 見証四：小勇的故事 

小勇，是國內的一位弟兄，他在晚上，在他的教會放等候神的信息，共有十幾個人，

包括牧師也在那聽。那一天聽等候神信息完畢的時候，這個弟兄小勇有個感動，就站起來

說：“我們就花十分鐘來等候神。”他們當中有一位老人家中風，他在十分鐘安靜親近神

時做了一個異夢，夢見神在講台這裡，然后他就奔向神。他是中風，平時身體是不能翻的，

那天他回家就可以翻身，他的手、他的腿是冰冷的，是沒有力氣的，忽然間就開始充滿了

熱氣，開始可以動，開始有知覺、發熱、有力。 

隔天中午這位中風弟兄突然間便血，半小時就便血一次，他們就趕快把他送醫院去。

小勇本來看到等候神，神的同在臨到他，開始可以有知覺、可以翻身這麼好，怎麼突然間

隔天變成這麼糟的情況？小勇就說：“我好象看到拉撒路就這樣死了似的，到底耶穌在哪

裡？”后來輔導他的那一位就跟他講說：“你要讚美，你要相信，因為仇敵就是一直要把

神在我們身上的救恩擄劫去，把我們的信心偷去，把神的恩典偷去，你要繼續的讚美神。” 

這個小勇弟兄就在家裡放讚美的信息，跟他太太一直的讚美神，他充滿了神的喜樂

平安能力，然后他就去到醫院看那位弟兄。他看到那位弟兄臉色蒼白、死寂陰沉、煩躁，

跟在那天等候神時判若兩人。小勇就跟這個弟兄講話，小勇身上有從神來的喜樂平安，還

有神的同在，他的臉上發出榮光，就好象一個生命的氣息流到這個弟兄的身上，這個弟兄

的臉就開始一直改變了，從那個沮喪、死寂開始變的喜樂起來，而且開始健談了。 

旁邊有一個女病人聽到他們彼此一直的對話，就說：你帶我禱告，我也要信主，你

為我肚子疼禱告，因她就是肚子疼進醫院。小勇就問她要不要接受耶穌啊？她說好，小勇

就帶她做決志禱告，然后這個女病人就開始從床上起來，加入他們的談話，整個病房就變

的喜樂融融，歡欣喜樂充滿生命喜樂的氣息。這個女病人的兒子就開始問，要更認識這個

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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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定睛在這個人的病有沒有完全好起來。這個病好了，我們就感謝主。很好

的情況下突然間又掉下去了，我們整個心又沉到下面。所以說我們沒有信心？我們整個的

心都在注視我這個人的狀況、身體狀況，注視環境的狀況，注視在經濟的狀況，我們都在

看這個狀況有沒有改變？我們把這個當作讚美有沒有效。 

讚美不是萬靈丹，乃是你們認識我的美善，認識我的權柄能力，認識我的愛，以至

於你們全心的在感激我，在稱頌我。所認不是藉著讚美要神做一件事在這個上面，而是你

全心的、竭力的在稱頌神：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耶和華的慈愛永遠長存。就是這

樣一直稱頌他的所是。 

• 結語：讓讚美成為你的生命 

你們現在一定要開始學，特別是我們灣區的弟兄們，如果你願意開始起來讚美，開

始起來稱頌神，你就會成為你們家的祝福，你們家就不會再死寂一片。很多家庭的孩子很

不喜歡待在家，因為家裡一直都是安安靜靜的，沒有喜樂、活潑、溫暖、熱情、愛的生氣。

這些生氣，很需要父親帶回來。因為你是頭，是一家人的頭。可是仇敵也知道你是頭，所

以仇敵用很重的重壓、很重的重軛壓在弟兄的頸項上，讓你們被工作壓的喘不過氣來，笑

不起來，說不出話來，快樂不起來。 

但是，我今天要報告你耶和華悅納你的禧年。神給你一個最簡單的武器，可以向仇

敵報仇，讓仇敵閉口無言。就是打開口，全心竭力舉起手讚美。你就可以把神禧年喜樂的

恩膏、愛的恩膏、祝福的恩膏帶到你的家中。 

親愛的弟兄，你現在做還來的及，你現在還不趕快開始，你的孩子漸漸長大，到了

初中、高中，回到家，就躲到房間。你說出來啊，怎麼不講講話，他就說，你不就是這樣

子嘛。我從小就看著你這樣，你讓我講什麼話呢？因為爸爸回來都不講話，你就種什麼，

就收什麼，你的孩子回家也會是這個樣子，所以現在還來的及。那你說，我的孩子現在已

經大學了怎麼辦？還來的及，孩子們只要看到爸爸的改變，歡呼、喜樂、讚美。 

我們教會有好幾個弟兄以前都是很內向、木訥、拘謹的，但是他們來到教會，開始

起來學習讚美，就經歷說不出的喜樂的靈澆灌他，就越來越喜歡讚美，到現在你一點點也

看不出他們的內向，而是活潑喜樂，充滿了熱情。你喜不喜歡做這樣的人？神喜歡，阿爸

父很喜歡你這樣。你的太太一定很喜歡，你的家人一定很喜歡。 

給大家這個功課，每天早晨讚美神的所是，讚美神為你所做的，他為你成全這麼奇

妙的救恩，每天讚美 5 分鐘。然后接著開始為讓你最痛苦，最讓你受不了的環境來感謝

讚美，為帶給你最大十字架的那個人來感謝、讚美，為讓你最傷心、最難過的那件事、那

個人，一直感謝讚美，這個會醫治你，會讓你脫離仇敵的營壘，你會成為完全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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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你是家裡的頭，你願意突破，起來開口讚美稱謝神，把這個禧年喜樂的氣氛，

禧年的恩膏帶回家。讚美，是要你反地心引力，你現在不起來跳，屬靈的空氣會讓你越跳

不起來。記得讚美應該怎麼樣？要舉手、要開口、要全心、要竭力。 

我昨天下午去聖荷西分堂講，會后帶他們這樣讚美，結果聚會結束后，一個弟兄告

訴我：江姐，真的不一樣了耶，原來讚美要這樣的竭力，當我剛剛這樣竭力讚美以后，神

的同在就這麼豐富降下來，我以前都不知道要這樣竭力。讚美要全心、竭力，因我的神快

樂，因他的救恩大大的高興。全心在神的寶座前，讚美他！竭力的讚美他，耶和華啊，我

的心靠你快樂，因你的救恩大大的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