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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禧年的恩膏（2） 

--等候神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5 年 12 月 13 日的主日信息整理 

路加福音 4:18-21 節：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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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報告神悅納

人的禧年。”20 於是把書卷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21 耶穌

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神的渴想和心意 

耶穌降生的這一個月，我們需要知道耶穌心裡最渴想的是什麼？祂來到地上就是要向

祂的新婦報告：我悅納你們，你們要回到我的懷中。禧年的意思就是物歸原主，土地要歸

回原來的主人，被賣為奴的可以得自由，可以回到他本來自由的家中。誰是我們的主呢？

物歸原主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的，是在祂極深的熱情、極火熱的愛裡面創造了我們。祂渴望

我們來分享祂的愛，渴望創造一個完全自由的人，那麼像祂，可以自由地選擇信任祂、愛

祂、全身委身於祂。可是，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被趕出伊甸園，是被拒絕的，是

被趕出神的面；因為他犯罪了。 

罪，使人不能再繼續吃生命樹的果子，繼續吃，罪就活到永遠，存到永遠。所以，神

必須把他趕出伊甸園，但是神不舍得，祂極其的戀慕我們。因為我們是照著祂的形象和樣

式造了我們，祂創造整個宇宙這麼美妙，都是為我們，讓我們能和祂一起來享受。祂在創

世以前給我們自由意志，我們會選擇懷疑祂，所以，祂先預備了救恩。 

這位耶穌被殺的羔羊在創立世界以前已經被殺，天上所成就的事也要在地上實現。天

上，祂已經為我們死了，然後在永恆時間裡某一個預定的時間，為我們成為肉身來到地上。

讓我們知道祂愛我們，要把一個愛的國度帶到地上來。分別善惡樹所帶出來的國度是一個

爭競、比較、斗毆、沖突、搶奪、壓榨別人的國度。 

但是，祂把一個愛的國度帶到地上來，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度。祂隱藏三十年，才

開始出來宣揚，所傳的第一個信息是:“主的靈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神的靈膏抹我，

就是要我把福音傳給貧窮的人。” 祂把大好的消息傳給這些謙卑的、虛心的、困苦可憐

的人。 

我們這些信主的人也要知道，當神的靈在我們身上，我們更多追求主為的是什麼？是

要傳這個好消息，不是只停留在我追求享受神的同在。神的靈在我身上膏抹我們，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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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去傳揚這個好消息。什麼好消息呢？就是被世界所擄的、被撒旦擄的要歸回，被囚

的要出監牢。 

所謂的出監牢，瞎眼的要看見，就是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我們的眼睛瞎掉，但

是神可以讓我們的靈眼，心思意念的眼睛明亮起來，可以看見，祂就除去所有仇敵的謊言、

帶給我們極大的壓制，我們就會得自由。 

祂說：“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意思是說：“我喜悅你們，我悅納你們。你們不再

是被趕出去、被拒絕的，你們要歸回。我報告禧年，就是你們每一個人都被宣告自由，你

們開始歸回到這位神的懷抱。”我們常常禱告說：“神啊，願禧年的恩膏更多膏抹下來，

膏抹下來。” 

禧年的恩膏怎麼膏抹下來呢？藉著你歸回，回到祂的懷中，注視祂、親近祂。這些被

擄的，開始從仇敵手中釋放出來得自由。當你歸回，回到祂的懷中，你就發現，你開始可

以明白這是仇敵的謊言，我就斥責它、拒絕它離開；你開始明白自己是被神悅納的。只要

你願意，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成就了這個福音。祂說：“成了！”，從此，聖所與至聖所

的幔子裂開了。 

有一次，耶穌問尼塔牧師：“你知道什麼是我最痛苦的事嗎？”尼塔說：“就是你被

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啊，門徒都離開你了，天父也離開。”祂說：“不，我最痛苦就是聖

所和至聖所的幔子隔在那個地方，使我所愛的沒有辦法進到我的面前，使我沒有辦法和我

所愛的在一起，這是我心裡最痛苦的。” 

你知道嗎？神心中在想什麼？在想祂的新婦——就是教會、是我們。祂渴望祂所愛的，

自由地來到、回到祂的面前。所以耶穌來到地上，在十字架上，說：“成了！”氣就斷了，

祂最後一滴血為我們流出來，聖所跟至聖所之間 15 公分厚的幔子從上到下“啪”裂為兩

半。從此，我們靠著耶穌的寶血可以坦然無懼地進入至聖所。 

你今天可以這樣回到裡面，親近神，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是何等大的權利！那是神的

