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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盼望 

by Retha McPherson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親愛的聖靈，謝謝祢今日的同在。讚美祢樂意觸摸這麼多生命，榮耀歸與至高神！ 

15個月前奧都發生了意外，沒想到如今我卻能以一顆感恩的心，坐在這裡與諸位分享我所領

悟到的事。 

父神，謝謝您容許這個意外發生。我知道這並非您的旨意，但您卻容許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

中。若非如此，我的眼睛不會被開啟，我也不會成為如今的我，為此我永遠感恩。 

關於奧都：我知道主在帶他走一段奇妙的旅程，如同祂也引領著我們家的每位成員。無論你

今生發生了什麼事，無論環境如何，要記得羅馬書 8章：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 

當你處境艱難，即使你不相信，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證，神會讓每件事為了我們的益處而互相

效力。最終，故事的主角不是你我，而是祂。一切都關乎祂。重點甚至不是我們的痛苦或受

傷。父神，這全都關乎祢。然而這花了我好長一段時間才明白這個道理，我曾努力掙扎了許

久，因此我要與您分享這段旅程 – 我個人的見證。 

大約兩年前我和家人來到紐約，在聯合國總部看到一幅描繪萬國萬民的巨型鑲崁圖畫，這幅

畫非常吸引我。當你站近一點，只會看到它所組合成的一片片小磁磚，這些小磁磚可能會割

到手、留下傷口。但是當你站遠一點看，就會看到一幅最美麗的圖畫。 

我要奧都去站在這幅鑲崁圖畫前讓我拍張相，就在動作之間，聖靈對我說：「你生命中的每
個碎片都將成為未來美麗的鑲崁圖畫。」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於是我趕緊將它記下來。 

http://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omans%208&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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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南非出席一項活動時，就以此作為主題。我對眾人說道，每個人都有權選擇拾回生命

的碎片，並在聖靈的引導下創造出美麗的新圖畫。你可以將所有的碎片黏回來，因為所有生

命的碎片都可以成為未來美麗的鑲崁圖畫。我進一步說，或者，你會對神發怒，把它丟棄，

或發脾氣，這是我經常做的事。 

當然我不是真的明白自己所講的，因為那時候我一直有個完美

的生活。如果那時候問我生活還想要什麼，我會回答不需要。

我已經擁有完美的丈夫、兩個可愛的孩子、以及成功的事業。

除此之外，我還是當屆的「南非女士」呢。  

還會缺少什麼呢？ 

此外，我也事奉主，這是因為我也去教會。我認識主有 15年

了，在教會裡學到許多知識。然而這不是「瑞瑪」（神啟示性的話語，Rhema），對此我當

時還一無所知。我愛主，因為我有一個美好的人生。但是如今，我知道人生不僅於此，重生

以後還有更多更多，做神孩子的意義有太多值得挖掘的。 

我知道在破碎中隱藏著寶藏，但是當你處境艱難，不會想聽到這樣的話。然而，在破碎中的

確隱藏著寶藏。 

一個禮拜以後我去到靠近普利托利亞的監獄裡講道，當時一位

受刑人分享了自己的見證。他是一位因白領犯罪入監服 18年

徒刑的生意人。你可以想像他一定詐欺了不少錢才換得如此嚴

峻的刑罰。我可以感受到他所說的，尤其他不是個隨隨便便的

人。他讓我們知道他的孩子仍告訴其他人父親出國了，因為不

能讓人知道他在監獄的事實。 

我的心很同情這個人，但是同時他身上有一樣我整個人非常渴

望的東西！隨著他更多的分享，我越發覺他有一樣東西是我沒有的。之後，我開始流淚。我

的丈夫狄尼斯問我為何哭泣。 

我回答：「這人有一樣你我都沒有的東西。」我丈夫開玩笑的回應：「應該是監獄的橘色制
服吧」。不，我知道這個人有一樣我沒有的東西，那是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他的自我因為死
了，所以有那份平安。 

當我們開車回家，我仍不斷在哭泣。我對丈夫說：「他甚至看不到你我所見的陽光，也沒有
我們所享的自由，但看看他有的！他失去了這麼多，但看看他得到什麼！」 

那晚我跪下來對神說：「父啊，我向您呼求，向您請求：我也要！」聖靈回答：「瑞達，它
是給每個人的，但不是每個人都去拿。」我說：「主啊，要怎樣去拿？如何得到？」聖靈回
答：「你裡面必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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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個月後的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不是出於自由意志就可以這樣讓裡面死。我要鼓勵

各位跪下來，告訴天父：「我的裡面要死去」。我不會再等到第二次機會，才去做這件事！ 

你知道有首歌叫做如果時間可以回頭？我經常想到這裡，如果時間可以回頭就好了，可是沒
辦法。 

然而你今天就可以做選擇。過去幾個月我經歷了許多可怕的事，為何我裡面不早一點死去？

也許我太充滿自我了，越多自我，就越難拋掉這些：我、自我和我自己。 

五天以後，我們從自由邦的演講開車回家。大約晚上 6點半的時候，竟然在約翰尼斯堡南方

的 Grassmere Toll Plaza 出了車禍。 

就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輛沒打燈的車輛暫停在我們車道前方，因為那是第一線車道，我的先

