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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今天我好開⼼來到這裡。我為教會做的許多禱
告，現在都開始實現了。這是年輕⼀代的時代，兒女們將要成
為屬靈的⽗母，這是我之前釋放過的資訊之⼀，這個資訊過去
⼆⼗年我⼀再地傳講，但是我現在看⾒過去曾經是⼩孩⼦的，
現在已經長⼤成熟成為屬靈的⽗母。年輕⼈你們的時刻來臨，
這是復興的時刻，我非常強烈地相信：復興急速地來臨，很快
要來臨！你們相信嗎︖你們相信嗎︖我深深相信。我也要看⾒
復興在這個地⽅產⽣，就是在這個前⾯就會產⽣了。復興即將
到來，但是在這個復興中，神要釋放年輕的⼀代，他們過去雖
然是微⼩，但是今天他們不能夠被震動，⽽且要成為轉化世代
的⼈。�
我今天看⾒從臺灣來的利未牧師，當我20年前到臺灣的時

候，� 利未牧師還是非常⼩的⼀個⼩男孩。過去利未牧師還很
⼩，他說：「你不要呼召我！不要呼召！」他只想要逃跑，我
過去就跟他說：「你將來有⼀天會成為牧師，成為神國的領
袖，你會看⾒、會發⽣。因為你對於年輕的世代有⼀顆為⽗的
⼼，神要使⽤你。」他每次看⾒我他就趕快逃跑，說：「你不
要這樣為我禱告！� 你不要這樣為我禱告！我不要這樣⼦。」
他非常地喜歡我，也很愛我。但他不喜歡我對他的預⾔，他總
是說：「不，我不配，我不配，我只是⼀個垃圾⼀樣。」神怎
麼能使⽤這樣⼦的⼀個垃圾呢︖這是從神來很偉⼤的呼召。因
為將復興帶到年輕的世代是⼀個很偉⼤的呼召，⽽且是這個季
節的呼召。但是今天我想跟⼤家分享，神並沒有選擇堅強、聰
明、受過教育的⽽且位置很⾼的⼈，祂要選擇軟弱者、破碎
者、失敗者，即使他們說：「我像個孤兒，我不⾏的。」神要
使⽤你們！神不是呼召你做⼀些很⼩的事情，神要呼召你做⼤
事，⽽且會影響列國。�

 1



神⼀直地呼召我傳講這樣的資訊，祂說：「⾛上街頭，抱
起我的孩⼦，祝福並釋放⽗親對他們的愛，我愛他們，向他們
表達愛，我的孩⼦們將震撼世界。」你知道嗎︖當他們禱告的
時候我的⼼就在震動，⽽我的孩童們他們也會震撼這個國家。
今天有這麼多年輕⼈，過去他們說：「我們是這麼的⼩，我們
是這麼的軟弱，我們沒有任何的經驗，我們也沒有任何的舞
臺，我們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但是神對我說：「我是⼀個
⽗親，我會成為他們的⽗親，他們需要的是⽗親的愛，⽽不是
⾼等教育、很⾼的頭銜——博⼠，或者很多其他的事情，他們
所需要的就是我的愛。如果他們接受了我的愛，他們將繼續震
撼世界。我的孩⼦們會禱告、會傳講，會發預⾔、會醫治，我
的孩⼦們會拓植教會，孩⼦也會帶來及時的資訊。」�
當神在1987年7⽉開始對我說話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末

世資訊，但有⼀天晚上，耶穌來了，告訴我⼀些話，其中有⼀
句話我⼀直到最近我才明⽩，我的孩⼦們他們是可以傳講末世
資訊的。我知道這些資訊對於你和我來說都是非常困難和可信
的，但是你們要相信，當神說什麼的時候，神對這年輕⼀代說
話，他們所傳講的資訊會發⽣！會發⽣！會發⽣。我今天知道
有信⼼從這邊要被釋放出來，很多的事情、預⾔都要開始發
⽣，⽽且要觸及列國！阿們！你們過去曾經是屬靈的兒女，但
是如今你們要成為屬靈的⽗母，這是不可思議的。這是復興的
時刻，神需要我們的孩童、需要我們年輕的世代。�
我好⾼興在這邊有禱告殿的成⽴，不管是在臺灣⾼雄還是

哪裡，在各地都有很多禱告殿的成⽴，我非常地⾼興。那神對
我說：「你要去各地找到這些孤兒，尋找他們回來，建⽴他
們，⽽且不僅僅是孤兒院，要將孤兒院轉換成兒童禱告室。」
這是⼀個建⽴兒童禱告殿的時代了！阿們！也許你會開始這樣
⼀個禱告殿，也許是在很多的國家，我們要成⽴國際禱告殿。
但是事實上若是沒有兒童禱告殿的話，也沒有國際禱告室，也
沒有其他各地的禱告殿。我覺得我今天來到這裡是最正確的時
刻、是最好的時刻、是最合適的時刻，就是這個時刻，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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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我們成為⼀個團隊，不僅是江媽媽，還有利未牧師和我們
所有的牧者團隊，你們對兒童都有這樣⼀個熱⼼。就是為了此
時此刻，神需要兒童，神需要年輕⼈。我覺得你們的教會是在
⼀個正確的⽅向、正確的路程，⽽且會領受新酒。�
好不好現在每⼀位都起⽴︖� 好不好你們可以⿎掌︖為著