兒子耶穌為你付了何等大的代價！我們這個軟弱、自私的罪人，才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祂

至聖所。何等大的恩典！也是神付了極大的代價！ 

• 進入禧年的特征：心歡喜，靈快樂 

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所以我心

裡歡喜，我的靈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得著滿足的快

樂。’” （徒 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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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們一被聖靈充滿，就進入禧年的真實，就看見了主。在靈裡面，他們知道主進來，

充滿在我的裡面，他們看見主就說：“我心歡喜，我靈快樂，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

我因見他的面就有滿足的喜樂。” 

禧年的一個特征就是:活在禧年光景裡，是心歡喜、靈快樂、有滿足的喜樂。初代教

會那些門徒們的生活，就是在歡喜快樂地生活當中。事實上他們的環境是很可怕的，有猶

太教的人、羅馬政府的逼迫；但是使徒行傳第二章最後兩節講到，當時的門徒們天天都以

歡喜誠實的心，連吃飯都歡喜快樂，贊美主。原文是天天贊美主，並常常喜樂。 

 徒 5:40-41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

的名講道，就把他們釋放了。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當你遇到這樣的環境，會怎麼樣？“神啊，怎麼辦啊？我們再也不能有聚會了，再也

不能夠傳福音了。”可他們卻歡喜，被打了、被威脅了、被命令、被禁令不可以再講道，

不可以再聚會，心裡卻歡喜：“我還配為耶穌的名受侮辱，受羞辱。真歡喜啊！”然後，

他們每天在殿裡、家裡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照樣講道。 

這樣一群人就是活在禧年恩膏裡、活在神面前，因為他們看見了主，他將主常擺在眼

前，就是真實進入被神悅納的禧年，知道我是被神深深喜悅的，我為神的名受一些被打、

被威嚇、被恐嚇，我是榮耀的，可以配為耶穌受逼迫。這一群人有一點好像瘋了！癲狂了！

所以亞基帕王也說：“保羅，你好像癲狂”。一個真實活在禧年，活在神的悅納中，活在

祂面前的人，就是這樣。 

·“不是成熟，而是失去起初的愛！” 

十一月，我們有一群神的僕人在日本聚在一起。有一次，戴冕恩講到，他太太是醫生，

他曾經也是醫生，在他與太太戀愛約會的時候，當他太太給他打電話說她有一小時是自由

的時間，戴冕恩就開六個小時的車去到那裡，就為了一小時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 

結婚以後，他太太在醫院裡跟他打電話說，她有一小時自由時間。他就說：“反正你

下班就要回家了，回來之後，我們就會在一起了。”其實，從他家裡到醫院，開車只需要

五分鐘的路程。但是他覺得自己現在比較成熟了，不會做那個傻事，浪費那麼多時間。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神就跟他講:“你不是已經比較成熟了，而是失去了起初的愛。”

一個起初的愛常常會使我們做傻事，做傻事是沒有辦法用計算機，用算盤算的。一個有起

初的愛，在戀愛中的人，他所做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他很快樂、很高興，只要和他所愛

的人在一起，這些都值得！ 

雅歌裡面講：“若有人用家中財寶換愛情，就全被藐視!”愛情是沒有辦法用財寶來

交換、來衡量的。親愛的，我們當中有很多神的新婦，神所寶愛的，耶穌舍身流血買贖來



4 
 

的，我們卻常常為著金錢，不在乎耶穌的愛情。我們覺得很方便啊，只要尋求神，一禱告，

祂就在裡面。我現在賺錢、加班比較重要，因為加班費很高，因為我們失去了起初的愛。 

在以弗所書第二章裡，神寫給初代教會的第一封信，是寫給以弗所教會，說：“你們

失去了起初的愛！雖然你們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你們也會試驗看出哪些是假使徒的，

你們為我做很多的事，但是你們過去做很多的事，都是因著愛我而做。現在都是因著你們

的“責任和義務”而去做的，這就叫做失去起初的愛。所以神責備他們，神說：“你要再

得回你起初的愛！我不在乎你為我做多少事，雖然這些事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失去起初

的愛！” 