生無法再轉右，只得往左彎才不會撞到這輛車，卻不幸撞上了排水溝，車子打滾了好幾圈。  

當車子終於停下來了，情況更糟糕，那景象至今依舊難忘。我們試圖從車子裡掙脫出來，卻

發現孩子們已經不在車上了。好不容易下了車，只見四圍一片黑暗死寂。 

我呼叫他們，小兒子賈許從車子邊上的草叢裡哭了起來。我找到他時，他只有額頭上有傷。 

但是我們找不到奧都。我在高速公路上跑上跑下，又害怕又疑惑，不小心踩到一只皮箱和一

些碎片，整個人跌倒在柏油路上，雙手開始流血。  

趴在那裡時，聖靈告訴我：「這是妳生命的碎片。」我整個人驚叫了起來：「主啊，拜託，
千萬不要！」 

因著恩典，我在公路的另一旁找到躺在草叢裡的奧都。我到他身邊時，他已經昏迷不醒，頭

顱受損變形，耳朵留著血。我趴在他身上，試著要找脈搏卻找不到，身為母親，我知道他的

生命跡象越來越微弱。 

在那當下，我緊緊靠在他身上，深刻體會到：無論你是誰，有多少錢–惟有神有生死之權。 

我向祂大聲呼求，懇求耶穌的寶血遮蓋我的孩子。我的理智是知道這些事的，這些年在教會

我有聽好！但這並非瑞瑪！ 

當我還趴在他身上時，一輛車子試圖避

開車禍現場，我才警覺到必須起來。這

位車主在我們前方停住。望著那巨大的

車燈，我心裡開始產生變化。一道撞擊

通過我的全身，我彷彿有電流經過般的

開始顫抖。接著我平靜下來，那出人意

外的平安抓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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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20:21告訴我們，神在幽暗之中。祂就在你我的困難中。 

有很多人問過我：「但是神那時候在哪裡？」祂就在那裡，祂的平安能使人平靜下來。 

我告訴狄尼斯已找到奧都，我們打電話通知救護直升機。一位年輕的救護員抵達時，用刀子

輕推他的肺部，告訴我他的肺已經萎陷了，要我跟孩子道別。 

另一對醫師夫婦也來了，其中女醫師對我說她也是母親，但是這是道別的時候了。直升機把

奧都載走，我們則坐上救護車緊跟在後。 

抵達醫院時，他已經歷經了四小時的手術。一位高壯的黑人醫師走向我說：「女士，我不保
證妳的兒子能否存活下來。」 

我記得當時在車禍現場，有一輛車停了下來，一位黑人男士過來禱告：「撒旦，奉耶穌的
名，今晚這裡不會發生死亡。」他不斷重複：「這個孩子會活不會死。」 

我站在那裡望著他，心裡對自己說：「瑞達，妳會做這樣的事嗎？妳會在車禍現場停下來為
人禱告嗎？還是只會說，讓我們繞過去吧。」 

那晚我真的體會到路加福音 10章裡面所講的好撒瑪利亞婦人。你會去幫助週遭人有需要的

人嗎？還是你無動於衷，只會說你會為他們禱告？  

我那晚意識到自己從來就不是耶穌的手，但我為那位禱告的男士獻上讚美。 

奧都出了手術室後，靠著機器維持生命，躺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後的星期六，我首次返家。那個禮拜我待在加護病房對面的房間裡，心裡很難過，

卻很平靜。那個星期六晚上，我夢到孩子的指頭在發黑萎縮，他的嘴唇也在發黑萎縮。這是

一個很可怕的夢，我在靈裡感到正目睹自己的孩子死亡。 

我說：「奧都，你為什麼要死？但是我已經抓住你這麼久，再也沒辦法了，你最好和耶穌在
一起。」我在夢中問他：「還記得我以前怎樣告訴你，認識耶穌還不夠，耶穌也要認識你？
媽咪知道你已經接受耶穌，而我必須放手了。」 

在夢裡奧都回答我：「媽，對我宣告生命！宣告生命！」我馬上照做，宣告「奉耶穌的名，
你會活下來，並且有豐盛的生命。」當我開始說的時候，我看見他的手指開始生長起來，嘴
唇也恢復了顏色，我整個人為之一震。 

接著在夢裡他哭了起來，雖然事實上昏迷不醒的他根本沒辦法哭。我驚醒過來，不知道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我對主說：「身為母親，所經歷的這一切真是個惡夢！」但是這個夢使我明
白到如同箴言所說的（箴言 18:21），生死在舌頭的權下，每個人必吃他口中所結的果子。

這不是只有可能，而是必然的結果！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xodus%2020:21&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1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roverb%2018:21&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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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看見，一旦我宣告生命，奧都的手指就開始長了起來。約翰福音 10章說到：「盜賊
來，無非要偷竊。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是更豐盛的生命！ 