這個教會我們來向神獻上感恩。我喜歡並想要訪問在各處對於
年輕⼈有負擔的教會，我為著牧者們對兒童有⼼⽽感謝神，⽽
且神要在兒童中間興起⼀個軍隊。我為著所有的牧者、傳道
⼈、領袖們禱告，那些只要你們是為著兒童有⼼的，我為著你
們禱告，在這時候神要恩膏你們，⽽且要藉著你們、藉著你們
的事⼯、藉著你們的團隊來興起⼀⽀兒童的軍隊。�
我們相信復興要來臨，是藉著你們的兒童，⽽且要釋放到

列國。你們的兒童和你們年輕⼈們要震撼列國！你的兒童，年
輕⼈要到街市、到社區來轉換社會，是你們⾃⼰的孩⼦！我不
是講別⼈的孩⼦，我是講就是你們的孩⼦！你們的孩⼦，他們
會成為復興的⼀部分！今天神已經垂聽了你們的禱告，有多少
⼈你們為你們的孩⼦禱告說：「主啊，復興我們的孩⼦，我希
望我們的孩⼦是禱告的孩⼦、我們的孩⼦是敬拜的孩⼦、我們
的孩⼦是服侍神的孩⼦！」多少⼈為你的孩⼦這樣禱告︖今天
舉起你們的⼿，舉起你們的⼿，請你們說：「今天是神所撿選
的⽇⼦！」神要將這個恩膏臨到你的孩⼦身上，因為復興要來
到美國、復興來到新加坡、復興來到中國、復興來到臺灣、復
興來到⾹港，藉著你們的孩⼦，你們的兒女會帶下復興，因為
你們的禱告。現在你就禱告：「我相信這是我的孩⼦，他們可
以震動中國，他們可以興起國家。我的國家被拯救，我的國家
要有⽕，我要我的孩⼦有熱⽕。」我今天看⾒神復興的⽕要臨
到你的家！你的家要領受烈⽕，你的孩⼦要被恩膏。�
「聖靈我們謝謝祢，聖靈我們謝謝祢！我們將看到我們國

家的重⼤突破，不是由於我，是因為我的兒⼦，是因為我的女
兒，是因為我的孫⼦孫女。我要看⾒復興，是藉著我的家，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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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的家，藉著下⼀代，奉耶穌的名！奉耶穌的名！」我們
說：「阿們！」說：「阿們！」說：「阿們！」�
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很興奮，就是新冠病毒過後，我

來這邊很興奮，因為就像《阿摩司書》9章11節所說的，�「到
那⽇，我必建⽴⼤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把那破壞
的建⽴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樣。」因為在這個地⽅我要
恢復⼤衛倒塌的帳幕，⽽且我要恢復我的榮耀。今天我看在這
裡就發⽣了，今天神要賜下新酒，從現在開始每個星期、每個
⽉你會看⾒很多的年輕⼈來到這邊聚會，⽽且還要充滿了、倒
在神的同在中。因為今天《阿摩司書》9章11節的預⾔要實
現！阿們！⼤衛倒塌的帳幕將要重建，要被恢復！被恢復！祂
的榮耀要來了！祂的能⼒降下，祂的恩膏賜下。我們說：
「911、911、911、911。」天天都要911，神現正在轉換、翻
轉，這是阿摩司書911，這就叫恢復祂榮耀的時候，所有的教
會要領受神的榮耀，每⼀個教會，即使線上觀看者的教會，以
及那些遭受挫折的牧者領袖，因為他們關閉了教會，但是今天
神要對你說話：「去！要⼤膽！要再開始！再開始，⼈會回
來！年輕⼈會來！兒童會來！家庭要恢復！家庭要來！」你要
領受這個恩膏！說：「阿們！」請坐。�
我每次看⾒年輕⼈就覺得好興奮。有些⼈問我：「你幾歲

啊︖」我說：「17歲。」就是你把17的位置⼀調轉就是71，其
實我是71歲，但是我總是說我17歲。別⼈問我說:「為什麼你
的恩膏這麼強呢︖」很簡單，每次我看看兒童跟青少年，我的
恩膏就⼤⼤地上升。阿們！若是你想要看⾒恩膏這麼⼤有能
⼒，你把孩⼦跟年輕⼈帶來，所以今天我為著來到現場的每⼀
個年輕⼈或敬拜的每⼀個年輕⼈感謝神。我告訴你這是⼀個新
的開始，今天你的⼿、你的腳都被神膏抹，不僅僅是你的⼿、
腳跟你的臉，⽽且這樣的⼀個恩膏要深深植入你內在的⽣命。�
我想要給⼤家放⼀個短⽚，我今天要給⼤家做菜的秘⽅是

