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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禁食禱告的呼召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資訊 

安通牧師 

2022 年 3月 5日 

謝謝主！主啊，我們的心、我們的靈正在向祢呼喊，似乎好像沒有盼望。

主，但是我們的眼專注於祢。」這是以西結的禱告呼求，「主，我們迷失了，

我們毫無盼望，但是主，我們來到祢的面前，好像枯骨，主，我是枯骨，所有

在我周遭的人，他們也好似枯骨。」但是主耶和華說：‘你將要活著，你會活

過來！我要將我的靈吹進你的裏面，枯骨將要復活，要活過來，枯骨要有一個

新的開始。我是你的神，我與你同在，我與你同在。去，告訴你的百姓，我是

你們的神，我與你同在。’耶穌，謝謝祢，今天要領受這個資訊，我們有盼

望，我們沒有被打敗，我們是剛強的，我們是得勝者、我們是征服者，因為我

們等候祢。不是關於我，我雖然軟弱、破碎、迷失，主，但是我專注於祢。從

祢我領受新的能力，我不再是自己，是我的耶穌，這是我的耶穌，祢在我的裏

面，我可以重新開始。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會有突破！會有突破！再一次我要

看見我活過來！將有突破！我會很快穿越這個約旦河，因為我的神與我同在。

耶穌，謝謝祢，謝謝祢對我們這些枯骨說話！ 

我是最枯、最枯、最枯幹的枯骨，我也看見今天有好多人在這裏，從列國

來的曾經是枯骨，但是我比你們更枯幹，但是今天我那麼快樂的告訴你們：我

活過來了！我的百姓們，你們也要活過來了！我剛強了！我的百姓，你們也會

剛強！因為這是與神會面的時刻！ 

是的,主啊，我看見了祢！遇見了祢！在我臥病在床的時刻，我遇見了祢。

當我染疫的時候，我遇見了祢。不是我去找祢，而是祢來遇見我，因為祢對我

人生有計畫。今天我將這個資訊給神的百姓,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重新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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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與神相遇的時刻，我們要遇見我們的神！即使我們沒有預備好，我們

的神祂預備好，祂要在我們的垂死的病床旁邊，當我們絕望的時候，這是神遇

見我們的時刻，祂充滿了盼望！祂是我們的父。 

耶穌，謝謝祢！耶穌，謝謝祢！阿們！阿們！ 

今天是一個新的一天，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所以新酒要澆灌下來。我相信

新酒要澆灌在這個地方，阿們？上次我來到這個地方，那時候我是一個迥然不

同的人，我也曾經是個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今天我是個新造的人，因為我與我

的耶穌有這麼奇妙的相遇，今天的恩膏也不一樣，今天神要來遇見你們，神要

向列國說話。過去這一星期，最大的消息是蘇俄和烏克蘭之間的爭戰，這是沒

有預期的戰爭，列國非常的驚愕震驚，人們不知道下一步我們當如何行。但是

當我開始禱告，我總是看見神在對列國說話。我看見神這樣子的來跟教會、國

家說話。是的，主在跟國家說話。神在興起一個新的世代，這個叫做新酒。神

在興起孩童還有年輕人向神呼求，祂要以父親的身份回來。這個時候我們要看

見天父的心，不只是在烏克蘭，我們看見很多的國家，像香港，中國，甚至印

度。我知道在香港，每一天幾乎五、六千人染疫。當我聽見別人的一個疑惑：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我們應該到哪里去？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當如何行？到

處充滿了絕望，也充滿了不確定。但是，就是在這個時刻，神要對國家來說

話：「我是你們的神，我與你們同在，我愛你們，我要給你們再一次的機會，

我的百姓要興起，他們要開始行走，他們要看見我的面的，他們要看見我的憐

憫、恩典。」在一邊，我看見那麼大的黑暗，過去這 5年甚至再來的時候，我

看見了很多的黑暗。我們看見黑暗遮蓋大地，我們不要只看見幽暗，我們卻要

看見神的恩典憐憫，這是神要對人說話背後的用意。 

那資訊是什麼呢？因為祂是父，祂要對年輕的一代說話，你們要到前線

來，祂要將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將兒女的心轉向父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不