這次，我在日本，我大哭，哭了很久，我好像和以弗所教會一樣，我為神做很多事，

神要我做什麼都願意。但是，我花多少時間來親近祂呢？我很長一段時間，就是先忙完這

件事、打完這個電話、先回這個 email、先處理完這件事、那個人在等我，我要先去跟那

個人在一起，因為他有重要的事要跟我交通…。而每次做完之後，我要親近神的時候，已

經是非常疲累。 

所以，我在神面前大哭，哭了很久很久：主，我虧欠你，我對不起你，雖然我過去也

講等候神，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曾幾何時，我也忙到這樣一個地步，我也明白很多

牧者為神的國、神的事工忙得不可開交的地步。我向神深深的悔改。在神面前大哭……想

把神的那個傷痛釋放出來。 

神在渴想我、愛我、渴慕我跟祂在一起勝過一切。但是我總覺得，我還有這個、那個

要做，體力又有限，不像以前可以熬夜，所以我向神悔改。當戴冕恩講到他跟他太太的這

個事情，我就明白，起初的愛在乎的是這一顆心，不是在乎你的手，你的腳做了多少事。

是在乎你的心是不是為祂而癲狂，是不是深深戀慕祂，渴想祂？ 

·“你所經歷的，不過是豐富產業中的一點點！” 

有一位傳道人來到我們當中，因為發生一些事情，心情極下沉、低落、非常沮喪。他

來之前上網聽了我們的一些信息，知道這個教會是講內在生活的，是講等候神的。他大約

聽了一些，覺得：“等候神，我都知道啊，安靜默想啊，我都已經有這個操練了。安靜默

想，QT 神對我有什麼樣的感動，對我的開啟，向我說什麼話都抄下來。” 

還有，他每次預備信息的時候，他也會仰望神，安靜在神面前仰望神，覺得自己知道

等候神的道理，都實際經驗、操練過。當他到舊金山，一下飛機，走出來的時候，忽然神

給他馬太福音 25: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

要奪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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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神：“這是什麼意思，這是我嗎？我是有，還是沒有？”神反問：“你覺得呢？”

他來的第一天，立定心志要知道什麼叫等候神，在宿舍就開始認真操練。早上起來一個人

坐在書桌前安靜，15 分鐘，什麼都不想。他就發現：立定心志是一回事，實際操練又是

另一回事，幾天的操練下來，一點感覺都沒有。每次安靜結束之後，他就開始讀經，心裡

還一直在疑慮：“我剛剛這樣做對還是不對？”。 

他也參加我們琴與爐的敬拜、等候神聚會，每一次他都問：“神啊，這樣就是等候神

嗎？贊美敬拜是不是就是等候神嗎？就是什麼都不做嗎？跟我以前的默想操練有什麼大的

不同啊？”他就滿了疑問，就是不甘心，他就是一直要在等候神的過程中要聽到神的回答，

但神就是沒有回答他。 

剛來幾天，有一些人問他說：“你需不需要買菜啊？我載你去買菜啊？”他是一個不

喜歡麻煩別人的人，只要走路一個小時能到的地方，就自己去。這樣既運動了又買到菜。

後來，有一對夫妻要走 30 分鐘的路程，來接他帶他去吃飯，他不但吃了美食也看了景觀、

景點。 

回來後，他就想：在美國生活真的需要一部車，可以看到很多景點啊！美國實在有很

多值得去的地方。忽然間，神就跟他講話：“在我的國裡，你不用等候神，一樣可以得到

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你一樣可以生活行事，可以得著永恆的生命。但是你所經歷的，只不

過是我極豐富的產業中的一點點而已！如果你有等候神，那你所經歷的不只是有這一點點

恩典、祝福，禱告被垂聽而已。” 

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就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哪，我一定要學會等候你！我不要成

為活在你極豐富的國度裡面，卻是那麼一個短視的貧窮人，有一點恩典和祝福就滿足了，

我不要成為這麼一個短視的貧窮人！神哪，幫助我不要做那個沒有卻以為有的，我一定要

好好的學習等候你，一定要來更真實地等候你！” 

後來，他每一次等候神，在結束時，裡面都有感動：“你不再多等一會兒啊？”等候

神對他而言，不只是一個操練，而是成為他每一天自然的習慣。他就從 15 分鐘、30 分鐘、

到 60 分鐘，都是用鬧鐘，才操練兩三個月的時間，就變成經常被鬧鐘驚醒。因為他進入

神的同在那麼豐富！那麼享受。他就在想：“我不是才剛等候神嗎？怎麼那麼快 60 分鐘

就過去了。” 