次日清晨回到醫院，狄尼斯對我說：「瑞達，我們昨晚幾乎失去他，真的差點…」我說是

的，我的靈也感受到了。你也許會說許多遭受創傷的人都會有這種夢，但讓我告訴你：「聖
經教導我們神會藉由異夢、異象和祂的話對我們說話。神會說話！」 

我把夢告訴了狄尼斯，關於自己怎樣看到奧都瀕死，奧都說我們必須宣告生命，以及我對奧

都宣告他會得生命、且是豐盛的生命，最後看到他手指開始生長。就這樣，我們繞著他的病

床，不斷的宣告生命。 

你有注意到有些人怎樣對自己的婚姻、財務、甚至是孩子宣告死亡嗎？包括那些自稱是上教

會的人。我呼籲你：要注意你所說的，思索你說的話！生死在舌頭的權下，你必要吃自己口

中所結的果子。 

第 12日清晨，奧都因為腦部持續腫大，被推進去接受第二次手術。醫師告訴我們，他們會

再試最後一次。 

我回到加護病房對面的房間，當他從手術室出來時，心跳只有 32。他們要我打電話給先生，

但是我回到房間，整個人開始向神呼求！神的話敎我們祂會回應那些尋求祂的人。我以前未

曾真正尋求過神，但是那天當我向祂呼求，祂馬上回應了我。祂說：「瑞達，脫下妳的鞋
子，因為妳站的地方是聖潔之地。」來到神的面前，是神聖的！ 

祂又說：「我親愛的孩子，妳相信我的兒子已經在十架上為妳付了完全的代價嗎？」我說：
「是的，主。」因為我知道，這是我從小在教會裡被敎導的。在靈裡，我馬上意識到自己數
天來怎樣跟在醫師後面尋找他們眼中的盼望。但是，我早應該在耶穌那裡尋找盼望。耶穌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 

奇異的事情發生了。當我還跪著、眼睛閉上時，我卻在靈裡看到耶穌怎樣被鞭打 39下。在

最後一下時，我再也沒看到任何人，只看見一塊血肉。神的靈告訴我，耶穌那時已經被鞭打

的血肉模糊，目睹這一幕一點也不像在看電影。見到模糊的血肉是個人，我整個人都哭了。  

但是神說：「不要哭，祂是為你、也為奧都而做的。」當我還跪著的時候，我看見祂說：
「成了，成了。」 

「成了」兩字穿過我整個人，我的靈魂就醒了，我意識到這是我盼望的所在。接著我在靈裡
看到聖殿裡的幔子怎樣裂成兩半–如此厚重、巨高的幔子是沒有人可以撕開的！  

祂說：「在人，這是不可能的。這是幔子，已經打開。」我在靈裡看到外院，中間有個盛水
的盆子。祂說：「進來，洗淨妳的手。外院是神聖的地方，來洗淨雙手，才能進入至聖
所。」祂又說：「幔子已為妳而開，進來，我的孩子。」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0&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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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歷到自己洗淨雙手，赤腳踏入聖殿，在那裡遇見耶穌。 

祂對我說：「成了，瑞達。」我生平第一次經歷到耶穌在十架上為我成就的。接著祂又說：
「妳願意獻上自己的孩子嗎？」記得離開加護病房那時，奧都的心跳只有 32。我勉強呻吟

著，害怕我若答應，神會把他接去。 

但是我現在明白，無論神要不要接走他，祂總是在每個情境中掌權。老實說，我也不想要做

這個關於生死的決定。神總是掌權。 

祂說：「瑞達，把他獻給我。」接著我當時還不認識的一句經文進入我心裡（馬太 10:37）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來到我面前。」我馬上知道祂是在說我。有十年奧都一直是我的
獨生子，做父母的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聖經教導我們若要誇口，當向主誇口。但是我

們會誇什麼？誇我們的孩子、他們的成績、我們要他們爭取的位子。我們也誇自己對他們的

夢想和理想。 

主對我說：「瑞達，孩子是用來愛的，不是用來誇口的」（林前 1:31）。我說：「主啊，我
把他獻上。」 

接著最美妙的事發生了。我打開雙眼，看見自己就在神的寶座前，一切極其光亮。我無法描

述那光的亮度，它有如可以穿透骨頭的大光，如此明亮到我不禁問起：「這道美妙的光是什

麼？」神回答我說：（約一 1:5）「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直到如今，即使半夜
把我叫醒，我仍可以記得那些話。 

我看到自己的孩子躺在那裡，神的手放在他的腦上。  

路加福音說到：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路加 18:27）。車禍後的前 12天我仰賴人，但

是神告訴我：「瑞達，我已經等妳 12天了。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是我造了這個
腦，我現在也要修復它，都是為了榮耀的緣故。」神又說：「他不再是妳的了–他現在屬於
我，只是出借給妳。」 

祂接著說：「他將告訴世界耶穌基督活著，別再擔心。」神告訴我：「他在我這裡很安全，
回去走在信心裡吧。」 

希伯來書說到，信心不在於所看見的，乃是所盼望的事（希伯來 11:1）。擴大版聖經說的更

清楚，信心是你所盼望之事的所有權狀。我們的所有權狀放在哪裡？當然放在保險庫！ 

當天，神告訴我信心就在祂那裡，是每一位神兒女可以支取的。祂說：「妳的所有權狀在這
裡。告訴我妳一切希望的，因為妳的所有權狀在這裡，拿去吧！」 

我在靈裡看到自己的孩子得醫治、奔跑、做各樣的事。神告訴我祂要我去看「成品」，但是

當我還在看，祂對我說：「遠超過妳所夢所求，我都要賜給妳。回去，走在信心裡吧。」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0:37&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20Corinthians%201:31&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20John%201:5&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18:27&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Hebrews%2011:1&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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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打開眼睛，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我還跪著，我意識到必須回到加護

病房。回去時，奧都的心跳是 186，一位心臟科醫師正在為他看診！我馬

上知道神已經介入了。不到一個月，醫師拔除了他身上的所有儀器，雖

然曾做過氣切，也仍插著胃管。 

在我們離開加護病房之前，一位醫師交給我一個地址，建議我把奧都送

到那裡。他說…. 我甚至不想重複他的話，也永遠不希望讓奧都知道…. 