僅僅是在靈裏的異象，我看見那些高的、強壯的人，當他們倒下來的時候，就

要興起年輕的一代起來呼求，起來扶持上一代。 

我現在想要給你們看一個短片……神現在呼召我打開兒童的禱告殿，祂很

長久對我這樣說，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很多的國家、很多的孤兒院就來到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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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說：「興起我們，要為國家呼求代禱。」我知道神對我已經多年傳講這樣的

資訊。在疫情期間，真的列國，不管是莫三比克、不管是巴西、不管是南亞的

一些的國家，他們都有向我來呼求。不管是父母、不管是牧師、不管是孩子

們，都說：「我們想要為國家來呼求禱告。」 

當我強壯、身體好的時候，我到各個國家，這是我的異象——我新的資

訊，但是沒有很多的人回應；可是現在，當我還沒有做的時候，當各扇的門都

關起來的時候，人卻來到我面前，他們興起這些兒童，下一代說：「我們要為

國家來呼求代禱。」神放在你心裏的一個負擔，一個異象，當你在你的安樂

窩，在你的舒適圈的時候，不會發生；但是當你破碎——在你危機的時候，你

願意與主同行的時候，這時候的呼召就可以臨到，而且異象就可以實現，這是

今天我要給你們傳講的資訊。祂說，我要藉著我的孩子來震動列國，我的兒童

們要禱告、我的孩子們要傳講、我的孩子們他們要來醫治、他們要發預言、他

們要建教會、他們要傳講末世資訊。這是神給我的資訊。我一直等待、等待、

等待。 

但是我告訴你，我們正在末世，過去神曾經對我講的，今天正在發生！兒

童們，5歲、7歲、10 歲、12歲的孩子，他們現在開始在為復興禱告，神垂聽

了我多年的祈求！這些孩子，他們不是從一些高貴的家庭來的，他們是從一些

妓女的那邊、或者是貧民窟的家庭長大的，但是他們今天要被興起，要不僅僅

為中國、為蘇俄、為烏克蘭、為美國來禱告，而且他們要為列國來禱告，這是

我親眼看見的。年輕人、兒童們這個世代要興起。 

年輕人、兒童，你們要興起！為復興來禱告，這是你們的時刻。起來！要

為復興來祈求！父母們、牧師們、傳道人們，你們的心要轉向這些兒童跟下一

代，他們要到前線來！這是從 19 個國家 19個孤兒院來的，你們可以看見，他

們跟我們聯絡，要加入兒童禱告殿的事工。我希望興起 100個國家，100個孤

兒院，能夠為復興禱告。現在有 8000 個學生在禱告，為烏克蘭出的這些狀況禱

告。 

(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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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很快就會來！復興很快就會來臨！復興要來到烏克蘭、也會來

到俄羅斯、復興會來到中國、復興會來到列國，很快，我們會看見復興的大爆

炸！我長久的傳講「復興要來！復興要來了！復興要來了！但是在復興來臨之

前，你會看見戰爭、會看見饑荒、會看見一切的悲慘的事情發生，還有疫情」

這是我所傳講的，就是我們現在遇見的全球的疫情，很快接下來是饑荒、戰

爭，還有一些可怕的災禍，但是同時我們知道復興，很大的復興就要來！若是

你想看見復興，那你必須專注於禱告。我非常高興看見你們的教會聯合整個灣

區的眾教會，開始來禱告，這就是神所要的。不僅僅是 40天、50 天、甚至將

來 100天，50天之後，你會看見：不僅僅是這個教會裏面的人，還有各個教會

的人，都會湧入這邊，這個恩膏將會不一樣。所以我竭力的鼓勵每一位，你們

要有份，參與這 50天的禱告！我竭力的希望你們參加這 50天的禱告！若是你

們想要看見復興，不僅僅是在這個教會，還有影響到整個灣區的轉化，而且不

僅是在西岸，還有在東岸，但是是從這裏開始，所以你們要積極的參與有份。

你們預備好了嗎？年輕人、兒童們，你們預備好了嗎？因為這個時候是對年輕

人呼召的時刻！因為在這次的禱告復興運動裏面，我們需要年輕人你們加入。 

若是你們讀那有關於復興的歷史，100年沒有一天停止，不間斷的禱告。

在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復興，這 100 年沒有間斷的禱告，他們不僅僅影響了當

