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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和新婦都說来

                  ——慕主先鋒教會主⽇資訊
林戴寧牧師

2022年4⽉9⽇

今天我要分享《啟示錄》22章，這會是今天的關鍵經

文，但是我們也會看其他的經文。我們一直在為灣區禱

告，今天已經是第四十九天了，明天就是第五十天，所以

在我分享神話語時，也會來分享為灣區禱告的意義。�

現在，讀《啟示錄》22章17節：「聖靈和新婦都說：

‘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父啊，我們感謝祢！為這個生命河的水感謝祢！我們

也為這條生命河感謝祢，這個從祢而來的生命河！同樣，

當聖靈來引導我們的時候，這生命河也澆灌在我們當中。

聖靈啊，求祢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真的能看見福音的

真實。奉耶穌的名！�

《啟示錄》21章、22章描述了新耶路撒冷降之後的生

活。《啟示錄》21章很詳細的描述了新耶路撒冷的美麗和

榮耀，以及羔羊和父神的同在。在《啟示錄》21章第2節，

使徒約翰看見聖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

而地上的新婦們也預備好，一同來迎接這位新郎，也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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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羔羊的新婦。在這新耶路撒冷城中有一條生命河，是

從羔羊的寶座上流出，能夠解我們的饑渴。�

事實上，我們並不需要等到新耶路撒冷降下之後才能

夠體驗生命河的水，因為這條河現在已經從我們這裏面湧

流出來。對，你完全沒有聽錯，生命河的水不僅僅從天上

的耶路撒冷——榮耀聖城流下來，同樣的也是從我們的腹

中湧流出來。這怎麼可能？如此神聖、如此永恆、如此能

夠賦予生命、如此能夠永永遠遠的滿足我們的饑渴的活

水，怎麼可能從我們的裏面出來呢？我們首先要回到《約

翰福音》第4章，主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我不會把

這23節全部讀給你們聽，但是我真的鼓勵你們回去把《約

翰福音》第4章這23節經文全部讀了。�

在那本福音書的記錄中，耶穌故意改變了他的旅程，
這就像他在繞道而行。其實聖經說他需要經過某個被選中
的地方。跟隨的耶穌的門徒們可能會困惑於耶穌那天選擇
的路線，因為這不是從a點到b點的正常路線。主耶穌正要
與一位一般人想像不到的人會面，是一個從撒瑪利亞來的
一個婦人。於是，耶穌在中午時分、在烈日下，在雅各井
旁等候，而祂的門徒們就去了城裏面去買吃的了。就在這
時候，有一個婦人來了，她把一個水桶放進井裏取水，開
始做一個正常的日常工作。這時候，耶穌就開始跟這位陌
生的婦人對話，祂說：「請給我一點水喝。」這個女人看
著耶穌說：「你看起來像是個猶太人，我是撒馬利亞人，
我們這兩方的人有史以來就是敵對的，作為猶太人你是不
能喝我的桶子裏的水的。」我不知道這個婦人到底想了多
久，但她在想：「這到底怎麼回事？」然後耶穌又問她第
二個問題，耶穌對她說：「你若知道我是誰，你會請我
喝，我也會給活水，你喝了這水，就再也不渴。」我可以
想像到婦人搔搔頭，說：「我有桶，但你什麼也沒有，就
在幾分鐘之前你向我要水喝，但是你現在告訴我說你會給
我水，而且永遠不會渴。」對話一直是圍繞著饑渴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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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概括21節到23節，耶穌用非常慣常的一種
需要——就是口渴。你知道我們身體其實充滿了水，我們
可以好幾天不吃東西，但是我們很短的時間沒有水的話就
麻煩了。我想可能我們身體70%都是水，我們的細胞中的
90%都是水。所以不管怎樣，重點是說水是給予生命的。所
以耶穌看著這個婦人，祂知道這個女人對她目前的生活一
點都不滿意，她急需要愛，而且祂知道她過去有過的五個
男人，從這五個丈夫中她都沒有得到愛。這不僅僅在猶太
人當中算是一個不潔淨的一種生活方式，甚至在她跟她同
樣文化背景的撒馬利亞人中，也不是一件好事。這就是為
什麼她要選擇一個一般人都不會出來的一個時間來打水。
傳統上，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會單獨在一
起說話，耶穌來跟她談論在生命中一個極深的需求，所以
耶穌就對她說：「如果你知道我是誰，我可以給你水，而
你喝了之後你永遠不會再渴。」所以在21-23節當中，他就
講到聖靈的活水。他說：「任何人要敬拜我的話，必須用
心靈跟誠實裏敬拜我。」�
我們先在第4章暫停下，我們看第7章37-39節，這幾天