非常美味的，每個⼈你都有⾃⼰的功能表，因為我所要傳講的
資訊的核⼼就是無⽗的世代。我們在⼀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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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對我講了40年，在過去的20年，神說：「你已經跨越
了。」所以我們現在進入了另外⼀個20年。神在2000年對我
說，神說：「你要轉向年輕⼈跟兒童！」因為他們過去也許是
真的是⼀錢不值的⼈，但是垃圾可以成為珍寶！阿們！說：
「阿們」。那個深深觸動我的⼼，垃圾可以成為珍寶。這個世
代，他們也許被⼈稱為失敗者，或者是被拒絕的，從來沒有看
過他⾃⼰的家⼈，也沒有看⾒他們⽣命中的愛，也許他們吸
毒、他們淫亂、他們有很多邪惡的那些事情……但是神就開始
對我說：「20年，會完全的轉化，他們就變成珍寶！」今天我
要釋放同樣的資訊給你們，如果你覺得⾃⼰真的是⼀⽂不值，
覺得⾃⼰是失敗者，是被⼈拒絕的，⽽且好像你沒有什麼樣的
成就的話，我今天要告訴你，今天在座的年輕⼈，也許你們12
歲、14歲、16歲，我要告訴你在20年之後，你的⽣命會完全的
翻轉！年輕⼈我告訴你們，也許現在你看⾃⼰像是垃圾，但在
未來的20年，你的⽣命要完全的翻轉！你也可以影響國家，⽽
且你的家⼈也會成為這個復興的⼀部分！�
2000年的時候，我認養了兩個孩⼦，真的是從垃圾堆把他

們撿回來。她們⼀個叫阿⾙卡，⼀個叫漢娜。這兩個女孩，有
⼀個她是在垃圾堆裡⾯，我的同⼯在街上⾛時，聽⾒在垃圾堆
中有⼀個聲⾳，我的同⼯就很好奇說為什麼⼀個嬰孩會在垃圾
堆中哭泣呢︖我的同⼯被感動就⾛近垃圾堆，旁邊有⽜正在吃
那些垃圾，然後我的同⼯就把那只⽜趕⾛，撥開那些垃圾就發
現有⼀個女嬰在其中，⼀個非常美麗的嬰孩。但是這個女孩⼦
當時是被印度的⼀種⿈⾊砂紙包裹著的，⽽且有⼀些印度的標
誌在她的額上，也就是說這個嬰孩其實本來是要獻給偶像的，
所以我相信，她的媽媽⼀定很不忍⼼這個孩⼦被殺獻給偶像，
所以她可能在⼀早的時候就把孩⼦帶來這裡，偷偷的藏在垃圾
堆裡⾯。我的同⼯就拿起了嬰孩帶回了家，那⼀天，我就在所
有孩⼦的⾯前，把這個嬰孩獻給了神，我叫她阿⾙卡，然後我
就對這個孩⼦禱告，我就宣告：「這個孩⼦要成為復興世界的
⼀份⼦，你會為主唱歌，你會敬拜神，你會把復興帶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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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你相信嗎︖神對我說：「被稱為垃圾的這⼀代我會興起
他們，過去是垃圾的，在20年之後，這些孩⼦們會成為珍寶，
因為我對他們說：‘我是你的⽗！我將我的愛傾倒在你的身
上！⽽且你會成為⼀個復興的器⽫！’」今天我要對在座的⼈
講，你認為⾃⼰好像就像垃圾⼀樣，⼀無所事⼀無所成，但今
天神要對你說話。我告訴你看這個短⽚，這個女孩⼦怎麼樣從
過去是⼀個垃圾，現在成為⼀個珍寶。她可以唱歌，⽽且她是
多媒體的領袖，她可以傳講，她可以敬拜神。今天你聽到這樣
的資訊，若是你相信的話，你會被建⽴起來，這是你復興的時
刻！從垃圾變為珍寶，說「阿們！」說「阿們！」說「阿
們！」神祂需要垃圾，神也需要失敗者，神也需要那些你覺得
⾃⼰沒有身份認定的⼈，來到祂⾯前，來到祂⾯前！不是明天
去，就是今天！來到祂⾯前，你會領受能⼒，你的⽣命完全轉
化，你的⽣命有新的意義，你不會死，你將要活！你要為祂⽽
活，因為祂愛你，祂是你的⽗，祂在等待你！祂需要你！祂需
要你！祂不需要智慧的⼈，祂不需要很聰明的⼈，祂希望像你
這樣的⼈！就是你！你就是那⼀位！祂要你，祂等待你，祂是
你的⽗！當你來到祂⾯前，祂會擁抱你，祂會釋放你，祂會親
吻你，然後祂會清潔你，祂會更新你的⼼思意念，改變你的過
去，讓你的⽣命有新的意義，你要開始⼀個新的⽣活，你要進
入⽗的家，你會領受恩膏，你會領受新的呼召，今天就是這⼀
刻，來到你⽗的家！阿們！阿們！阿們！我是在⼀個全球的神
的國度中把她獻給神，她們第⼀個禱告的內容就是中國⼈。當
我們那天把這個孩⼦獻給神的國度的時候，我當時並不知道她
們長⼤後唱的第⼀⾸歌是中⽂歌詞。�
（兩個女孩在唱《You� raise� me� up》譯為：《你⿎舞了