地，影響了歐洲，影響到很多的國家，而且未來的 500年，都深深受這 100年

的禱告的影響。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復興的 100 年的禱告，不僅僅是在影響歐洲

德國的那個地方，它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可是它的影響輻射到全世界。告訴

你們，這只是一小步的開始的禱告，但是卻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武器，他們掌握

住了。除了禱告以外，再加一小步就是禁食。所以 100年的禱告，沒有一天休

息，不僅僅是禱告，而且代表著 100 年的禁食。那是大能！不僅僅禱告，而是

禱告加禁食！門徒就來到耶穌面前說：「我們很多事情都做了，我們只有一件

事情沒有做，我們沒有辦法趕出這些的鬼魔，我們當如何行？」主耶穌說：

「若是不藉著禁食，這類的鬼就不能趕出來。」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屬靈的

爭戰，唯有你禱告加上禁食，你才能夠突破，才能夠擊敗，而且才能夠打破仇

敵。摩拉維亞弟兄會他們的這樣子的一個禱告，不是說 100年都沒有休息。剛

開始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好比一個家庭，他一個禮拜從一天開始，但是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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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休息。也許一個家庭裏頭從一個人開始，有時候是兩個人，有時候是三個

人，就這樣一直的持續、接力。 

今天我在這裏傳講的資訊，不僅僅是對教會的，而且是對全球的。我對列

國來說，在這樣一個全球危機的時候，不僅僅是疫情，還有蘇俄跟烏克蘭的這

樣的一個爭戰，我鼓勵大家加入這樣的一個禁食禱告的行列，拿起這個強而有

力的武器，我們來禱告。 

我們來看《以斯帖記》第四章第 15—16 節：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

說：「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

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吧！」 

我們來講說突破！突破！突破！所以你知道當在 40 天，我們這樣子的禁食

禱告的時候，會有很大的突破！有多少人希望在 50天之後我們看見極大的突

破？我想看你們舉手，50天之後，在你的生命中、人生中會有一個極大的轉變

跟突破！所以當猶太人他們也是這樣子來到神的面前，這樣子禁食的時候，會

看見很大的突破，我們也會同樣發生這事。 

我今天向你們分享的第一個資訊，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會有突破、在你所做

的決定會有突破、在你的經濟上也會有突破、在你新的事業上也會有突破、在

你的婚姻中也會有突破、在你的人際關係中也會有突破。領受這個資訊，在這

50天後，在你的人際關係上會有突破。神會回答你的禱告，50天之後神會興起

新的一代，當國家有難危險的時刻、當人民也遭難危險的時刻、也就是神的百

姓在危險的時刻、神祂並沒有興起一個很大的軍隊，神也並不是興起很強而有

力的人，神只興起一個女孩子，她是孤兒，她是屬於沒有父親的世代，神只興

起這樣的一個人。 

若是你從小你沒有得到父親的愛，你是個孤兒，或者是在你的婚姻裏面你

是破碎的，你也沒有得到愛，你甚至離婚分居，但是今天神說祂要興起你！祂

不是選一些強壯的、智慧的、聰明的。不，祂是撿選軟弱的、失迷的，或者是

沒有得著愛的，今天神對你有計畫，祂對你的生命有呼召、有使命，有命定。

你要興起，你是神所揀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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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的資訊，因為末底改開始對孤女以斯帖說話。你認為你是孤兒嗎？