是住棚節的節期，住棚節一般來講要慶祝7天再加1天，7天
的慶祝結束之後是那樣一個榮耀豐盛，所以再加上一天，
在那一天是最榮耀的時刻。在住棚節的第八天，沒有一個
人會出去打水的，為什麼呢？因為水井離他們慶祝住棚節
的地方太遠了，在住棚節之前，他們早就把水已經儲存好
了。�

在那一天耶穌說：「你們當中渴的就到我這裏來吧！

凡相信我的人要從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也是在描述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生命，這個生命是完完全全降服在聖靈

裏面的。嚴格的來翻譯的話，並不是一條河，而是好像一

個噴泉，這個噴泉大有能力地從裏面噴出來，水多到一個

程度，以至於彙聚成一條河流下去。這些相信我的人不僅

僅從耶穌喝到活水，而且這個活水要從你的腹中如一個強

有力的噴泉噴湧出來，這樣一個泳流可以持續到永永遠

遠。這唯一的生命水的河，是從每一個信徒裏面，從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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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中噴湧出來的，所以你無論到哪里就帶下醫治、會帶下

生命。無論你走到哪里！�

當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話的時候，「你若相信我，

你如果來求問我，我會給你水，是活水。我會把聖靈給

你，一旦聖靈充滿了你，你就會成為那個噴泉。不僅僅你

自己得到滿足，同樣你要成為一個泉源，不只是來滿足你

自己，你要更能夠滿足那些饑渴的人。」因此，在《啟示

錄》第22章17節：「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

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在這邊第一部分講到說「聖靈跟新婦他

們彼此完全地合一」；第二部分就講到「這個新婦她是這

樣地被活水來充滿」，這就是撒瑪利亞婦人的圖像，她一

開始是完全地渴，最後她被完完全全地充滿，因而成為一

個在心靈誠實裏的敬拜者。接著她進到城裏告訴每個人，

所有的人都出來了，而且所有的人也都相信。當門徒們回

來時帶了一些午餐，他們可能在撒瑪利亞買了一些「蒸

餃」，他們說：「拉比啊，請吃。」但耶穌說：「我有食

物可吃是你們不知道的，我吃飽了。在你們不在的時候我

已經吃飽了，看莊稼已經預備好了，可以收割了。你看這

個莊稼已經熟了，這個麥田已經可以預備收割了，我的工

作就是來行我父差我來的旨意。」這一章是耶穌講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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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水」非常有名的一章，特別是對我們華人來講，但他

卻是在非常屬靈的層面來說的。�

我們再回到《啟示錄》22章，新婦已經預備好了，為

什麼她預備好了呢？因為她的渴望跟聖靈的渴望是對齊

的，而且她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者的指引。現在這個時候

新婦已經預備好了，所有的猶太人跟外邦人都已經聚集在

一起。在《啟示錄》19章第7-10節：「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

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

聖徒所行的義。）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

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

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

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我們看到這裏說「新婦已經預備好了，穿著細麻衣，

就是信徒所行的義。」她新娘的禮服已經預備好了，就是

天父給她的旨意，她所做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她已經完完

全全地把禮服穿好了，已經預備好了，極為美麗。這個預

備好的新娘就開始向著耶穌呼求說：「來吧！來啊！」事

實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使徒保羅曾經鼓勵我們說：「我們

要顧念那所不見的……」在主快要來的日子當中，我們的

心思意念能夠跟所不見的天父上帝的心意來連接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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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人也許會問：「你的心思意念都在天上，那麼在這