但是他說「奧都永遠都不會好起來。」我望著他，握著他的手，謝謝他說：「你知道我的神
活著嗎？」 

我必須承認，在那天跪下來與神相遇之前，我從來不知道神是如此真實。我想原因可能在於

我們不明白祂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成就的，我們從來不曉得能夠進入神的同在。我們每個禮

拜坐在教會裡，認為牧師會去聽神，再回來告訴我們。 

但是耶穌為什麼而死呢？是為牧師嗎？不，是為了你和我，是為了我們每個人。讚美神！ 

  

我們把奧都轉到比勒托利亞的醫院，這裡離家近多了。如此一來，我可以白天照顧奧

都，狄尼斯則每晚陪著他。 

一個月後，醫院要我們把他轉到其他地方去，因為他們已經無法提供進一步的治療了。我們

把他接回家，僱用全天候的護士照料他。 

他的身體僵硬且不自主抽搐，雙眼緊閉，只是躺在那兒，完全不說話。他同時大小便失禁，

需要透過胃管餵食，氣切的地方也需要每日清理。 

某日我帶他去醫師那裡，問問他下巴的抽搐能怎樣處理。那時他已經有三個月不能張口，醫

師告訴我們，他仍舊認為把他送到某個地方會比較好。他用自己的口示範：「他們會這樣把
他的下巴鎖住，或者這樣打開。」  

我望著他，心裡求神饒恕他，希望這種情況不會輪到他，不知道換作他自己會怎麼辦？ 

看診之後，我的心在哭泣。我把奧都放上車，準備回家。一路上不斷哭泣對主說：「神啊，
他甚至沒有開任何處方！」但聖靈回答我：「瑞達，妳有處方啊！」 

我沒有啊。  

祂說：「我的孩子，每日妳擘餅，就是與我同死。每次妳喝我的血，就是與我同復活。因為
我就是生命的糧，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與我合一。只要有需要，妳都可以這樣
做！」 



 8 

我跟你保證，有時候因為需要，我彷彿吃下好多的餅。如今我卻能為此讚美神，因為回頭

看，我的生命變了。 

以西結書告訴我們，我們會被充滿，我經常就感覺到自己不斷被神的靈充滿，直到開始滿溢

出來。聖經說，我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約翰 7:38），並且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

時候結果子（詩篇 1:3）。 

我經歷到這點，因為我裡面死了。有時候我對神說，我裡面再也沒有剩下什麼，祂卻說：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就不能結出子粒來。憑著果子就能認出樹來。」（約翰
12:24）。還記得耶穌經過無花果樹，看見樹上有葉子卻沒有果子，便咒詛它？（馬可 11:13-

14） 

神對我說：「這就是我要妳的樣子。」這樣的日子，我感覺自己好像支離破碎，一團混亂。
祂用我小時候喜歡的 3D影像點醒我，妳原本看到快要鬥雞眼了都還看不清楚，然後突然間

變的清晰透徹，能夠看見背後美麗的影像。祂說：「瑞達，我要妳繼續聚焦，專注在我身
上，因為在這之後會有一張美麗的圖畫。」 

祂用對彼得說的話提醒我：「看著我，你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馬太 14:25-31）彼得有

信心從船上下去，一邊看著耶穌一邊在水面上行走。我不是說聖經這樣描述，但是我可以想

像彼得的朋友在後面譏笑他。因此當彼得開始注意其他人，沒有專注在耶穌身上，他就開始

沉下去了。 

神也用睚魯女兒的故事鼓勵我（路加 8:41-55），記得睚魯還在耶穌那裡時，就有人來告訴

他女兒已經死了嗎？他們對他說：「你的女兒死了，不要勞動夫子。」但是他仍然望著耶
穌，耶穌便要他不要聽眾人說的，不要害怕：「睚魯，只要信，繼續相信！」 

我從這裡學到一項寶貴的功課：看環境一點也沒有用，聽「他們」也沒有用。「不要怕，只
要看著我」是我學到的。這很難，但很有用。因此我振作了起來，跟好耶穌，繼續前面的旅
程。 

  

帶他回家後，他一直是身體僵硬的躺在床上。 

一日，我們把他弄起來，試著讓他和我們動一動。我們一人抓住他一隻腳這樣走，膝蓋都起

了水泡，另一個人則扶著他的身體。我們把他放在健身腳踏車上，每個人抓住他一隻腳，一

人扶著他的頭，一人扶著他的上半身，讓他整個人坐起來。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7:38&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salm%201: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2:24&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2:24&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rk%2011:13-14%2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rk%2011:13-14%2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4:25-31&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8:41-55&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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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經過說：「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只會永遠躺在那
裡。」我對他說，你不明白。「神對我的孩子有個異象。
如同在創世記 22章祂要亞伯拉罕將以撒獻上。但是亞伯
拉罕卻對以撒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做燔祭的羊
羔。』」 