你說我沒有父親母親，你說我自己沒有一個身份的認定，我也沒有一個舞臺可

以表現。以斯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說法，但是末底改身為一個屬靈的父親，怎

麼跟這個女兒說呢？「你會有一個新身份的認定，你會有一個新的尊榮，你會

有個新的舞臺。因為神的命定在你的身上，神不會看著你的頭銜，神不會看著

你的地位。神會看見在你裏面的一個目的、一個命定。」只能說：「出來，興

起興起！」年輕人們，你要領受這樣的資訊，神不是看見你自己的身份，神不

是看見你的地位，也不是看見你的表現，神看見你的心、神看見你的命定、神

看見你的目的。神在呼召你，神已經選了你，因為你是這樣的一個人，可以來

遇見神可以得勝，因為神要將祂對你的位分給你，神要把祂自己所設計的舞臺

來給你，人們會尊敬你，人們會尊榮你，而且列國要歡迎你，大學會呼召你進

來，而且事工也會呼喚你，因為你對於你自己有一個新的身份認定。年輕人

們、也許你的考試失敗了、也許是你自己的一個階段事情失敗了、或者是你的

家庭狀況，但是你都帶到神面前，你來到耶穌面前領受父的心、領受天父的

愛，你會知道你是誰。神在呼喚你，你是要在大的復興裏頭有份，你不是只是

為了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呼召，你是為了神的國度、神的國度、神的國度被呼

召的，這是現代的一個問題。 

以斯帖就講說：「我什麼都不是，我沒有位分、我沒有身份、我也沒有地

位、我只是在街上漂流的一個孤兒。」但是神將生命降到那個人的裏面，你是

被撿選的、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屬於我，我將你從黑暗召出來進入光明，你是

被揀選的世代、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父，我不會離開你、我是追尋你的神、

我為你有計畫、我為你有未來，你有盼望，這就是《耶利米書》31 章所講的，

神對人類的做法。我對你有一個計畫，我對你也有未來，你有指望！你有指

望！今天要領受這個資訊，這就是末底改告訴這個年輕的女孩以斯帖的，以斯

帖她全身顫驚，因為長久以來她的性格是隱藏在背後，好像躲在一個貝殼的裏

面——孤單、羞恥，當末底改對她說，一一細說，她裏面的堅固營壘就要被破

除。若是你想看見突破，就是要先破除破碎，你才會突破；你要先破碎，你才

會突破。首先你會感覺到羞恥，覺得孤單、受傷、被人拒絕，而且甚至覺得沮

喪絕望，這些都要被破除，咒詛要被破除，然後你就會看見突破。當你被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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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後突破就會來臨，因為神的恩典就會流進你的破碎之處。以斯帖她曾經在

她的一個舒適的地方，末底改說：「你過去認為你無聲無名，而且你是孤兒，

你什麼都不是，沒有地位、沒有頭銜；你現在什麼都有了，你成為皇后、你有

了祝福，可是你卻隱藏在你這些祝福的後面。神祝福你，因為神對你有一個很

偉大的目的，神說：‘你不要隱藏，你不要隱藏在我給你的祝福後面，事實上

我對你有一個目的，有一個命定，你要出來不要躲藏。’」神在這樣的一個染

疫期間對我們說話，過去神祝福我們，給我們很多的恩典，可是我們沒有為著

神的國度來用，我們為著自己。現在神把祂的手伸回來，把這些祝福好像稍微

挪走，祂說：「你要出來，我會再把這些祝福還給你，可是你要為著我的國度

來活，我會將這些再還給你。」今天我要有這樣的一個資訊來給你，很多人在

這樣的疫情期間，他們的思想有一些困惑，他們認為神已經把一些東西把它拿

走。但是今天我要告訴你們，神把它拿走的時候是拿走一個，但是祂要再還給

你的時候是雙倍的祝福，可是你必須要開始轉化你的心態，改變你的思維，你

必須要為著神的國度而活，所以神拿走沒有關係，祂會加倍地再償還你，但是

你要轉變你的心態為祂而活。 

末底改對以斯帖講說：「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你不要躲在你的背後。」

同樣今天在我們的染疫裏面，神也來對我們說，我們不要躲在我們一個暗室的

背後，我們要出來，神要對你說：「興起！要為這個國家來禱告，為列國來禱

告。」在這樣的一個染疫期間，神就好像是末底改對以斯帖講到說：「你得了

皇后的位分，豈不是為了今天？」今天我們得到神所有的祝福，在這樣的一個

染疫期間，豈不是為了今天？在今天的時候，不是你去尋找工作的時候，不是

你去竭力申請大學的時候，這個時候神要呼召你，特別是兒童跟年輕人，神要

呼召你們起來，為這樣的一個復興禱告。你知道嗎？在這樣過去的兩個月裏

面，很多的國家都來找我要成立孤兒院，19個國家、19 個孤兒院他們要興起。

他們說：「我們要起來為這個國家禱告!」這個是神呼召我們的時刻，我們要起

來領受。 

在 2022 年，我很希望看見有 100個國家 100個孤兒院的興起。這些孩子們

他們所做的禱告不是要錢或者是要一些祝福，他們只有一個禱告說：「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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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國家、拯救國家，你的復興來臨！」這是他們唯一的呼求跟禱告，我希望