在兩、三月來操練等候神中，雖然他很多時候都沒有感覺，裡面享受一種平安寧靜，

他都不知道這個就是神的同在。其實，神的同在就是：當你失去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他

越等候神，就越想等候神，60 分鐘都感覺好短，裡面對神就越渴慕得不得了，渴慕到一

個地步，沒有得著神大大充滿，感覺會死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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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車裡坐著等候神，人家看到他的樣子，就問他說：“你還好嗎？”他不知道

該怎麼回答，就說：“我尿急啊！”回到家裡，他就跟神說：“神啊，我謝謝你，讓我這

麼渴慕你，好不好，以後你就在家裡降臨在我的身上，不要在車子裡發生啊！” 

他發現越等候神，聖靈就會感動他為誰禱告，裡面就會有一個負擔，去服事。他就發

現，借著這樣等候神，神常常會給他引導，會給他光照，會給他有負擔，讓他為什麼禱告。

而且，神常常一、兩天內就成就。他期待著每一天都渴望再觀看神細膩精心的安排，觀看

神如何成就祂的應許。 

他是帶著極大的困難來到我們這裡，很急於尋求前面的道路，因為關系到他整個家，

他前面的道路也有很多的門打開，他其實可以把握很好的機會，但是神都沒有說話。如果

在以前，他會覺得，反正我很平安嘛，神也沒有攔阻我，可能就是神的心意，就去做了，

但是現在，每次在等候神的時候，神的同在就會讓他知道，他就開始放下對未來前途的主

權，放棄自己想抓住，想做決定的心、 

借著等候神、親近神，他對神的愛、神的完美安排、神至高的權能就有信心。對未來

他就有可以完全的放下，完全相信，絕對地信任，如果神沒有說話，他就是不動。他藉著

等候神就會對神有一個說不出來的信任、平安！他說：“神吶，我現在沒有計劃，我只求

你的計劃！”他越來越嘗到神國度裡有多麼豐富屬靈的福分，都是等著他去得著，等著他

去享受。但是他也發現，知道一些等候神的道理跟實際去實踐，去親近神去等候神是很不

一樣的！ 

·帕子被除去，反照主形象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但他們的心幾時歸

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既

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

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後書 3:15-18） 

在舊約裡，以色列人有帕子在他們的心上，他們不敢看見神的榮光，看見神的面會被

擊殺，所以，當摩西面皮發光，就蒙上帕子。他們對摩西說：“摩西你對我們說話就好了，

我們不要聽神跟我們說話，我們怕死掉了。”神不願意跟祂所愛的在一起時，彰顯他同在

的時候，祂所愛的人就被擊殺，因為罪人是沒有辦法，跟這位聖潔的神靠近的。 

神是聖潔的，祂碰到罪，就擊殺！祂是要摧毀一切罪的。所以，祂就自己來到地上，

成了肉身，成為一個無玷污、無瑕疵的羔羊，成為贖罪祭，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祂

的血洗淨了我們全人類的罪，以至於聖所跟至聖所的幔子裂開了，我們可以坦然無懼見神

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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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成了，就是為我們成了這事。這是何等偉大奇妙的救恩,我們只要心思意念

一轉向神,帕子就除去了,就可以敞著臉看見主的榮光。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

以自由。耶穌為我們把愛的國度帶到這個地上,祂為祂所愛的人而死,祂要我們來明白什麼

叫愛。 

愛，就是你還死在罪惡當中的時候，祂已經愛上你，願意為你死，好叫你可以不再活

在罪中，可以坦然無懼的來跟祂在一起，這就是耶穌最渴想的，就是擺在耶穌前面的喜樂。

以至於祂輕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難，就是為要永遠的跟我們在一起。祂說，我們只要

心一歸向祂，就可以來到祂的面前，敞著臉看見主的榮光。 

很多時候，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我們不是敞著臉，而是看我這裡臟，這裡不夠，我

剛剛還發了脾氣，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惹人厭，我這個人很不受歡迎…,當我們一看自己的

時候,就不是敞著臉看主的榮光；當我們一看自己，就看不見主；當我們的心在自己的身

上、在這個人、那件事上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辦法看見主的榮光。可是，當我們願意轉向