我》）�
你相信嗎︖這個孩⼦是從垃圾堆裡⾯撿回來的。⽽今天神

⽤她來在多媒體的裡⾯來歌唱來敬拜，⽽且訓練孤兒們，這就
叫做復興。我們來看《約翰福⾳》第4章28節，這個女⼈她過
去是⼀個妓女，沒有任何的名聲，沒有任何的榮譽，⽽且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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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這個井邊的女⼈她也沒有任何的身份，這個就是神祂所
要改變的⼀個時代。我總是喜歡耶穌的⼼那麼的美，當時耶穌
祂遇到了很多達官貴族，顯要的⼈⼠，⽽且祂也⾏了很多的神
跡奇事，但是耶穌的⼼卻是向著那⼀些好像被拒絕的、沒有身
份的、沒有家庭的、沒有未來的⼈、被⼈厭棄的⼈……這些⼈
的裡⾯有⼀個孤兒的靈，也就是說是⼀個無⽗的世代。�
在未來，也許20年30年，你會看⾒越來越多的⼈，他們在

興起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任何的愛的，也就是⼀個無⽗的時
代。這個世代他們也許什麼都不缺，但他們缺⼀件事情就是天
⽗的愛，或者就是說他們甚至沒有看⾒他們地上的⽗親，所以
我覺得我在這邊所相信的、所傳講的、所練習的這樣的資訊是
對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就是說我們要告訴年輕⼈告訴下⼀代，
我們是有⽗親的！我們有⼀個有著偉⼤⽗親之⼼的⽗親。 
我現在等待，從2025年到2040年，這⼗五年我相信會有⼀

個很⼤很⼤的復興要來臨，城市、國家、事⼯、教會都會被改
變。即使在這⼀周，在科羅拉多普林斯現在有事情發⽣，神對
我說了很多年，因為這是⼀個⿊暗的時刻，但在很多的⿊暗的
裡⾯有⼀個光明。雖然在疫情的裡⾯，在失業的裡⾯，還有在
經濟蕭條的裡⾯，甚至饑荒的裡⾯，這樣所有的⿊暗的裡⾯，
但是神要將光帶進這個⿊暗，神要將復興帶入這個世界！所以
今天在科羅拉多普林斯發⽣了⼀些事情，他們聚集在⼀直祈
禱，他們發起了⼀場稱為10億靈魂得救的運動，這是來⾃神
的，這就是上帝說的：「復興就要來了!」就是說我們要開始
禱告，這樣的⼀個復興，不是少數的⼈得救，10個⼈，100個
⼈，1萬個⼈或100萬⼈，沒有，現在是10億的靈魂要得救。到
復興來的時候，這個地⽅場地已經太⼩了，因為你會要看⾒1
萬2萬的⼈要湧入教會,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件事，沒有你我的
參與，復興是不會來的。�
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你跟我⼀起禱告說：「神哪，我要在復

興裡⾯有份，我需要祢的熱⽕，改變我，轉化我，賜下祢的聖
靈，我需要這樣復興的⽕，完全轉變我的⽣活，我希望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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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命，我希望有個新的靈⼈，改變我的態度、改變我的品
格、改變我的⽣活形態，我要把復興帶到這個國家，不是只是
旁觀，我要深入其中！⽽且我也要帶來復興，不是我⾃⼰的能
⼒，⽽是聖靈的⼤能！是聖靈的⼤能！因為聖靈在我的裡⾯，
祂可以潔淨我的過去，⽽且從罪的捆綁中完全得釋放得⾃由，
從我的⿊暗、我的失望、我的沮喪釋放我，耶穌我想與祢會
⾯，我要有第⼀⼿的經驗，復興來臨的時候，我要作那第⼀個
⼈，我要在前線，我是第⼀個沖出來的，祢完全潔淨我，完全
轉化我，聖靈使我知罪，我要完全的改變，不是復興來的時
候，我只是像個旁觀者，看著別⼈在敬拜、別⼈在領受聖靈，
不，我要在其中！我要在復興的⼀部分!今天我來到祢的⾯
前，來到祢的同在中說：‘神哪，祢赦免我，⽽且祢潔淨我的
過去。’」阿們！阿們！阿們！�
可不可以舉起你們的⼿?與我⼀同禱告：「耶穌，我是個

罪⼈，我正在掙扎，我有很多的捆綁，在我的裡⾯有堅固的營
壘，我正在掙扎，我甚至沒有辦法解脫，但是今天我需要聖
靈，我需要耶穌的寶⾎，我要完全被潔淨，因為我想要成為這
個國家復興的⼀部分，我不要再作奴僕，我要成為祢的兒女，
我要成為祢的女兒，我要成為祢的兒⼦，我需要祢的觸摸，我
需要祢的觸摸，我要被改變，完全的拯救我！完全的拯救我！
完全的拯救我！」�
就是現在，神在觸摸你，觸摸別⼈無法碰觸到的點，神在