在 2022年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個興起。 

在這 50 天的裏面我不希望你做別的禱告，你就是做一個禱告，你說：

「主啊，我要有天父的心，我要我的兒童、我的下一代回來，我要有復興，我

要這個國家能夠得到拯救。」你只要做這樣的一個禱告，而且一天一個小時這

樣禱告就夠了。我呼召大家，若是在這 50天裏面，你們不做別的禱告，你們

就是單單地為著國家、為著復興來禱告。你知道就像所羅門他向神求智慧，他

沒有求其他的財富。你知道神怎麼做？神不僅僅把智慧給了所羅門，也把一切

的財富、尊貴其他都給所羅門，這是神要做的。 

所以在這 50天裏面，我請求你們不用為別的禱告，就是為國家跟復興禱

告。今天我向全球的家人來說話：不管你在哪個國家，我請求你在這 50天的

裏面，單單為你所在之處、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國家來禱告，不要為別的

禱告，只要為國家和復興來禱告，我不管你身在什麼地方，不管你是在中國，

你是在香港，你是在別的國家，你都可以這樣子來禱告。我告訴你這 50天，

你將會看見極大的轉換，極大的復興跟突破。 

《以賽亞書》第 58 章講禁食非常地清楚，我們看見在《約珥書》第 2章也

講到說：「你要撕裂你的心腸，不是單單撕裂你的衣服，要撕裂你的心

腸……」禁食的資訊不是單單只是不吃飯、不喝水，而是說在我們的裏面有一

個一直向神的呼求，撕裂我們的心腸悔改、哭泣，而且我們一直都要潔淨，要

聖潔。雖然對關於禁食有很多的預言，可是一個中心的資訊就是，我們要一直

地潔淨、一直地悔改、一直地聖潔，分別為聖歸給神，這個是禁食的真義。 

當我們禁食的時候，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要到神的同在中，到神的面前和

祂親密。坐在耶穌的腳前，並不只是不吃不喝。若是說當你平常你在禁食的時

候，你每天禱告一個小時，在這個時候你禁食的時候，我鼓勵你禱告兩個小

時、三個小時。若是你平常的禱告生活是只有 10分鐘、20分鐘，我鼓勵你在

這段禁食的時候，你禱告的時間可以延長，最重要是要禱告，不是光不吃東西

不喝東西，而是你要來到神面前，坐在祂的腳前來向祂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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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回到《以斯帖記》第 4 章，當整個猶大族都有困難，要被整個哈曼