個世界上你會不會變得毫無用處了？」但是我已經跟大家

分享過，我其實工作的確是很勤奮努力的；在這個充滿塵

土的地上，我事實上走了不少路，你看我的手上全是灰

塵，我現在並沒有在雲上漂浮；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在

地上工作得有效率，在於我能不能看見天上的國度降到地

上來，也在於我裏面這個活泉能夠從天上來支取水分。如

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在地上所有努力勤奮的工作都是毫無

用處，僅僅是忙碌工作而已，我並沒有將天上神的國度帶

到地上來。如果說我要把從天上的國帶到地上的話，第一

我的心思意念必須要先放在天上，就是在歌羅西書講的。�

對我們有些人來講，我們講到天堂是很難想像的，在

聖經裏並沒有很多地方描述天堂，我們從聖經知道天堂是

真實的，保羅被提到天堂去，所以我們知道那是真的。但

是實際上，聖經並沒有給我們詳細地描述天堂到底什麼

樣，卻描述了新耶路撒冷城裏面一切的美麗，對於新耶路

撒冷我們所知道很多。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天堂是真實的，

地獄也是真實的。但是因為不是很多教會都喜歡談地獄，

所以可能有些人已經忘記地獄了，現在已經普遍不談地

獄，不流行談地獄，現在很多教會都不談了。雖然很多教

會不談地獄，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地獄是真實

的，但地獄不是永恆的，因為最後地獄要丟到火湖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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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講到，甚至連陰間都會被丟到火湖裏面，所以

地獄更別說了。我們知道天堂是真實的，所以這個天堂真

是非常的棒，我們都要在那裏。但在《啟示錄》第19章、

《啟示錄》第11章15節，當最後的號聲吹響的時候，主基

督的日子就來了。那天所有的聖徒要復活，也就是說世世

代代的聖徒們，過去已經死了的，在那一天都要回到地上

來，而且帶著一個新的身體回來，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

的日子，所以聖經描述這一天就好像我們的婚禮那天一

樣，新郎已經有一個新的復活的身體，而他在等候這些新

娘們全部都得到復活的身體，以至於他們能夠合而為一在

永恆裏。�

就是非常美麗，但是你能夠想像嗎？你能想像如果在

那一天沒有手機、沒有任何的簡訊或是臉書等等的資訊，

你會覺得很無聊。如果你還留在天堂的話，你很悶很無聊

的，全部的聖人都回來了，剩下一個空空的天堂，連耶穌

也回來了。所以我要說的是天堂很棒，我要說當大家都從

天堂回到新耶路撒冷之後，天堂就不再那麼好。所以說天

堂不是永恆的地方，如果天堂是永恆的地方的話，那為什

麼我們所有人都要回到地上，和我們的新郎結合成為一個

婚宴，然後我們要永永遠遠在地上，永永遠遠居住在新耶

路撒冷，居住在新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在地上我不知道，

可是是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我們新的居住的家。在《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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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14章講到說：「在我父的家裏為你們預備了許多的

住處」，他講的並不是天堂，而是在新耶路撒冷。也許天

堂是有房間，但這些只是「出租房」而已，但是你在新耶

路撒冷所定的房間是永恆的。那是在新耶路撒冷裏面！�

我不知道天堂是暫時或者永恆，因為聖經上並沒有

說，但是我知道地獄是暫時的，因為它最後會被丟到硫磺

火湖裏面。天堂可能也是永恆的，但是我們最後所在的地

方、永恆的地方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你一定要在新耶路撒

冷定一個房間，因為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這時候很多聰明的、很會投資的華人一定想到：

