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妮威爾遜的《我的耶穌》登上 

基督教音樂公示榜排行冠軍 

 

 

 
圖片來源：YouTube 截圖/安妮威爾遜 

2021.9.30  猶太曆 5782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詩篇 122:6 

https://www1.cbn.com/cbnnews/entertainment/2021/september/anne-wilsons-my-jesus-shoots-to-top-of-billboard-christian-music-chart-a-whirlwind-of-emotions


 

歌手安妮．威爾遜 (Anne Wilson) 自今年夏天發行首支單曲

《我的耶穌》以來，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這首單

曲最近登上基督教音樂公示榜排行冠軍。 

 

這位 19 歲的年輕人與基督教藝術家馬修．韋斯特、及音樂製

作人傑夫．帕多共同創作了這首歌。 

 

「上帝使用《我的耶穌》這首歌影響這麼多人的生命，我深

受振撼。」威爾遜告訴公示排行榜。「我非常榮幸，祂選擇

了我，在這個特別的時間、季節成為他使用的器皿。到目前

為止，我最喜歡的是看到人們在演出中，盡情地唱出《我的

耶穌》，聆聽他們如何被這首歌影響的故事。我做夢也沒想

到，上帝會以如此強而有力的方式使用這首歌。」 

 

這位來自肯塔基州萊辛頓的歌手，從小就喜歡演奏音樂，尤

其是鋼琴，15 歲時首次在公眾面前唱歌，但不幸地，那是在

她哥哥的葬禮上，他死於一場車禍中，年僅 23 歲。 

 

那段陰鬱的日子裡，威爾遜唱了《多麼美麗的名字》，這是

一首流行的 Hillsong 敬拜歌曲， 是一個澳洲雪梨的當代基

督教音樂敬拜樂團，1983 年開始在 Hillsong 教會製作音樂。

中文譯名又稱新頌教會敬拜團。後來她和朋友錄製了這首歌

的視頻並發佈在 YouTube 上。  

 

威爾遜在視頻的標題中寫道：「謹以這首歌獻給我心愛的大

哥雅各，感謝雅各一直鼓勵我們讚美上帝、努力工作、永遠

保持良善。我們每天都更加愛你、想念你。」據《宗教新聞》



 

報導，這段 YouTube 視頻吸引了納什維爾一位製作人的注

意，促成了威爾遜與國會基督教音樂合作。 

 

「《我的耶穌》空前的成功只是一個開始，我們迫不及待地

想看看安妮未來的發展。」國會基督教音樂集團聯合總裁布

拉德．奧唐納和哈德森．普拉奇在一份聲明中說。 

 

過去的幾年裡，威爾遜努力加強她的歌唱和寫作技巧。  

 

儘管她對《我的耶穌》的成功感到震驚，但威爾遜說，看到

這首歌能引起這麼多人的共鳴，是一種祝福。  

 

「這場情感的風暴，」她告訴宗教新聞。「我只有感謝和感

恩，看著上帝所收回的、一個讓我心碎的故事，轉變成如此

美麗的祝福。」 

 

威爾遜目前正在與 Big Daddy Weave 一起巡迴演出，並為她

明年即將發行的新專輯創作新歌。  

 

新聞出處：CBN 

新聞日期：2021/09/21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啟示錄 7: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

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詩篇 30:11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禱告 

為上帝奇妙的計劃獻上感謝，祂擦去安妮哀傷的眼淚，將哀

哭變為跳舞，將豐盛的恩典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

的安妮身上。 

 

 

 

  



 

安妮．威爾森－我的耶穌 

 

https://youtu.be/FW5o2uBeMWQ 

 

 

你是否已經超越疲倦的境界 

你的擔子是不是很重 

你承擔的是否太多了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你是否感受著一種空虛 

因為羞恥感已經偷竊妳所有的一切 

而你渴望得到醫治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祂在絕境中開了一條道路 

從空墳中復活 

沒有祂不能拯救的罪人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祂的愛十分強烈 祂的恩典不求回報 

好消息是我知道 

祂能為你做祂曾為我做過的事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讓我的耶穌改變你的人生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阿們 阿們 

 

 

https://youtu.be/FW5o2uBeMWQ


 

誰能擦去這些淚水 

從破碎的夢想和浪費的歲月 

並告訴過去永遠消逝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以及所有你可能會犯的錯誤 

如果可以的話不要再重蹈覆撤了 

誰可以只為讓你得到好處而傾盡全力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祂在絕境中開了一條道路 

從空墳中復活 

沒有祂不能拯救的罪人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祂的愛十分強烈 祂的恩典不求回報 

好消息是我知道 

祂能為你做祂曾為我做過的事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讓我的耶穌改變你的人生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阿們 阿們 