神的時候，就可以看見主的榮光，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神的靈在我們的裡面，

可是需要借著我們的靈一直跟祂連接的時候，才會得著自由。 

• 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自由 

在我信主前，以及剛信主的頭幾年，我一直最大的興趣嗜好就是看電影、看電視，當

我進入內在生活的追求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就是一直專注要親近神，每天早中晚親近神。

一段時間以後，我回到家陪父母看電視，坐在他們的旁邊，但是電視在演什麼，再也沒有

辦法抓住我的心，神可以做到讓我進入這樣自由的地步。 

以前，我每次看電視都要看到唱國歌，也就是電視節目結束的時候，屁股都離不開電

視機前的椅子，好像被黏住了，覺得我好像是電視機的奴隸，它只要一開，我就報到，它

只要聲音一出來，我就敬拜它。但是，那現在呢，一段時日的親近神，我就可以自由到這

個地步，眼睛看著電視，但我裡面一直繼續親近神，一直繼續跟神相交，我發現，我成為

自由的人了。 

但你不要隨便嘗試，如果你還沒有學會多一點花時間親近神，你還沒有裡面跟神建立

那個隨時很親密的相交，就不要隨便來學著坐在電視機前。有的弟兄就為了陪兒子玩電腦

游戲，結果比他的兒子更上癮。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的軟弱，不要自以為剛強，自以為站

立得穩，要小心。 

我今天的負擔就是，我們一定要開始真實去操練親近神，回到祂的懷裡，這就是禧年

的真實。報告神悅納你的禧年,意思就是神悅納你，神渴想你，你是屬於主的，你要回到

神的懷裡，你這被擄的就得釋放，你就可以從好多苦毒的囚牢、情欲的囚牢、上癮的囚牢

裡走出來，很自然就常常回到祂的懷裡，你一走出去，就發現門是開的，只要你願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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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走出囚牢，你不需要再被苦毒、不饒恕、怨恨囚禁在裡面，你不需要囚禁在很多上

癮的裡面。 

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

離這個取死的身體呢？（羅馬書 7:19,7:24）  

我信主很多年都沒有脫離，我一直都在經歷羅馬書第七章，我真是苦啊！但是，當我

開始操練親近神，開始操練過內在的生活，我真的自由了。羅馬書第七章就到後面去了，

開始進入羅馬書第八章，賜生命聖靈的律釋放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生命的律、聖靈

的律使我們得自由。 

禧年，就是回到耶穌的懷中，被祂喜悅，被祂寶抱、寶愛，你就渴想和祂在一起，不

再在乎電視、毒癮、電腦游戲，或是苦毒不饒恕，因為都可以有立即的恩典臨到身上。這

就是禧年，只要你願意相信，你就奔向耶穌的懷裡。 

·末世的解藥：回到祂懷裡 

有一位姊妹，她有兩個孩子在讀補習班，她跟她的先生都在半導體公司上班，所以，

兩個人一大早就要出門，把孩子送去補習班，然後下了班六點以前又要趕去接孩子，回家

又要煮飯，還要帶孩子。生活非常忙碌，這個姊妹的工作是搞電腦圖像設計，常常為了趕

期限而加班，生活在緊張和壓力的底下，也由於長期看著電腦屏幕，一整天幾小時的坐在

電腦面前，她的肩頸手背手腕十分疼痛，到了一個地步，右手連拿一個馬克杯都拿不動，

低頭看一下電腦銀幕，都低不下去。 

她去找西醫，醫生就說沒有辦法醫，讓她換個工作，不要再做電腦的工作，找中醫治

療，半年也沒有好。她就決定要依靠神，但因為長期被要求效率、以及工作速度，以至於

她覺得等候神是一個沒有效率的事情。但是，她已經走投無路了，連頭低下來看電腦都沒

有辦法，就立志要來親近神，依靠神。 

她這麼忙碌，但她選擇在上班前先來參加晨禱，得著神的同在再去上班，中午就躲進

車子裡面與主相約，剛開始用聖經一兩節經文默想或者就是讀一點很簡短的屬靈書籍，使

自己的心歸於主，能夠安靜下來的時候再開始等候神。剛開始等候神的時候也是一點感覺

都沒有，漸漸地，她開始感受到神的同在。 

在每天的等候神時，有時神的同在好豐富，但隔天又一點感覺都沒有，雖然方法一樣，

但是一點感覺沒有。可是，她已經立定心志，決心要尋求神，要和神建立親密的關系，她

就是堅持。以前，她在上下班的之間都會聽路況、聽新聞，以避免塞車的路段，好在六點

鐘以前可以接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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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在聽收音機的時候，神就輕輕的感動她：“你關掉收音機好不好？”同樣