「嗯！我要開始在新耶路撒冷上投資。」事實上你應該要

這麼想，永恆的地產在新耶路撒冷，你一定要在那邊有個

地方。當你從那個地方開始，你就知道怎麼在這裏居住，

所以在這裏做的每一個決定，你在這個地方所做的每一個

決定，你都會想到在天上投資。不管是不是有人在看，或

是沒有人在看，因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從我的心裏來

做，是為了主而做，不是為了人。�

《歌羅西書》第3章23節：「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裏

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為什麼我們要從新

耶路撒冷的開始？因為如果我們知道哪里才是我們的家？

我們就不再會有無家可歸的感覺！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教會

裏一直感覺我不屬於這裏。我們不曉得我們不屬於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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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來建立家庭、建立家庭！」的許多，是的，我們

的確要這樣，但如果我們照著地上——世界方法來做的

話，永遠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的心，因為我們心的渴望是在

新耶路撒冷，是在那個永恆的地方。在地上的家庭，只是

小小的預嘗將來在天上家庭的樣子。�

我可以繼續來談新耶路撒冷，因為這新耶路撒冷是那

位新婦、是羔羊的妻子。我還要再提兩點，其實我有更多

可以講，但是因為我有時間的限制，我們現在還住在地

上，然後我希望跟大家一起連接在50天的禱告當中。�

第一點，是在《啟示錄》第19章第7-11節：「我們要

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

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

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

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

的話。」另外是《啟示錄》22章第8-9節：「這些事是我約

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

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

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

的。你要敬拜神。」兩次使徒約翰倒在地上，他兩次倒在

地上，然後天使到他的前面，然後天使都要說:「不要！不

要！不要來敬拜我，你要來單單敬拜神，我只是一個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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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僕人，我跟你一樣都是僕人，我也是被造物，被神所創

造的，但是只有神配得一切的敬拜！」�

我有一個理論：事實上是天使誤解了約翰，其實約翰

並不是試著要來敬拜天使，只是因為天使站錯了地方而

已。約翰他是一個愛的使徒，因為他是約翰福音的作者，

他寫的約翰福音第3——4章，他知道用心靈誠實來敬拜

神，所以他知道這些，為什麼約翰兩次撲倒在地上？這並

不是約翰所犯的錯誤，如果他來敬拜一個受造物的話，那

是偶像崇拜，我們不能來敬拜一切受造物，也很知道如果

他這樣做的話，這是一個很錯誤的神學。我們回到《啟示

錄》第4章，在那裏看到神的寶座和古代的人，亙古常在者

坐在寶座上面，有如同寶石的榮耀祂裏面發出來，撒拉弗

就不斷的呼叫說：「聖哉！聖哉！聖哉！昔在今在以後永

在的神！」受造物看到神的榮耀時，他們不能停止敬拜，

也沒有辦法不敬拜祂。他們被吸引時，你不需要要求他們

讚美，他們不停的說：「聖哉！聖哉！聖哉！」所以約翰

到底是怎麼了？因為在《啟示錄》第十九章，約翰看到這

位基督的新婦。在《啟示錄》22章8節：「這些事是我約翰

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

使腳前俯伏要拜他。」所以同樣，他又再次看到這個新

婦，在之前那個地方，所以這樣描述：基督新婦其實是一

個非常明亮的城，裏面充滿了寶石。我們基督徒常常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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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黃金街道，我們有很多的詩歌都講到黃金街，甚

至我們一起唱歌跳舞，一直唱一直跳，這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需要來稍微調整一下我們對聖經的瞭解，黃金街並不