觸摸你的靈裡，也許你現在感覺放鬆。我現在看⾒聖靈正在砍
斷鎖鏈。「聖靈謝謝祢！聖靈謝謝祢！今天現在就有個新體
驗，聖靈謝謝祢！聖靈謝謝祢！」因為神需要你，神需要你，
因為沒有你的話，神沒有辦法帶下復興，就是你！就是你！因
為你要成為聖潔！成為聖潔！乾淨！乾淨！「聖靈謝謝祢！聖
靈謝謝祢！奉耶穌的名！」阿們！阿們！阿們。�
你可以相信嗎︖這個女⼈她有經過4次的離婚，即使第五

個婚姻也有很⼤的問題，她說：「我是位撒瑪利亞婦⼈，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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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個非常卑微的家庭，來⾃山裡的部落，我是⼀個罪⼈，
我非常卑微。」你看⾒她的態度嗎︖�
當然復興來臨前，不僅僅是癌症得醫治，腫瘤得移除，或

者是你有那很好的財富，或者教會被建⽴，是，這很好，但不
只是單單這樣，我相信復興來臨的時候神跡奇事異能會發⽣，
甚至死⼈要復活。你相信嗎︖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
信在你的事⼯裡⾯，死⼈要復活，我相信！阿們！阿們！但是
復興最重要的不是光這些神跡奇事異能，⽽是⽣命的轉變，是
你態度的改變、品格的改變、⽣活型態的改變，這些是更重要
的。當你被改變，國家就會改變，當你被改變，你的家也會改
變。第⼀個要被改變的⼈，不是政府，不是議員，不是商界⼈
⼠，不是那些住在外⾯的⼈，不是其他宗教的⼈，就是我！就
是我！主祢來觸摸我改變我，這叫做復興，說「阿們！」說
「阿們！」說「阿們！」「天⽗謝謝祢！」�
這就是撒瑪利亞婦⼈的事，那天她遇⾒了耶穌。當我們來到教
會，有⼀件很重要的事——你必須要與耶穌會⾯。你可以看⾒
整本《聖經》裡那些屬神的⼈，從前他們就像⼀個垃圾，他們
無處可逃，並沒有⼈想要他們，他們帶著痛苦、沮喪和孤獨⾏
⾛，他們討厭⾃⼰的⽣活，但是有⼀個時刻，不是藉著我們的
能⼒，不是我們的科技，⽽是藉著神的恩典。今天你我被聖靈
觸摸、被神拯救，不是靠著⾃⼰的能⼒，⽽是聖靈的⼤能，聖
靈的能⼒。說阿們，說「阿們！」說「阿們！」說「阿們！」�
你看⾒這個女⼈不管是她的罪、她的性格、態度、⽣活形

態都是非常負⾯的，沒有⼀個男⼈是可以救她的。但我告訴
你，當你遇⾒了耶穌的時候，你會完全的得釋放、得⾃由、得
拯救，⽽且你是完全的不⼀樣，是⼀個新造的⼈。不僅僅是她
的品格，還有她的態度。當耶穌來，祂總是觸摸我們裡⾯的⽣
命，身體得醫治都是外⾯的，⽽真正觸摸的是你裡⾯的靈⼈，
這就是發⽣在撒瑪利亞婦⼈身上的改變。「我不是個好⼈，沒
有⼈喜歡我，每個⼈都知道我是個罪⼈，我也來⾃窮苦的家
庭，我的背景不好，⽽且我有很不好的記錄，我不可能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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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有所成就，⽽且我的婚姻有問題……」非常負⾯，因為
她的經歷、她的罪，⼀切都是負⾯的……當耶穌來到你我的⽣
命中，我告訴你，⽴即有東西會從你的內⼼起⾶，這就是你的
態度的改變。�
當耶穌對這個女⼈講話，那個女⼈講的都是「不」——

「我沒有⽔罐⼦，我沒有丈夫，我沒有⼀個⼈幫助，都沒有⼈
幫助，都沒有，都沒有⼈幫助我，都沒有⼈，在我的裡⾯有⼀
個乾渴，非常的饑渴，非常的饑渴，我很乾渴……」耶穌知道
她的問題，「我知道你渴望愛。你過去從事妓女的⾏業，但其
實你不是對於男性饑渴，你真正的饑渴其實是對於愛的饑
渴。」那是個非常重要的時刻，耶穌說：「你喝井裡的⽔你還
會再渴，但是你喝我所賜你的活⽔，這個活⽔要在你裡⾯成為
泉源直到永⽣，你就不再乾渴。」這個叫作「與神會⾯」，這
個女⼈充滿了⼀切的負⾯！⼀切的負⾯！但是在她對⾯的耶
穌，祂是充滿了⼀切的正⾯！⼀切的正⾯！⼀切的能⼒！耶穌
說：「你為什麼不看我︖看我！你⼀直看你的問題，⼀直重複
你的問題，你充滿了負⾯，你看我你就會得著改變。當你站在
我的⾯前，你要⽤我的話，⽽且照著我的話來回講，都是正⾯
的，不要再講負⾯的了」這個叫作「與神會⾯」。�
《聖經》在這這裡講到說，當她遇⾒了耶穌，她把⽔罐⼦