他沒有說：「以撒，爸爸知道會有人幫忙。」他說：「神
必自己預備做燔祭的羊羔。」父子兩人上了山，亞伯拉罕
順服神，神看見他的心，便差遣使者對他說：「停下來，
亞伯拉罕，羊羔預備好了！」亞伯拉罕便為那個地方取名
叫「耶和華必預備」。 

「預備」兩字，在希伯來文譯作「贊同 - 異象」。神對你

我有個異象！在你我的生命中，那隻羊羔已經預備好了！ 

你問我為什麼羊羔沒有來？也許你沒有將問題獻給主，或

許你仍把它留給自己。神在等你順服，將問題獻上，好讓祂把羊羔送來。每件事都有它的計

畫，關於財務、婚姻、失敗、和每個問題！耶穌就是那個計畫！今天就把問題交給主吧，羊

羔已經預備好了！ 

我告訴那人，神對奧都有個異象。這裡有另一項身為神兒女必須學習的：神應許要醫治我孩

子的那一天，祂也對我說「我要妳的信心」。沒有信心，神的應許不會實現。神的應許加上
我的信心，就等於神蹟！ 

我們經常認為，我們只要放輕鬆就可以領受。不，我們必須採取信心的行動，而且那經常是

最困難的部份。那是盲目的說「我相信神」，也表示你會盡全力做好自己的那一部份。 

神的話告訴我們：「你會聽見後邊有聲音，告訴你或向左或向右。我的平安與你同在。」
（以賽亞 30:21）。以此你便會知道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但是你必須先用信心採取行動！ 

一日，職能治療師告訴他：「奧都，我今天要你看看 A和 B長什麼樣子。」她對著我曾經那
麼聰明，在校表現優異，一直是我引以為傲的孩子這樣說。我望著他，對她在敎他的事感到

心痛。我對自己說：「這些他都會啊！」但是記得在醫院裡，他們說奧都醒來後，會喪失至
少十年的記憶。而他只有十二歲，難怪她要教他這些事。 

然後一個意念進來：「不，我要恢復他，都是為了榮耀的緣故。」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做選
擇，我要相信什麼？他的身體只是坐在那裡，他望一望旁邊，看見一支筆，這被我瞧見了。

我問：「奧都，你要寫字嗎？」他稍微點了點頭，我幫助他握住筆，他開始寫字。 

他從 A一口氣寫到 Z，並且加上：「媽媽，謝謝妳從來沒有放棄相信。」從我跪下來以後，
這是第一次感受到耶穌真實活著。我尖叫起來：「耶穌，祢真的活著！」我瘋狂的大叫，整
個靈魂都甦醒過來了！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enesis%2022&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Isaiah%2030:21&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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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奧都幾歲，他寫了下來。他上什麼學校，爸爸的電話幾號，他全都記得，包括那場車

禍。 

之後，我告訴他再兩個禮拜會有考試，我們得開始用功。我們讓他坐在陽台上唸書，但是他

的注意力沒有非常好，每隔一段時間就得休息一下。 

聊天時，我開始講到我們有四次幾乎失去了他。當時，他還不會說話，但是他能表示要寫字

表達。我告訴他那個關於他快死的夢，他搖著頭「不」，開始寫著：「媽，這不是夢。耶穌
要妳對我宣告生命，妳有照做，我好高興妳有順服。媽，我哭的好難過，對你們每個人都很
抱歉。」他又繼續寫：「媽，如果妳沒有將我獻上，我現在早就死了。」 

我跳起來，把他綁在椅子上以免滑落下來，就跑上樓梯，對神哭著大喊：「神啊，這是超自
然的。」祂回答說：「我是怎樣出生的？」我說：「是超自然的。」「但是你們這些孩子為
什麼停在那裡？你們知道我是超自然的神，但是一旦我開始行超自然的神蹟，你們就害怕
了！不然就皺著眉頭，認為這不自然。」祂又再說一次：「我是超自然的神！」 

接著祂給我約翰福音 11:40的經文，這是我當時還不認識的一段經文。這裡講到當拉撒路死

了四天後，耶穌對馬大說，只要相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注意，祂沒有說只要求告祂，而是

說只要相信！ 

我回到樓下，奧都又繼續寫道：「媽，妳為什麼這麼害怕？」「奧都，我不明白，當我在夢
裡經歷這些時，你在哪裡？」他寫著：「和耶穌在一起。」「媽，當妳在車禍現場趴在我身
上時，耶穌就來把我接去。媽，妳甚至望了祂一眼！」  