的事發生好幾天，她就決定關掉收音機。當整個車子就安靜的時候，忽然間，她就感受到

神的同在是那麼豐富。原來，神要她關掉外面的聲音，是因為她這樣才可以聽裡面的聲音。

但她想到她的孩子，在路上有塞車的路段怎麼辦？於是，她就禱告說：“神啊，無論如何

你讓我 6 點以前接到我的孩子。”，神就帶領她、保守她。她也開始養成了在上班下班

的車上，不斷地跟神交通、禱告。 

有一天，她開車去上班的時候禱告說：“主啊，我的脖子好痛，你什麼時候醫治我

啊？”隔一二分種，突然間，她聽到脖子“咔嚓”一聲，神就把她的脖子修好了。然後，

她就在上班的時候，就開始學習把她工作的壓力和重擔都交給主。以前，她每一次遇到難

處、時間又緊迫、她就會一整天注視電腦熒幕，卯足了全力要去解決問題，以便趕到最後

期限完成。 

自從她開始固定的與主相約在車上以後，她裡面就開始變得很平靜，就不敢再用自己

的力量，常常一邊工作、一邊與主交通、一邊工作、一邊求主：“給我智慧，這個難題，

該怎麼解決，我該怎麼面對？” 

有一次，她跟一位電腦工程師合作，要做出一個企劃案的最核心的部分，這個非常具

有挑戰性。可是，那個電腦工程師是剛畢業的，等做了 2/3，才發現這個新手的設計有一

個大漏洞，結果前功盡棄，要重頭再來，但期限很快就到了。而此時因為她一直操練親近

神，裡面就十分平靜安穩，一點都沒有怪這個電腦工程師，也不敢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一

直求神的智慧、神的恩典……。 

到最後一天了，她還有一大節的工作進度還沒有完成。既使那一天，她也不敢靠自己

的力量，她繼續親近神、相信神、依靠神的恩典，邊做邊禱告，堅心依靠神。結果，神在

3 個小時內，幫助她完成了好多天才能完成的工作份量。神多奇妙！神說：“你們親近我，

是與你們有益的，因為我是智慧的源頭、能力的源頭、愛的源頭。”你需要親近祂，以至

於你的靈才會蘇醒、才會活過來。 

哥林多後書第三章 18 節說：當我們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當我們一看見主的

榮光，就好像鏡子一樣。看鏡子，能反照神的形象，我們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

同從主的靈變成的。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初代教會，他們就是活在禧年裡面，不管怎

樣被逼迫、被威脅、被鞭打，都是心歡喜、靈快樂，因為他們看見：主常在我的眼前。不

見得是眼睛看見一個形像，而是說，我來到主的面前，我伺立在主的面前，感受祂的同在。 

在初代教會，彼得的影子都可以醫治病人，保羅只拿他用過的手帕，放在病人的身上，

病人就得醫治，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一樣。這是多大的事啊！並不是說，彼得、保羅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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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了，但是他們一直在操練，一直在過這樣的生活，就榮上加榮，從榮耀再進到更大的