 

 

誰把我的十字架帶到髑髏地 

為我所有的罪付出代價 

誰會如此關心我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祂在絕境中開了一條道路 



 

從空墳中復活 

沒有祂不能拯救的罪人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祂的愛十分強烈 祂的恩典不求回報 

好消息是我知道 

祂能為你做祂曾為我做過的事 

讓我告訴你關於我的耶穌 

讓我的耶穌改變你的人生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阿們 阿們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讓我的耶穌改變你的人生 

  



 

我以為我是整個阿聯酋中 

唯一的猶太人 

 

當我剛搬到阿聯酋時，我假裝自己是個天主教徒。現在回想

起來，對於曾經因為在這裡作為一個猶太人而感到害怕的這

件事，我覺得過去的我簡直瘋了。 

 

 
第一次與拉比李維．杜克曼（Levi Duchman）（圖左）在杜拜點燃光明

節蠟燭。 

 

我在 2015 年搬到阿聯酋（UAE，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當年我 21 歲，並向我（瘋狂的）慈愛的母親承諾兩件事： 

 

1) 我在車裡隨時都會繫好安全帶。 

2)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我是猶太人。 



 

六年多後的現在我開始反思我在阿聯酋的猶太人生活以及

事情是如何改變。 

 

多年來為了履行我對母親的第二個承諾，我在阿聯酋取了一

個「別名」。我告訴其他人我的姓氏有波蘭天主教徒的根源，

不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ish）。為了讓我的故

事更加可信，我每年都會在復活節和聖誕節休假。 

 

對不起，我的前任老闆！ 

 

從 2015 年到 2017 年，我愚蠢的認為我是整個阿聯酋唯一的

猶太人。 

 

我非常認真的這樣認為。 

 

但後來我在杜拜的健身房遇到了一個名叫亞歷克斯（Alex）

的加拿大人。在告訴他我的名字和我來自紐約市之後，他眼

睛連眨也沒眨的問我：「你也是猶太人？」 

 

於是亞歷克斯成為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年後 2018 年 12

月，我們聽說杜拜一個名為「別墅」（the Villa）的非公開場

所將舉行光明節（Hanukkah）派對。 

 

於是我們前往光明節派對。 

 

走進派對時，我看到 40 名戴著猶太小圓帽（kippah）的人，

點亮了猶太教燈臺（menorah）。 



 

想像一下我的感覺，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我是這個國家唯一的

猶太人，而現在我走進了一個家而這裡聚集著來自世界各地

蓬勃發展的猶太人。 

 

但除了我們的信仰以外，我們還有什麼共同點？ 

 

我們都自豪的稱阿聯酋為我們的家。 

 

 
在十二月點燃燈臺的那個晚上，我的表情說明了一切： 

 

我離開光明節派對比離開一般假日時參加的派對感到更加

開心，這可不是在說馬尼舍維茨紅酒（Manischewitz red wine）。

我打電話給我在美國所有的猶太朋友和 12 年前主持我的成

年禮（bar mitzvah）的拉比，當然還有打給我的母親。 

 



 

「好吧，我想你不會再是波蘭天主教徒了。」我的母親告訴

我。 

 

她說的沒錯。 

 

從那之後我開始過安息日（Shabbat）和吹角及住棚節（the 

high holidays）。我在辦公室和公寓門柱上放了一個門框經文

盒（mezuzah）。我是一個自豪且在阿聯酋執業的猶太人。 

 

2019 年，在阿聯酋的「寬容年」（Year of Tolerance）期間，

我甚至宣布讓兩名比利時正統猶太商人和我的阿聯酋夥伴

建立令人興奮的合夥關係，以開展我們在杜拜的業務。 

 

我母親稱其為瘋狂。 

 

我稱之為大膽無畏（chutzpah）。 

 

 
然後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阿聯酋簽署了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 



 

雖然該協定推動了兩國間的商業和投資，但更重要的是，它

促進了兩國間的開放和持續的對話。 

 

也就是說，亞伯拉罕協定最重要的其實是鼓勵海灣地區的猶

太人和穆斯林實踐亞伯拉罕傳統（Abrahamic tradition），能

一同擘餅。我們彼此聯結、成長也相互學習，無論是在議會

（majlis）開會時還是一同在安息日期間擘開哈樂麵包

（challah）。 

 