我記得那股電流，以及平安怎樣臨到我身上。神的確在幽暗之中！我那天哭的好厲害，但是

奧都安慰我：「媽，不要哭。我一直都和耶穌在一起。我記得祂在寶座前面告訴妳，我在祂
那裡很安全。」 

奧都仍然不會說話，但每天早上總會寫上好幾頁。他寫著「耶穌」，然後圈住這個字。耶穌

會再讓我開口說話。耶穌會再讓我開口說話。耶穌會再讓我開口說話。謝謝耶穌，我會再開

口說話！隔天早上，他又重新寫著：耶穌，我會再開口說話。 

記得以前我得用賄賂的方式讓他安靜下來，現在的景況真讓我心痛。我在他面前總是苦著一

張臉，「天父，拜託祢讓我兒子開口說話！」我不斷哭泣，真的，我流了不曉得多少眼淚。
那時我才發覺以前怎樣用錯誤的方式對待兒女。 

一日，奧都又寫著：「媽，不要那麼擔心，我會再開口說話的。」我問他：「你為什麼每天
這樣寫？」「因為在天堂耶穌敎我要宣告生命。記得我告訴妳的？祂敎我：我們要宣告生
命！」他又寫著：「我會再走路，我會再開口說話，我會再健康起來的。我會百分之百得醫
治，耶穌已經為我在十字架上付了完全的代價。」 

他又一次次寫著：謝謝耶穌，為我死。謝謝耶穌，為我復活。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1:40&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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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引用經文，說我們好像樹一樣栽在溪水旁，會按時候結果子。 

他開始寫日記。一日，他寫到兩位他在天堂遇見的小孩，一位叫做安同，並在他的頭上畫個

圈。「媽，妳應該去告訴安同的母親他很健康！」他寫下我們可以找到安同父母的地方，我
們真的就在那裡找到他們。他們告訴我，安同活著的時候患有唐氏症，難怪奧都會在他頭上

畫個圈。 

他也寫到敦南，他的父母都叫他敦拿。我們見到他父母時，奧都寫著「敦拿」很健康，和耶

穌在一起非常快樂，「他等不及要你們也去那裡。」 

我想唸一點奧都在他日記裡寫的內容： 

 「耶穌會使用我們去宣講祂的話，我們會去告訴世界耶穌活著。」 

 「神會做大事、行神蹟，因為耶穌活著。要預備好。」 

 「感謝神，讓我能成為祢的孩子。請祝福我們，用聖靈與能力恩膏我們。媽，去告訴
人們耶穌活著。」 

 「我們會在神的寶座面前見到祂。我們會告訴祂我們為祂在地上做了什麼。媽，今天
要成為神所要的樣子：聖潔。」 

 「耶穌說：我要差遣誰去傳講我的話呢？我們會順服、去祂差遣我們去的地方嗎？」 

透過這所有的事，我開始明白奧都已經去過了天堂。 

聽聽他在 2005年 10月 17日所寫的：「我們將在天堂看見主、天使和亞伯拉罕等人，還有
耶穌、敦南和安同。與我一起期待回去那裡。媽，這也是我為什麼有時候會失去耐心，因為
我想回到那裡。媽媽拜託，妳能不能告訴其他人？人會去天堂或地獄。撒旦的兒女會去地
獄，神的兒女會去天堂。我們在天堂會像神一樣活著。」 

在另一封信裡，他這樣寫道： 

 「給那些和我一樣尋求耶穌的人：要預備好讓祂來接我們，因為這會比你想像中還要
快的發生。拜託請你接受祂進入你的心，否則你會下地獄。」 

 「當你還有機會時，拜託要快一點做決定。耶穌為你和我付了完全的代價，祂帶領我
看了天堂，也看了地獄。」 

 「相信我，你不會想去地獄。拜託，你要不要現在接受耶穌？耶穌真的好愛你，拜託
你只要相信，你就是祂送我回來的原因。我原本不想回來，但是祂要你預備好。愛你
的奧都。」 

晚上他會呼叫耶穌。我問他：「你為什麼這樣叫祂？」他趴在手臂上，這時他還不能正常的
哭泣。 

「媽，因為不是每個人可以進去。妳必須越過一座黃金橋，橋的後面有一大扇門。」他說：
「媽，和門後面的那些相較起來，妳的珍珠不算什麼。通道上的門非常巨大，上面有大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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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的珍珠。在裡面他們有婚宴。」我不知道你十二歲的孩子懂不懂什麼叫「婚宴」，但是我
的孩子以前只知道足球和電玩。 

他又說了一次：「媽，是一個婚宴」，然後他哭了起來。那時有位朋友送我一本書叫做「天
堂是如此真實」，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秋楠），她曾經有上天堂遇見神的經歷。這位朋友
告訴我，奧都所寫的和這位女士在天堂的經歷是符合的。我立刻開始閱讀這本書，並很快找

到她所形容的黃金橋，我馬上被吸引住。 

她寫到有些人站在那裡哭泣，垂頭喪氣的低著頭。她問：「主啊，這些人是誰？」主說：
「他們是不順服的基督徒。」「他們要站在這個光禿死寂的地方多久？」「永遠。惟一能進
入神國的人是那些清心順服的兒女。許多人自稱為基督徒，卻沒有按照我的話語生活。」 

「有些人認為每週上教會就夠了，他們從不讀我的話語，仍在追求屬世的事。」聽見了嗎？
「有些讀我話語的人也不認識我，沒有讓我住在他們心裡。」讀到這裡，我非常震驚，請求
天父用聖經對我說話，我不想這麼辛苦的走一遭，最後卻沒有預備好來上天堂。 