是來描述天堂，而是描述新耶路撒冷。�

第二點，其實在新耶路撒冷裏面最榮耀的東西並不是

黃金街道，黃金街道在新耶路撒冷是非常平常普通的東

西，而是透明碧玉的榮耀。這裏的城牆長寬高各是一千五

百英里，有好像珍珠的城門，這個城市的牆垣是用寶石做

的，在新的聖城當中沒有日月的光芒，因為整個城被這位

神的榮光來照耀，以至於城牆、街道、整個城都反映出我

們這位神的榮耀。結論就是：當你看到子的榮耀，你就看

到父的榮耀；你看到父的榮耀，你看到子的榮耀；同樣

的，你也看到這個神子祂的所有新婦的榮耀，這個新婦的

榮耀就像子的榮耀，就像天父的榮耀，這是一樣的榮耀。

在約翰福音第17章裏面，耶穌禱告說：「主啊！榮耀我，

也榮耀他們。」是什麼樣的榮耀呢？這個榮耀就是我們剛

剛講到聖城的榮耀、新婦的榮耀、子的榮耀、父的榮耀。�

當使徒約翰他看到這新婦的時候，她已經預備好了

嗎？他看到完美的新婦，是完完全全有新郎的樣式，所以

他不得不跪，跟著撒拉弗跪下一起敬拜：「聖哉！聖哉！

聖哉！」是因為那位新郎嗎？是因為新婦嗎？實際上沒有

關係，不在乎是誰，因為他們有同樣的榮耀。當他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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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約翰是一個平凡的猶太人，但我是建造那榮耀耶路撒

冷——永恆之城的活石一部分，那是基督永恆的居所，我

怎麼配得上這個？我被囚禁在拔摩海島上，人看我是一個

囚犯，除了和我關在一起的囚犯，沒有人看到我，但我是

耶穌的新婦，我永恆的命運是碧玉的榮耀（即神的榮

耀）。突然，他整個生命都有了意義。忽然，從現在到新

耶路撒冷，他需要面對的一切都不再是問題。所有的苦

難、所有的成功，他都要放手，因為這些與他所等待的、

在那裏的、永恆的榮耀相比，都算不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從這裏開始呢？因為天上的耶路撒冷給了我
們在地上生活的正確視角，這樣，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每天
所面對大事小事，都不能帶給我們太多困擾，因為我們知
道我們是為那一天和那個地方而活的。 

50天禱告，明天我們會在三藩市市中心的愛科斯毗科

斯教堂集合，這個教堂是一百年前的一個復興家所建立

的。上次我來這邊的時候，我分享到迪各•伊士曼的故事，

當他被神呼召之後，他看到了這個時候，他的事工就從青

少年事工變成禱告事工。所以很多人都是被迪各•伊士曼訓

練出來的：畢邁可是他所訓練出來；皮克·丹尼爾是他訓練

的；我後來發現這個教堂的亨利牧師也接受了他的訓練，

當他19歲在非洲的時候，亨利牧師並沒有見過他，而是看

了迪各•伊士曼的教導人禱告的書；連路英鉤也是被迪各•

伊士曼所訓練的；我知道很多禱告事工的領袖都是從這個

水流裏被帶出來的。因為他是一個禱告的人，所以因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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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事工邀請他來他們的禱告部門服侍，其實開始的時

候是禱告部門，後來他成為整個服侍的負責人。1984年，

他說他在七零年代那段時間只帶了差不多29個人信主，他

開始讓那些人來禱告，當他開始禱告而且在開始福音事工

後，五十年裏面就有240000000人得救，神回應了他的禱

告。他給我看他的任命卡，就是當他被按立成為這樣一個

事工的牧師的時候，他曾經寫下一個筆記，說：「主啊，

能不能讓我帶領一億人來信主？」在他寫這個時，他只帶

了29個人信主，他當時並不知道神如何來做成這事，但是

他知道耶穌教導了他如何禱告，他必須要教導很多人如何

來禱告。 

二月我來的時候，我很高興有這樣一個50年的禧年迴

圈。所以在3月26號，我們就到了三藩市市中心的愛科斯毗

科斯教堂教堂，我們聚集灣區不同的地方的人一起來禱

告，我們這裏是第六個地方。在這期間，我負責組織聚會

和結束禱告會，所以實際上我就是做結束禱告的那一位，

這時很多人都已經預備好要回家了，因為禱告會已經結束

了，所以在做結束禱告的時候，你知道就好像做謝飯禱告

一樣，你不要禱告太長，因為大家都已經準備要吃了或者

準備要回家了。我在那站著，我是最後一個禱告者，神的

靈在我的身上，我就明白「哦！這並不是一個五十年的迴

圈，這是一個一百年的迴圈，兩個禧年！」因為事實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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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教會是在1922年建立的，一百年前由一個從威爾斯來的