 

 

我如何期待在阿聯酋的猶太人生活進一步發展呢？ 

 



 

首先，我相信阿聯酋人民和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將繼續參與當

地猶太社區的安息日晚餐和逾越節晚宴等，以進行充滿意義

的跨信仰對話。 

 

但同樣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和從世界各地來造訪阿聯酋的猶

太人可以且應該也沉浸於穆斯林傳統中，在齋戒月（Ramadan）

後的開齋（Ifar）可以拜訪這地區一些啟發人心的清真寺

（mosques），學習認識伊斯蘭教。 

 

 
2015 年我在阿布達比（Abu Dhabi）的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很明顯可以看出為何這裡被稱為「世界第八大

奇蹟」。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阿聯酋作為一個猶太人不僅被寬容對待，

我也感到被接受。我唯一後悔的是幾年前剛的這裡時我對於

作為猶太人的這件事感到一絲恐懼，事後看來，這實在……

有點瘋狂。 

 

隨著在世界間旅行慢慢恢復正常，我只希望一件事：阿聯酋

人能造訪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猶太社區，並獲得和我在他們國

家所受到相同的歡迎和接納。 

 

在我們慶祝亞伯拉罕協定一週年之際，我很欣慰如果下次有

個像我一樣來自紐約的猶太男孩要搬到阿聯酋，他只需要向

他的母親做出一個承諾： 

 

繫好他的安全帶。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9/19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33:1-3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

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

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禱告 

感謝神，透過亞伯拉罕協定，讓以色列及阿聯酋這一年間充

滿著和平，相信在未來因著他們的和睦同居，神會賜下更多

的恩典如油以及甘露，降在以色列及阿聯酋，使他們一同得

著福份。 

  



 

神的希伯來名字  

 

 

一個太神聖而不能說的名字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神最為人所知的名字是一個被認為太過

神聖而無法說出的名字。這個「無法說出的名字」由四個希

伯來字母組成「יהוה」（YHWH）在聖經時代的發音可能為

「Yehovah」。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名字與動詞「to be」有關，

表示著「生命的本質」。今天當我們用希伯來文大聲朗讀聖

經時，我們會念出這個詞「Adonai」（我的主人）。 

 

沙漠之神 

 

在創世記中，神彰顯自己給先祖亞伯拉罕（Abraham）和雅各

（Jacob）時使用這個神秘的稱謂「 י ֵאל דַׁ שַׁ 」（El Shaddai）。

這個名字由兩個希伯來單字組成：「El」意思是「神」，而

「Shaddai」可能與單字「שדה」（sadeh） 有關，意思是「田

野」，指的是神在曠野向祂的百姓顯明祂自己。 



 

另一種說法是「Shaddai」來自於希伯來單字「שד」（shad），

意思是「乳房」，指的是神的形象如同養育孩子的母親。 

 

解開聖經的奧秘 

 

神被稱為「Adonai Tzevaot」（ ְצָבאֹות  ְיהָוה ），在希伯來文聖經

中被提及超過 200 次，意思是「萬軍之主」。古代以色列人

認為神是天上軍隊的指揮官：天使、星星和造成天地萬物的

自然力量。當您閱讀希伯來文聖經時，您就擁有能解開聖經

奧秘的強大鑰匙。 

 

文章來源：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46:11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禱告 

如經上所記，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作為高高在上的全

能神，卻是我們的避難所，願神更多開啟我們對祂的認識，

讓我們深知祂是我們生命中唯一的主。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ANWF、簡稱華人敬拜中心)是第一個華人在以色列

內政部登記成立的 NPO 非營利機構、期許代表華人在祝福以色列事工上，再跨

出一步扎根在耶路撒冷，致力建立華人與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教會連結平

台，並以敬拜禱告與僕人服事的心，關懷祝福以色列我們的屬靈長兄。我們邀請

華人教會團體來敬拜中心預約敬拜禱告時段，歡迎個別的代禱者與敬拜著來敬

拜中心為以色列與列國守望禱告，更多了解我們的事工與異象，請與我們連繫。 

 
官網：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mail：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指定奉獻： 

• 支持禱告宣教士來華人敬拜中心,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25,000 元/月。 

• 來回機票約新台幣 35,000 元。 

• 新購軟硬體設備費用,音響設備、電腦設備、音控設備、樂器設備等。 

  

line@：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Wechat 公眾号：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华人敬拜中心 

Facebook： 

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 

IG：

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