「主啊，請用聖經對我說話。」祂給了我啟示錄 3章的一段經文：「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你既如溫水，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
缺。」這些都是我們愛說的話：「你有看到這些東西嗎？都是我努力賺來的。」我、我、
我…「卻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注意下一節經文：「我勸你向我買。」買賣意味著有代價，但是耶穌已經付上了完美的代
價，沒有什麼其他需要做的了。祂付上代價，遭受 39下的刑罰，現在換我們了。 

神說：「來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又買白衣穿上，遮蓋你赤身的羞恥；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在聖靈裡看見真相。」 

次日，奧都一如往常的寫日記，但他只寫著：馬太福音 25章。我打開聖經，上面寫到十個

童女的故事。在十個等待的童女中，只有五個預備好。我馬上反應說：「主啊，至少他們是
十個在等待的童女。」祂說：「沒錯，十個坐在教堂裡，但是只有五個是預備好的，那五個
懂得要為燈預備油。」「主啊，這個油是什麼？」  

祂說：「瑞達，是我的聖靈。當我去到父神的右邊，我也賜下聖靈。祂會安慰、引導妳，是
妳的辯護律師，妳的一切。」 

祂告訴我，不是每個人都經歷到祂。我問為什麼，祂回答：「因為罪是一道城牆，攔阻妳聽
見聖靈的聲音，那聲音在妳裡面！」 

帶著神聖的敬畏，我那早張開雙眼呼叫：「聖靈，祢在這裡嗎？」祂答：「我與妳同在，我
非常愛妳！」「瑞達，我與妳同在，我要與妳同走這條路。」 

聖靈接著用啟示錄告訴我，耶穌會用祂的榮耀引領我。 

http://99.198.110.37/Documents/hisr/Chinese/Chinese_Heaven_is_so_Real_Choo_Thomas.htm
http://99.198.110.37/Documents/hisr/Chinese/Chinese_Heaven_is_so_Real_Choo_Thomas.htm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evelations%20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25&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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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靈開始興奮起來，先是讓裡面死去，然後讓聖靈充滿。但是我們必須先死去，我們經常

沒有得勝，沒有經歷豐富，是因為裡面有太多自我，我也在說我自己：因為我也經歷過。我

必須先死去，好讓聖靈能充滿我，接著活水的江河才能湧流直到滿溢出來，然後才會結果

子。 

神對我說：「瑞達，我要妳住在我裡面。」啟示錄 19:11-13說到，祂騎在白馬上，眼睛如火

燄，祂穿著濺了血的衣服，祂的名字稱為神的道，就是神的話語。「瑞達，住在我裡面，就
是我的話語裡，我就會住在妳裡面。」 

某晚我又向祂呼求，「主啊，我全心向祢呼求！」這次，祂給我一個異象，我看見一顆雞蛋
躺在一團麵粉中。祂向我解釋，我就是那顆包在蛋殼裡的蛋，而祂就是麵粉。「多年來，妳
一直包在蛋殼裡，妳的蛋殼就是『我、自我和我自己』，而妳未來的價值就在於蛋殼裡的
蛋！」 

接著我看到蛋殼裂開，蛋黃和蛋白流了出來。神說：「瑞達，我要妳與我合而為一。當這顆
蛋與我和在一起，就會合一了。那時，妳能只給我麵粉嗎？不行！」「妳能把蛋拿起來嗎？
行不通的！」 

我經常聽見朋友說：「我把問題交給神，但是祂動作很慢，所以我又把它拿回來！」「如果
你還在蛋殼裡面，當然就能這樣。然而你一旦與神合一，祂就不會讓你離開了。」 

聖經教導我們，神要與我們立一個平安之約。這表示，我所有的一切，包括優點、受傷、痛

苦都是祂的。而祂所有的一切–祂的國和屬乎祂的一切，都成為我的，我可以與祂成為一

體。那日，祂告訴我：「我的孩子，從此妳將一無所缺。但是我得開始捏造妳，這可能會有
一點痛。然後我會將妳的每一邊都修平，放在烤盤上，送進烤箱。」 

相信我，烤箱可能是生命中最好的地方，但可能不是最舒適的環境。我經常從烤箱裡望出去

說：「外面不是更好嗎？」我的先生會說：「不，再想一想！」我們待在烤箱裡好長好長一
段時間。一日，我看見祂把我們取出來，拿起烤盤上的麵包擘開。 

接著祂對我說：「現在我終於可以使用妳去餵養世界了。」 

「告訴我，神可以用你嗎？還是你仍然待在蛋殼裡面？」 

我興奮的想：「如果這是神要的，我就要讓祂完全成就！」 

某日早上靈修時，我讀到一句經文：「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
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 15:6-7） 

如果我們與神合一，為什麼沒有經常得到所求的？因為我們還未與神合一，與神合一需要你

裡面先死去。一路走來，有許多人說他們想要我有的，卻沒有想要付上代價。親愛的朋友，

你不需要付上什麼，也不用走我走過的路，你只要說「主啊，我願意！」，然後讓自己死。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evelations%2019:11-1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5:6-7&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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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書 5章說到：「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那生命就是
耶穌，因此你必須與耶穌合而為一。不是在祂旁邊，或在祂附近，而是在祂裡面！唯有與祂

合一，才能看見神的國。 

神在申命記 8:2-3講到祂怎樣帶領自己的百姓，「這是要苦煉你，要知道你內心如何。任你
飢餓，將嗎哪賜給你吃。」嗎哪是神的話語，你有看過不餓的人怎樣處理他的食物嗎？吐出
來。但是飢餓的人，會大口大口吞下一整盤食物。  