一個奮興家建立的，最近，這個教堂又被重新建造，但最

初的建築是一百年前的，當原本教會的那個牧師在講道的

時候，甚至有膏油從他的聖經裏面就這樣流出來，而且是

非常普遍尋常的，我想他們把這個記錄在他們教會歷史的

某處了。所以在《撒迦利亞書》第4章14節講到受膏抹的兒

子女兒，就是指的受膏者，所以我非常激動:「啊！主啊，

感謝祢，因為不是僅僅是一個禧年，而是兩個禧年在一

起！」 

我們第二次再到這個愛科斯毗科斯教堂，在50天裏，

好多好多其他非常驚人的事情發生：人們開始在每一個地

方都禱告；醫治開始發生，得救的人開始增加。就在昨天

晚上，在聖克拉拉晚上七點的禱告會當中，許多許多人得

醫治，在我們當中有兩位年輕人直到清晨兩點才回家，他

們都不需要睡覺，很有精神，清晨兩點他們的一天才開

始。 

所以我今天要對大家說，不論是你在現場或是線上上

來聽這資訊的，神要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觸摸你。我們在

一個雙重禧年的這樣一個敞開的天窗當中。禧年是一個你

的債全部被豁免，你被拿走的東西要歸還，所有人都回到

他的定位的時候，得到你們應有的自由，在主裏面應有的

自由。這是一個雙重的禧年，所以今天我鼓勵大家能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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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伸出你信心的手來，憑信心來舉起手來，不管你現在在

哪里聽這資訊，憑信心伸出手來。如果感覺在這個時候，

好像是神邀請你要開始經歷雙重禧年這樣一個恩典的時

候，到前面來。我相信你不需要等候一個很長的邀請，其

實神的話非常清楚，所以到前面來排成一行一行，每行列

當中有空位，以至於能夠讓禱告的人服侍你，不僅僅我們

自己得著，同樣也是我們得著後能夠給出去的時候。 

請醫治團隊可以到前面來，醫治團隊先到這旁邊來，

我右手邊的空處。所以我們先來為醫治團隊來禱告祝福，

然後他們就可以接下來服侍許多人。哈利路亞，感謝耶

穌，哈利路亞。就在今天下午摩根和尼森他們在服侍年輕

人的時候，他們在這地方看到一個敞開的天窗，一個從天

上來的天窗，是為了我們的教會敞開的，因為我們所有的

禱告，在我們教會中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禱告，有一個永久

敞開的天窗在這裏。開始有什麼從天上下來，而且從我們

地上也要到天上，所以我們要來禱告，不管是什麼（風、

火、油……）從這個天窗降下來，今天都能觸摸我們每一

位。我們可以來敬拜，我們閉上眼睛，伸開我們的雙手。

聖靈，我們歡迎你，聖靈，我們歡迎你。 

主，釋放新的靈裏面的自由！主啊，新的靈裏面的自

由！思想的自由、情感的自由、身體的自由！靈魂體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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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充滿。主耶穌，釋放醫治的恩膏，不論站著的坐著的，

求主現在很明顯地在我們當中做醫治的工作！ 

不僅僅是醫治疾病，而是將生命帶到我們身上重要的

細胞器官。奉耶穌的名說生命！ 

如果今天在我們當中，你知道你身體不舒服，也許你

不一定知道到底哪里不舒服。但在這個禱告當中，你感覺

到有東西被釋放，有東西出去了，請你舉手。 

大家繼續禱告，在任何一個時刻，當你感覺到有東西

被釋放出去，在身體某處得到醫治，就請你馬上舉起手

來。哈利路亞，繼續等候神。醫治團隊的，如果已經被服

侍的，可以開始服侍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