榮耀，持續上升。這就是神要我們過的生活，這是末世的解藥。 

在末世，有極大的震動，它的解藥就是：回到神的懷裡親近祂，享受祂的悅納。我們

就會心歡喜、靈快樂，就會有滿足的喜樂，裡面的靈魂就會蘇醒，我們的靈因著神的靈就

一直被改變。我們就可以做出的遠超過我能夠想像的事。而這個跟我們願意常常親近他，

是非常有關系的。 

·醫病的良藥：與祂親近 

有一位姊妹在 9 年前檢查出患多發性肌炎，她的肌肉一直的萎縮，漸漸有很多地方都

不能動，已經到要坐輪椅的地步，醫生沒辦法醫。只能給她吃一種激素，以減輕一些疼痛。

她是從中國大陸來，有時要回國服事父母；有時又趕過來，她借著等候神，借著操練過內

在生活，她的病有時候好起來。 

這個病的正常指數是 35-150，9 年前，她的指數是 12000。中間的這幾年，有時好起

來，有時又出一些狀況，因為她經歷一些很不容易的事，她的心裡面有很多的掙扎，病情

有時復發，變得非常嚴重，她的小家有很多的人服事她。今年 8 月，她因著一些環境的

因素，就立定心志，竭力花時間跟神緊緊的連接。早上一小時親近神，中午一個半小時，

晚上一個半小時，一天四小時親近神，其他的時間聽內在生活的信息，還抄筆記。 

她就在聽內在生活信息和抄筆記的裡面，心靈有好多的被光照。她的情感、她的思想、

她的各方面都有很多的被光照，她就認罪悔改。因此，她就得到很多的醫治、釋放。當她

這樣立定，整個心靈都來追求神，來活在祂的面前，她真的經歷禧年的恩膏。她不但多發

性肌炎得醫治，她 7 月在國內檢查的時候那個指數還有 600 多，到 11 月中旬去檢查的時

候，她的指數已經幾乎是正常的指數。而且她全身都不痛，在她的臀部、大腿，都有肌肉

長出來。 

她不只是身體得醫治，小家的人都見証說，她以前很容易被冒犯的、很容易跟人之間

有沖突、很容易有不愉快。她現在不會了。以前，她都覺得很多人需要來服事她，當然她

身體有很多的不容易痛苦等等……，她現在每一天都是笑瞇瞇的，很喜樂，而且很甘心樂

意地服事人。她整個心思意念，完全變了一個人。她也覺得，她的心思、她的情感也完全

煥然一新，是全新的，是不一樣的思想。這個叫禧年的恩膏！ 

·禧年的恩膏：靈魂體的健康 

禧年的恩膏，就是歸回到你原來的主人的懷裡，恢復神起初創造你時的靈魂體的健康。

靈影響到魂、影響到身體。靈魂體的健康就是禧年的恩膏！初代教會，每一個門徒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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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常態就是歡喜快樂。使徒行傳常常講到他們常常歡喜快樂。用飯也歡喜快樂、被逼

迫、被打也歡喜快樂。他們去到一個城市，就使這個城市充滿了歡喜快樂。 

初代教會的門徒，他們生命的常態是什麼？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祂的面光之中，心歡

喜，靈快樂，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他們生活的常態是什麼？是傳福音，見証耶穌是復活

的，醫治病人，神跡奇事就隨著他們。他們趕鬼，使滿城的人都歡喜。這就是初代教會的

生活。 

神已經分別給好多位先知開啟，末世的教會將比初代的教會更榮耀，你相信嗎？我相

信！因為末世我們所遭遇的、所面對的環境，是比初代教會更不容易。現在，ISIS、黑暗

的國度、撒旦的國度到處都在殺害、逼迫基督徒，但是！神有策略，祂正是把天一直的打

開，祂向祂的兒女、向祂的教會報告禧年： 

我悅納你們，不要再活在看自己的裡面，你要來到我的懷裡，活在我的喜悅當中，來

靠近我，因我喜悅你來親近我。“我名為忌邪者”，意思就是說，我是極其渴望親近我。

我嫉妒你，因你常常把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時間都花在人、事、物上，不來花在我

的身上。神說：我嫉妒，我戀愛你們戀愛到嫉妒的地步，我要叫你們得自由，要你們嘗到

與我同在的興奮、滿足，以至於你們會長成成熟新婦的身量，是榮上加榮、滿有基督長成

的身量。這是神的心意。這樣，你們的生活就會是：所到之處就會帶領人來信耶穌，都會

見証耶穌是活的神！祂活在我的身上，祂是真實的，活在我們當中。 

現在世界各地，有一些人，神一直在興起成熟的新婦，有牧師，也有平常的基督徒，

妻子懷孕，卻被 ISIS 刺入肚子，殘酷殺掉她，但她們的先生卻是怎麼回應呢？他們在不同

的地方，遇見不同的事情，但他們的回應卻是相同的：“ISIS，你絕對不能從我身上得著

仇恨！” 