的詭計全族殲滅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神呼召一個女孩子以斯帖，她開始來禁

食禱告為國家代求。以斯帖 4章 16 節說：「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

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

見王，我若死就死吧！」這邊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她自己個人禁食。以

斯帖她非常非常地聰明，當我們要面臨一個極大的屬靈爭戰，或者是一個重大

決定的時候，我們不要單獨的禁食。以斯帖她這邊有三個層次，她非常地聰

明，第一她自己禁食。第二她召集她的宮女，就是她所有的屬靈同伴、同工，

我們一起來禁食禱告。當這些宮女跟以斯帖一起禁食的時候，第三個層次就是

呼召國家也要為著她們的禁食來禱告。 

今天神要對你這樣說話，請你們領受這樣的一個資訊。若是在你們這 40天

或者 50天的裏面，你們有一個極重大的決定，不管是投資或者一個新的探險，

你們需要做很大的決定，我真的鼓勵你們可以勇往直前，但是不要立刻。你們

經過 40天或 50天的禁食，第一首先你自己要禁食嚴肅地禱告，第二你可以召

兩三個同伴說：「可不可以請你與我一起禱告？」當你和你的同伴這樣子一起

禱告之後，就可以呼召國家，來為全球、為這件事情來禱告。若是你現在這 50

天你有一個重大的決定，有一個新的方向，你不知道要怎麼選擇？第一，我鼓

勵你這 50天一天禱告一個小時，然後第二你去邀請一位或兩位三位同伴，邀請

他們與你一起為這個重大決定跟方向來禱告。你不要單獨作戰，因為這是個很

大的屬靈爭戰，所以你要找一些跟你靈裏相當的，不是體力相當的，是靈裏相

當的人，一位兩位三位跟你一起並肩作戰，一起來禱告。第三就是全球性，我

想要告訴你。我就開始來興起 8000 個兒童每天都禱告，這 8000個小孩他們每

一天都禱告，其中很多不僅禱告還禁食。我們就呼召有很多的孩子，若是你們

遇到一些緊急的重大困難，你們可以打電話進來，你們的名字會被張貼在那些

牆壁上，那我們這些孩子就是每天會舉手為你們禱告。 

我覺得神在給我一個新的策略，所以我很想跟各位的領袖還有牧者們分

享，就是神要興起兒童們，他們進入禱告的殿。在這樣的一個角落裏面，他們

向神呼求來禱告有一個突破。我訓練我的兒童不僅僅是禱告，而且禁食，我們

看見好多的神跡奇事發生。當美國、中國甚至烏克蘭遭遇到這麼大的急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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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興起下一代，特別是孤兒——無父的世代（你不要認為你沒有父

親），在你的裏面大有能力，你要興起來禱告，突破、突破、突破…… 

我們看《歷代志上》14章 11 節：非利士人來到巴力·毗拉心，大衛在那

裏殺敗他們。大衛說：‘神藉我的手衝破敵人，如同水沖去一般’；因此稱那

地方為巴力·毗拉心。」這個經文非常地稀奇，我看一下這個地名叫做巴力·

毗拉心。巴力·毗拉心的意思就是說「突破之地」，即使在以色列你今天去探

訪，你都可以看見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的名字就叫做巴力·毗拉心就是「突破

之地」。所以今天你的工作場所、你的公司、你的家庭，即使是困難，可是會

被稱為突破之地。你的公司、你的工作，就是你這 40天，你願意不管是為你的

電腦、為你的工作桌、為你的整個環境來禱告的話，你可以轉化，在這 40天將

你的公司變為一個突破之地。 

在這第十四章第八節講到說，因為大衛他被膏抹成為以色列的王，所以非

利士人就來尋索他，想要殺死他，那第十節大衛就為了這件事情來尋求神說：

「我不該不該去爭戰呢？你會不會將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中呢？」這邊講到

說，當非利士人來到巴力毗拉心的時候，大衛在那裏就殺敗他們。當你的名聲

越大，而且你的位置越高，越有能力也被尊重的時候，代表很快有一些屬靈的

攻擊就會臨到你，你謙卑低伏在地上，你就會非常的安全，但是若是你想要高

高在上的話，你會非常的危險。 

在那個時候，大衛他剛剛被膏抹成為以色列的王。那問題就開始了，當他

當初只是在猶大地，那個小小的地被分封的時候，膏抹的時候，沒有什麼問

題，可是當他一成為整個全國以色列的王的時候，攻擊就來了。若是當你向神

禱告說擴大我的境界的時候，你同時需要禱告：「主啊，擴大我禱告的度

量。」當非利士人聽說大衛已經被膏抹成為全以色列的王的時候，他們非常的

憤怒就來攻擊大衛，大衛他知道若是他來尋求神，他會贏得這場爭戰，大衛他

深深知道。雖然當時整個以色列不是那麼的強壯，而非利士人是這麼的兇猛強

大，但是他知道只要他仰望神尋求神，他就會有突破。我告訴你們，今天不管

你遇到多大的問題困難，不管是疾病、不管是你的婚姻上的、你的財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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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作上的、你人際關係上的、或者你的親戚死亡的讓你傷心的，但是我告