丟掉，趕快跑⾛。你知道嗎︖當你遇⾒了耶穌之後，你第⼀件
事情就是丟下你的⽔罐——你過去所有的包袱。從你兒童時代
起，你的家庭、你種種的⼈⽣的境遇，你所有的包袱你都把它
完全的丟掉，你就跑⾛，並且充滿了興奮，這個叫做復興。復
興，不是你來到聚會中好像被聖靈充滿⼀下，你倒在地上，可
是你回到家之後完全沒有改變，你還是沮喪，你還是感覺失
敗，你還是憂鬱，這個不叫做復興。⽽當你在復興中，你遇⾒
了耶穌的時候，你充滿了正⾯，你再也不會去想到你過去所有
不好的的記錄，不管是你是殺⼈的、不管是你被定罪的、所有
的負⾯的，你都不會不會再有了，因為你遇⾒了耶穌，這個叫
做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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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話語要像⽕⼀樣進到你的裡⾯，特別是年輕⼈，
在過去你有感覺到你被咒詛，你有很多負⾯跟埋怨，你埋怨你
的⽗親，你埋怨你的母親，你埋怨你⽗母的婚姻，你覺得你的
⽗母⽗親好像是醉酒的，你的母親好像是怎麼樣，你充滿了⼀
切的負⾯……但是今天之前就要完全離開你！完全的離開你！
這叫做復興，今天你站在耶穌的⾯前，今天所有的這些負⾯再
也不能夠站在你的⾯前，在你和耶穌之間沒有任何的攔阻，你
是⼀個得勝者。今天當你遇⾒了神之後，你會非常的正⾯，你
會非常的積極，你會說我是神所愛的，我是神的孩⼦，我能夠
做，靠著神的⼒量不是我⾃⼰，我可以敬拜祂，我可以成為⼀
個彈鋼琴的⼈，我可以成為⼀個彈吉他的⼈，我靠著耶穌，我
凡事都能！�
今天很驚⼈的事情在這邊發⽣，當這個婦⼈她留住耶穌，

她與耶穌直接⾯對⾯，女⼈的⽣命完全改變。當你與神⾯對
⾯，你與神直接相遇的時候，我要告訴你，你過去的所有的⼀
切事情在⼀分鐘的裡⾯就完全的被挪去了，那個是要醫治你過
去的記憶。好不好將你的⼿放在你的頭上︖有些事情發⽣，你
過去不好的經歷，所有發⽣的不好的事，所有的失敗，或者是
你不想發⽣的事在你的頭腦裡⾯，我看⾒神的⼤能，我看⾒耶
穌的觸摸，現在要觸摸你的記憶⼒、醫治你的記憶⼒，從你的
裡⾯完全地出去，完全的刪除！刪除！過去的25年、12年，不
管在你的⽣命中發⽣什麼事情，在你媽媽身上發⽣什麼事情，
或你⽗親的事情，現在神要從你的記憶⼒中刪除，聖靈謝謝
祢，你完全得醫治，完全得醫治，完全得醫治，你的記憶⼒得
醫治，你過去的旅程得醫治。奉耶穌的名!奉耶穌的名!奉耶穌
的名!阿們!阿們!阿們!這叫做與神會⾯。�
與神會⾯的第⼆個階段，復興的第⼆個層次。⾸先你被神

的愛觸摸，你就不可能再寂寞了，你就會跑向⼈。這會從⼀個
⼈開始，她非常享受神的觸摸，然後她不可能⾃⼰隱藏在裡
⾯，會總是跑向⼈分享。她去哪裡呢︖她沒有到美國，當然那
時候可能沒有美國︔她也沒有到非洲︔《聖經》說她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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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裡。當你與耶穌會⾯：第⼀，我個⼈改變︔第⼆，那些
與你靠近的⼈，那些⼈也要被觸摸。�
在《約翰福⾳》第1章40節，這邊第41節講到：「他先找

著了⾃⼰的哥哥西⾨，對他說：‘我們遇⾒彌賽亞了，（彌賽
亞翻出來就是「基督」）。’」然後他們就把他帶到耶穌的⾯
前。當安德列遇⾒了耶穌，他好興奮啊，他說：「哇！我改變
了！我的記憶⼒也得醫治了，我現在充滿了喜樂，我感受新的
能⼒，我要把你給我的哥哥，我要把你給我的家⼈、我的百
姓，他們並不知道這個秘訣。」哥哥彼得西⾨，他總是喝酒，
是個被酒品印上記號的⼈，但安德列是被神改變了，他是被神
印上記號的新⼈。你是被什麼印上了印記︖是被神印上記號的
新⼈嗎︖祂已經給你這樣⼀個新的聖靈、新的⽣命，所以你第
⼀個要釋放這樣⼦好消息的對象，不是那些在非洲、印度或者
其他臺灣的⼈，第⼀是要給你的家⼈。你若是得到復興之後，
你第⼀要為你的家⼈禱告，五年、⼗年或更久，不要放棄，不
要放棄。你的事⼯應該要從你的家⼈開始，你要進入國際事⼯
前，先要從你的家庭事⼯開始。今天晚上請你寫下你家⼈的名
字。他們還沒有得救的，請你把他們寫下來，也許是你的哥
哥、姐姐、弟弟、妹妹、⽗母。今天聚完會，你們寫下你們未
得救家⼈的名字，⽽且也許我們可以收集起來放在前⾯的盒
⼦。整個教會我們來為這些沒有信主的家⼈禱告，或是你的丈
夫，或是你的妻⼦，或者你家裡的⼈。可不可以我們全教會都
來為他們禱告︖有多少⼈說：「我願意為這些未信主的家⼈禱
告。他們還沒有信主，他們還沒有得救，我要為著我的家⼈禱
告，我的丈夫還沒有信主，我的妻⼦沒有信主，我的媽媽還沒
有信主，我的⽗親還沒有信主，但是今天我相信，他們會得
救。甚至就在今年，就是這個⽉，我要看⾒他們得救！」有多
少⼈你們相信︖有多少⼈你們相信︖�
聖靈謝謝祢，聖靈謝謝祢。今天我釋放家庭的恩膏，你知