神的話語必須像活泉般一直冒泡。你擁有越多，裡面就更多得到餵養。這樣，活水就會從你

裡面湧流出來。 

告訴我，你口裡說的是什麼話？是活水嗎？還是會吞吃你的苦水？ 

我意識到，除了宣稱自己重生、是神的兒女、有神的國以外，還有太多太多。要成為神的新

婦，你必須純潔，浸泡在祂的寶血裡面。  

一次要去電台分享的班機上，我一路和聖靈對話。我問祂：「聖靈，請讓我看看新婦的樣
子。我要成為新婦，但是她長什麼樣子？」神好信實，祂告訴我路加福音 10章祂所打發出

去的 70個人，「這些只是認識我的人」。以我的理解，就是教會裡那些自稱為基督徒的我
們，我們坐在教會裡就認為沒事了。 

另外有十二位門徒來到主面前，要主向他們講解更多關於主自己和福音的事。然而，其中卻

有一位猶大，之後成了賣主的魔鬼。 

「但是，有三位存留下來的，他們被稱為主的朋友：彼得、約翰和雅各。」主帶他們到不同
的環境。祂敎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把約翰和雅各帶上山，看到摩西和以利亞的顯現（馬太

17:1-9）。祂去為睚魯的女兒禱告時，也只帶三個人同行：彼得、約翰和雅各，因為他們是

祂的朋友。  

神說：「瑞達，但是只有一位把頭靠在我胸前，聽我的心跳。他很愛我！神的國已經彰顯給
他看了，他的名字叫約翰！」祂又問我：「新婦的頭在哪裡？」我回答道：「在新郎的胸
前。」祂說：「是的，因為妳和我是一體的。來與我相交，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妳的。來吧，
親愛的孩子。」我說不出話來。 

祂說：「瑞達，妳是否會先給丈夫一張清單，才和他享受親密？還是妳因著愛而去找他？」
我很羞愧的低著頭，明白每次我坐在祂腳前，嘴上總是提到奧都。祂對我說：「親愛的孩
子，先為著車禍來感謝我吧。」 

不久，奧都寫了一段我知道只會是從神而來的話：「媽，讓我們開始為車禍來感恩吧，因為
現在神終於可以開始動手祂在我們生命中的計畫。媽，妳的生命屬於耶穌。我可以看見神的
寶座，耶穌說祂會來接我們，我們要忍耐。婚宴已經預備好了，耶穌要來接祂的新婦。」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20john%205&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Deuteronomy%208:2-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1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7:1-9&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7:1-9&version=CUV


 15 

你是神的新婦，還是只是認識祂的某人？ 

耶穌在十架上的犧牲不是帶來宗教，而是恢復你我與超自然真神的關係。感謝讚美神！因

此，我們能夠得到生命，而且是更豐盛的生命（約翰 10:10），使我們能面對明天！ 

神的聖靈，我好愛祢，謝謝祢讓我們能張開雙臂，打開心門。主啊，我們開門讓祢進來。聖

靈啊，充滿我們，將一切不好的顯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裡面的苦毒、自私和自我。我選擇

和保羅一樣，與祢同死同復活。 

我今日選擇生命，神的話講到「生或死」（申命記 30:19）。我選擇生命，是那與祢合一的

豐盛生命！ 

聖靈，請挪去那不好的，我裡面已經毫無存留，為此我感謝讚美神。父神，請用祢愛的江河

充滿我們，澆灌在我們的靈裡，不斷澆灌直到它湧出來。因為祢活著，我可以面對明天。  

如果你今天想把生命的某個部份獻給神–也許是你的婚姻、孩子、財務或事業，請現在就這

樣做。除掉驕傲、自負，舉起雙手這樣說：「主啊，我在這裡，要領受祢的聖靈。我今日承
認耶穌為我死、為我復活，祂是我的主、是我的拯救。我宣告神的靈住在我裡面，祂會在我
一切的需要上引領我。」 

父神，感謝祢，因為我與祢合一，我將一無缺乏。我一生或向左或向右，都將永遠聽祢的聲

音。感謝祢在我們生命中顯明的大能。 

如果你還沒有接受耶穌作你的主，請跟著我唸： 

主耶穌，奉天父的名字，我接受祢。謝謝祢為我死，為我復活。我為著環境來感謝祢，謝謝

祢把我帶到現在的地步，叫我明白沒有祢我真的不行。主耶穌，請快來接我們。我們預備好

了，請來接我們。 

天父，我禱告每位聽見或看見此篇信息的人都會說：「我要跟祢買火煉的金子，買眼藥膏使
我靈裡的眼睛能看見，也要買白衣穿上，來遮蓋我的羞恥。」 

永生神的靈啊，我愛祢，感謝祢讓奧都活著。我今日為他禱告，願他的靈魂體都能完全順服

主的話。 

奧都，你會活著，並且活的更豐盛，你會告訴世界耶穌是活真真的主。你會完全康復，你將

能夠完全表達，再次行走，再次踢足球，也可以笑、可以哭。你將告訴世界耶穌活著。感謝

祢，主耶穌，阿們。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0:1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Deuteronomy%2030:19&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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