訴你，你可以來尋求神，你可以來仰望神，你會經歷突破。 

大衛他不是第一次跟非利士人交戰了，他知道他只要靠著神，他是可以突

破的，所以他在那個地方叫做巴力毗拉心，他靠著神他得勝了。今天，你若是

看見一些東西已經失去了，好像是被仇敵偷走了，或者是有人離開了教會，我

希望你到那個地方去，再重新把它奪回來，為那件事情禱告，為那個人禱告，

再奪回失去的領土和產業，神會把突破賜給你。 

在歷代志下第二十章那邊有同樣的故事，三個國家摩押人、亞捫人、米烏

米人，還有亞蘭國這樣子來攻擊約沙法王的時候，大衛他知道戰爭不屬於我，

這時候是約沙法王所面對的，他說戰爭不屬於我是屬於神，所以神可以使約沙

法王得勝。當你遇到很大的屬靈爭戰，很激烈的爭戰的時候，你不要放棄，你

找兩三個人跟你一起來禱告，你禁食、你禱告你會得勝，你會擊敗仇敵，而且

你會做一個得勝者。 

我很訝異主耶穌，祂是神的兒子，祂這麼的有能力，可是當祂開始祂的事

工之前，祂有沒有立刻就跳進去？沒有。祂在曠野接受了 40 天的禁食，勝過的

試探，同樣今天又是別人給你一些好像好的名聲、給你錢、給你地位、給你工

作，你是不是立刻就奮不顧身的跳進去？絕對不可以。我鼓勵大家，你們要來

到神面前，你要說：「先等一下，我要禱告，我要尋求神，知道是否這是神對

我的帶領。」當神有指示的時候，才要繼續往前，就像耶穌一樣。耶穌祂也隱

藏在神的同在中 30年，30年來預備祂整個人，而最後的三年半祂才公開了祂

的事工。你知道耶穌祂三年半的公開事工成功的秘訣在哪里呢？在於與祂出來

事工之前的 40 天與神同在，禁食禱告。 

因此當你在要面臨一件事情之前，最重要的是你要花時間跟神在一起，大

量的與神親密，從神尋得到答案，然後你才勇往直前，不要自己輕易的就往前

去了。因為耶穌 40天的禁食禱告，所以祂在那三年半裏可以明白天父的心，完

成神的事工。所以當很多人有很緊急的事情，要求我禱告的時候，我總是呼召

他們，邀請他們說：「你們來禁食禱告，40天的禁食禱告，到一個神的隱秘

處，跟神關鎖在一起，尋求神，你會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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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們就會結束這個資訊。在印度在幾

年前，他們有一個法律就是來抵擋基督徒，不允許你改信為基督徒，你改信為

基督徒的話，你立刻就進入監獄。通過抵擋基督徒的法律的黨派，他們有所有

國會的席位,所以當這個黨派出來競選，大家都知道這個黨派會贏，所有的教會

裏面的牧者代禱者，他們都很心碎，不知道當如何行。但是在印度史無前例

的，所有的教會的牧者代禱者就開始哭泣破碎的來代禱。因為當你好像似乎無

路前進的時候，你確實有一條道路；當所有的門都關閉的時候，有一扇門會打

開。我們都全體一起向神哭泣，我們帶領全國一起來 40 天的禁食禱告。最後一

天，我們在一個很大的體育館召集大家，大會的召集人說：「今天的禱告非常

重要，好不好所有的孩子都一起來，我們一起來同心禱告？」我有點懼怕，因

為全國會看，我不希望那些小小的孤兒們來到臺前曝光，但是我覺得我要為這

個國家、為著教會勇敢地做這件事情，我就叫了我小孩中的一個，這個小女孩

也許是八九歲，她是一個患麻風病的孩子，但是她是個很棒的代禱勇士，我就

跟她說：「你到臺上拿起麥克風開始禱告，看神要藉著你禱告什麼？」這個小

女孩她就拿起麥克風說：「耶穌，我知道祢是誰？我知道祢是活的！我要看見

神跡！我希望這個政黨不要再當政，它要完全被打敗，連一個席位都沒有。」

我非常的害怕，在這樣子的全國禱告會上，這樣的臺上禱告會有什麼結果？」

但是我知道這是一個以斯帖的世代，她們為整個國家來代求哭喊，她們來呼求

神的國降臨，她並不知道神藉著她的口怎麼樣的，我知道這是從這樣的一個以

斯帖的心禱告出來的，每個人都很驚訝說：「這個小孩子怎麼可以這樣禱告？

她甚至有信心的說這個執政黨連一個席位都拿不到。」因為當時全國、還有媒

體都知道，這個執政黨它 100%拿到所有的席位。但是結果來了，你知道發生什

麼事嗎？執政黨竟然連一個席位都沒有拿到，哇！那後來他們整個翻轉了這樣

的一個法律，把它撤回，把它拿走，不再有這樣的一個反對你成為基督徒的這

樣的一個律法。 

今天我呼召年輕人，我呼召無父的世代，你們有能力、你們有呼召就是為

現今的時刻，你有神的呼召，你要看見復興在美國發生、看見復興在你的家發

生、要看見復興在你所到的大學校園，神需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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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呼召所有的牧者、教會的領袖們，你們要將你們的心轉向這些孩子