道在座的⼈他們⼼中的痛苦，他們雖然是蒙祝福的，雖然看起
來這麼樣的好，可是他們的⼼中有個痛苦，就是他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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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呢︖我的太太呢︖我的⽗母呢︖他們還沒有得
救」，主啊！今天我為在座的⼈禱告，主啊，你來觸摸他們的
記憶⼒，雖然他們也禱告，但是他們的⼼中常常有個痛苦說：
「但是我的先⽣、我的太太，我的家⼈，他們在哪裡︖」主，
今天他們在這裡禱告的時候，我禱告祢的恩膏、祢的醫治就臨
到他們的記憶裡。耶穌謝謝祢，耶穌謝謝祢，耶穌謝謝祢。�
那些在祢的⼼中的家⼈，他們要得救了，你說：「謝謝耶

穌。耶穌，謝謝祢。謝謝耶穌！」你得救了，但是你的爸爸，
你的媽媽在哪裡︖你的家⼈在哪裡呢︖今天神要對你說話，你
得救了，但是你的家⼈在哪︖主說：「這個時刻來臨，你的家
⼈會與你⼀同進入教會，你的全家會與你⼀起，要對他們說
話，我也要觸摸他們，我要改變他們的⼼，他們會來，因為你
的禱告。」耶穌謝謝祢！耶穌謝謝祢！耶穌謝謝祢！阿們。�
彼得在當時⼗⼆個⾨徒中是⾸領，但是你知道在彼得背後

是有⼈把他帶到耶穌⾯前，當時並沒有⼈跟彼得傳講，沒有名
講員對彼得傳講，是你！你！就可以對別⼈傳講耶穌。阿們！
阿們！阿們！安德列他常常是在幕後的，彼得是在前線的，但
是他把彼得帶到耶穌⾯前，所以彼得其實他會回頭說：「安德
列我謝謝你。」這個時候當你領受了祝福，你受了恩典，你領
受了恩寵，你要去找⼈，把他們帶向耶穌，這就叫復興！阿
們！阿們！阿們。⽽這個恩膏、恩典、救恩臨到你，不是為了
你⼀個⼈的，是為了集體的，是為這個國家的，所以你要出去
分賜，要告訴⼈！�
撒瑪利亞婦⼈，當她被耶穌的愛尋到的時候，她是跑向她

⾃⼰的城市，她⾃⼰的社區，她⾃⼰的鄰舍。⽽且她開始告訴
每個⼈：」起來！起來看耶穌！祂告訴了我所有的過去、我的
問題，但是我現在⾃由了。」如今她去看每⼀個⼈，她說：
「請你看！請你來看！請你來看！」這就是復興！這個女⼈的
態度改變了，過去她是活在羞恥捆綁的裡⾯，她不想要⾒⼈，
但如今她樂意看⾒每個⼈，她說：」你們統統都來，你們來
看，來看耶穌.」這叫做復興！充滿了⽕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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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安通有恩膏，愛麗絲也有恩膏，我們每個⼈都有恩
膏，這叫做復興。每個⼈都有，這叫復興！當你領受了恩膏，
你領受了復興了之後，你就到外⾯去，不管是在餐館，不管是
在機場，不管是在別的地⽅，別⼈看⾒你，看⾒你的眼睛就覺
得你這個⼈不⼀樣，到底有什麼秘密︖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向他
傳講耶穌，這叫做復興！你可以甚至對⼀個陌⽣⼈講說：「我
就是想和你坐在⼀起，跟你談⼀談，請問你好嗎︖我可以為你
禱告嗎︖」甚至那些是陌⽣⼈，你沒有遇過他們，但是聖靈在
你的裡⾯你已經領受了能⼒，你已經有經過了⼀些東西，你可
以看得出來這個⼈有所需要，這個⼈也許有些問題，所以你可
以去跟他們談說：「來，跟著我⼀起來！」�
當你遇⾒神之後，你有復興之後，你好像裡⾯「紙包不住