黑暗的國度就是在制造恐懼、膽怯、憂郁、仇恨，但是神愛的國度、愛的軍隊卻在制

造平安、喜樂、生命、能力、愛的大能、饒恕的大能、愛仇敵的大能、這就是神所做的。 

·結語：領受愛的恩膏：傳揚神愛的大能 

目前，一些弟兄姊妹在 Fremont 城市挨家挨戶去叩門，去傳福音，去贈送聖經。他們

都開始突破自己的膽怯，突破自己的有限，願意講英文，雖然講得不很流利，但願意去講，

也願意遭受被拒絕。他們越被拒絕，越發現裡面月長出勇敢。 

我鼓勵你，如果你還沒有固定花時間親近神的習慣，你要把握機會開始養成親近神的

習慣。從 15 分鐘開始，不要一下給自己定很高的目標，：一下子每天等 4 小時。如果你

做不到，就會很沮喪，所以先給自己低一點的標准。看你每天在什麼時段可以固定等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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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鐘，我們每天有二個晨禱：5 點鐘到 6 點半；6 點半到 7 點半之間，瑪哈念廳也有放

等候神的音樂，你可以來親近神。 

有的媽媽把孩子送去學校後，就趕快來等候神，就感覺神的同在好豐富。教會為你預

備很多的機會，就是一直要使你心歡喜、靈快樂，使你剛強起來，使你長大起來，滿有基

督長成的身量，你要好好把握，好與整個教會進入禧年的恩膏。這些日子我常常跟神講：

“神啊，我的心要歸向你。”我做完一件事就說：“主啊，我的心要歸向你，我要向你敞

著臉，來見你的榮光。”裡面就開始越來越喜樂，神恩典很大，這是祂施恩的時候，把握

機會。 

我們下一刻還在不在，真的不知道，也許你去美麗的法國旅游，卻不知道會不會有炸

彈，回不回得來。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不知道下一刻還在不在。所以，我們就是預備好：

我隨時死掉都沒關系。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趕快進入耶穌懷抱的喜悅當中，活在祂悅納

的懷中，享受祂的愛，然後積極的搶救靈魂。去服事，去使人得醫治、得釋放。 

如果你還沒有養成等候神、親近神的習慣，你可以開始好好去聽等候神的信息，快點

進入豐富、豐滿的生命裡面，以至於神的教會要開始來贏得城市、來轉化城市。當你親近

神，你就不能不活出大有能力的生活、生命來。那個姊妹每天中午上班的時間，在車裡與

主相約，就開始享受主的同在。 

她以前覺得等候神是最沒有效率的，現在才知道，等候神是最有效率的：可以醫治她，

能夠幫助她工作有效率的，最能夠醫治她的身體的，最能夠改變她性格的。為什麼？因為

她說，她連上了能力的源頭、愛的大能源頭、智慧的源頭、醫病、健康的源頭、復活的源

頭。 

讓我們一起來連上這個源頭。如果你已經有養成等候神、親近神習慣，你一定要多多

的去傳福音，把裡面的大能去釋放在實際的生活中，釋放在那些沒信主的人身上，你就會

開始經歷使徒行傳中使徒所經歷的，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大的影響力的人。 

在車上與主相約的姊妹，現在，神借著她祝福好多人。無論在牧養、在醫治、在啟示

性的預言，她在生活上、生命上都祝福了好多人。神是借著我們先回到祂面前跟祂連接，

進入幔內，接著就讓我們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去搶救許多的人、去祝福許多的人、去釋

放許多的人，這個就叫禧年的恩膏。我們進入禧年的恩膏，然後我們來報告這個禧年的大

好消息：讓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 

在這個慶賀耶穌降生的日子，主耶穌來到地上，就是向我們報告禧年的大好消息。我

們這樣的一個罪人可以那麼自由、那麼方便的來回到祂的懷中，歸回祂。我屬我的良人，

祂也戀慕我，我是屬祂的！我是屬祂的！我如果不回到祂的懷中，我常常心就是漂泊的，

我是屬祂的，祂的懷中是我的歸宿、是我的家、是我的安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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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願意不願意來回應這位耶穌，祂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祂的愛就是要傾倒在我

們的身上，使我們成為一個非凡的、像祂一樣的滿有基督的榮光，成為祂的形狀，榮上加

榮的。你渴望願意跟主說：“主啊，給我恩典，讓我從今天起，我真的要竭盡心力，我要

奔回到你的懷中，不管在多忙的環境底下，神啊，給我恩典，給我恩典，吸引我，讓我一

直竭力的來回到你的懷中，而且住在你的懷中，以至於我可以把這個愛的大能帶到我的家

庭、我的工作場所、我的學校、帶到我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