們，神需要一個禱告的世代，這樣的世代與神同行，願意為著神的價值而死，

神需要你們！ 

我們一起禱告，若是今天孩子們，你感覺神在呼召你，神對你們有一個命

定跟未來，或者做父母的，你覺得神對你的孩子有個呼召，是為著今天神的國

度而活的，我想邀請你們站起來。第一，你為著你的國家來代求；第二為著你

的家庭來代求。從今天開始為你的國家來禱告，也為著你的家庭來禱告，好不

好？年輕人你們有領受到神有給你這樣的呼召，你可以站起來；而且父母們你

們也可以站起來；今天全球線上上觀看的，不管你是在哪個國家，我也呼召你

們，父母們你們要開始來為我們的下一代禱告，為你們的孩子們禱告，因為你

們的孩子需要你們為他禱告。若是你現在線上看的，你是教會的牧者傳道人，

我鼓勵在你的教會所在地，你要開闢一個禱告的時段，是為了你的年輕人跟孩

子他們可以進來禱告的。今天你線上上，不管你所在的國家，特別是你的國家

若是現在對於基督徒教會有所逼迫的，我呼召牧者們傳道人，還有父母們，你

們要興起你們的孩子，現在這個時候來禱告，因為我們不要讓我們的教會、我

們的基督教的信仰被逼迫，所以是迫切禱告的時候，把你們的孩子帶到前線

來，興起他們成為一支禱告的軍隊。 

若是你是牧者的，你是身為父母的，請你舉起手來，領受父的心，對這些

孩子們有一個為父的心，領受天父的愛。你對著這個無父的世代，你有天父的

愛，我現在看見天父的心臨到你身上，當你為這些年輕人禱告，為這些孩子禱

告，他們會得醫治，他們會恢復，會回到家中。天父的心臨到你身上！當你為

這些年輕人禱告，為這些孩子禱告，他們會得醫治！你的孩子他們會愛主！他

們會有醫治恩賜！他們有先知預言的恩賜！他們會有講道的能力！他們也會傳

揚末世資訊！他們會與神同行！今天要領受釋放這樣大能恩膏臨到你身上！你

的孩子悖逆，也許現在不聽神的話，但是我肯定的告訴你，今天你的領受這樣

的恩膏！我看見那些孩子他們流離失所、他們悖逆、他們遠離神、不聽你的

話，但是他們會回來，你經過這 40 天的禁食，你會看見突破、會看見他翻轉，

這些孩子會回到你的身邊、會回到你的家中。你現在要看見天父的愛臨到你的

身上，這些孩子他們被拒絕，他們沒有辦法回家，他們要得著醫治！如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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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著醫治！他們要和你恢復關係，他們會再回到教會、會再回到你的家中，

你要看見這樣的突破，領受這樣的一個禁食禱告的負擔，你所禱告的會藉著你

的孩子來實現，你為著列國復興的禱告，會見到你的孩子復興要來到，你為著

你的家庭得救的禱告，會藉著你的孩子、會藉著你們的年輕人救恩要臨到你們

的家。 

今天有些孩子，當你離開你的家，你不想再聽你父母的話了，我看見神的

大能要臨到你，神的恩膏要臨到你，你要從一切的毒癮的裏面出來，你要從一

切的上癮的裏面出來，你要回到這個家中，你要加入復興的行列，我鼓勵你加

入這 40天的禁食禱告。有些孩子我看見你們你會和鄰居、你們會跟你們的同學

呼召，而且能夠邀請你的同學進入一個小小的社團，你們會一起禱告，你們的

父母也會為你們禱告，使你們這樣子的一個福音恩膏，可以流到那些還不信主

的孩子身上。我看見這些年輕的孩子，從你的心中，從你的家中，你會呼求

說：「神啊！你來拯救，你來醫治這個國家，我看見你們領受這樣子的一個負

擔。」 

主，我為著復興來禱告，藉著孩子跟年輕人，復興要來臨，藉著孤兒、無

父的世代復興來臨。耶穌謝謝祢！主啊，我們已經預備好，要走入復興還要轉

化，突破已來臨。我們是得勝者、我們是征服者！在祢的名裏，靠著你的寶

血，我們會看見這樣的復興，我們也會親眼目睹轉化。是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