⽕」⼀樣，你不能夠坐在那邊等待，好像等著別⼈來，其實事
實當你覺得⼀天沒有發⽣什麼事情，沒⼈沒有到你⾯前來說，
你不能等，你要出去！出去！出去！要把耶穌告訴他們，這叫
做復興！你要領受，你要釋放出去，領受！釋放！主，祢再給
我更多，所以我就可以釋放出去，把更多的⼈帶來獻給祢，這
是要釋放的時刻。很多⼈得救了！你們住在教會，就是在這樣
⼀個安逸的裡⾯，你們就是這樣享受，但是你們沒有釋放出
去。神要為這些年輕時代禱告，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
是我，就是我們，這叫做復興！�
我們不能躺在這很安逸。我告訴江媽媽，她總是對年輕⼈

有個廣⼤的⼼，我就說：「把更多的兒童跟年輕⼈帶到先鋒教
會，今天正在發⽣。我也看⾒利未牧師，他也對兒童跟下代有
⼼。因為當你有這樣⼦的⼀個⼼，有這樣的⼀個負擔，有這樣
⼀個熱情的時候，你不可能再靜默！神需要你們的孩⼦，神需
要你們的年輕⼈來到教會。�
牧師們，弟兄們請聽，今天神要你們的兒童年輕⼈在你們

的教會裡⾯！你們的事⼯不可能沒有兒童跟年輕⼈！因為這是
復興的時刻，你知道嗎?就是你要在你的事⼯，在你的教會看
⾒復興，你必須要釋放這些兒童和年輕⼈，你要領受對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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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和兒童的呼召，⽽且你們是他們⽗母，要告訴你們的兒
女《瑪拉基書》第4章第6節所說的「⽗親的⼼要轉向兒，女兒
的⼼轉向⽗母，」我相信我的資訊再清楚不過了，我告訴你
們，若是你們對於兒童和下⼀代沒有任何⼼的話，你們的教會
就會變得越來越少，⼈越來越空，越來越⽼舊，⽽且都是⼀切
的傳統、規條、儀式⽽已，我告訴你復興不可能來臨的，若是
你要看⾒我們政府的重要的官員，還有⼀些將領能得著救恩來
到教會，這樣的復興，若是你們沒有兒童跟青少年的復興是不
可能發⽣的。�
這個時候是對你的家庭要翻轉的時候，對你的城市要翻轉

的時候，對你的國家要翻轉的時候。我們有24個國家現在都有
兒童禱告屋，然後我們也有⼤概40個孤兒院也也把它變成⼀個
禱告屋，他們每⼀天都會為列國來禱告。第⼀，他們是為國家
的復興禱告，他們都可以選擇⼀個國家來代禱。那有⼀個星期
他們是為臺灣禱告，那⼀星期我們就呼召全球的兒童禱告屋說
為臺灣禱告，在我的家中有⼀個⼩孩，他從⼩的時候就很愛臺
灣的，她現在還很⼩，他拿著臺灣的國旗，他就⼀直為臺灣禱
告，⽽且哭泣禱告，⽽且哭泣到倒在地上。就是對臺灣的負擔
是這麼的沉重。然後他是這樣⼦的沉重，然後在地上，⼀直在
為臺灣的兒童來禱告，因為有這麼多的聲⾳，有這麼多的事情
在臺灣發⽣，他的⼼這麼的沉重，他就是⼀直為臺灣代求。他
們為烏克蘭禱告也是，即使他們不知道那邊的語⾔，也不太瞭
解那邊的民情，可是他們就是有這麼的⼤的重擔為國家為烏克
蘭來禱告，這個叫做復興。他們不知道那邊的語⾔，不知道那
邊的國家的民情各⽅⾯，但是他們有⼀顆⼼為國家來代求。這
會發⽣在你們的孩⼦，要發⽣在你的事⼯，他們看著那個國家
的旗⼦，看著那國家的名字，他們就開始有這樣的⼀個負擔來
禱告。然後聖靈就會給他們異像跟異夢，他們就開始說預⾔。�
我有有三個孩⼦，他們在兒童禱告室裡⾯，每次他們禱告

時候神就給他們的異像，他們除了⽤⽂字以外，他們就⽤圖像
把它畫出來，然後給我看，我就說：「神真的是向他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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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們顯現。」好不好︖我們釋放我們的兒童年輕⼈下⼀代，
到前線來，⽽且將我們這⼀代的恩膏釋放給下⼀代，當我們禱
告的時候，我們的禱告會臨到我們的下⼀代，我們好像是⼀個
「以利亞的世代」，我們現在是要興起「以利沙的世代」，我
們把我們的恩膏釋放給他們，讓他們可以興起！�
我告訴你們這個教會要進入⼀個新的季節。神要在這個教

會興起新的領袖，那這些領袖很多都是年輕的⼀代，你會看⾒
恩膏的⼤能在他們身上。下⼀代，神會在這個教會裡⾯呼召你
們，神也會在每⼀個教會呼招年輕⼈，讓我們開始為復興禱
告，並且我個⼈與耶穌的會⾯。如果今天晚上你覺得你需要被
聖靈觸摸，你也對國家有負擔，還有對下⼀代有負擔的，你可
以來到前⾯。就是現在，是時刻了，神需要你，如果你是年輕
⼈，你也來到前⾯，年輕⼈來到前⾯，耶穌謝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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