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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發光 迎接復興浪潮 

江秀琴牧師 

2023 年 2月 25日 

在座的家人們以及線上的家人們，大家好！感謝主！哈利

路亞！這些日子，我想大家因著復興非常的興奮，對不對？ 

我是上個禮拜在這邊講，講說我屬靈兒子要趕快去，他說

怕復興會被仇敵攻，會熄滅，在復興的火頭的時候趕快去，他

就說後來他買了機票是禮拜二，我禮拜二晚上就接到消息說禮

拜三是最後一天，禮拜四就沒了，我想：「哎呀！他去了，到底

能不能參加到？」結果他還是參加了一些，但是他還是很得著，

他只是在外面都感受到教堂的外面那個氛圍，有一個神的同在

的馨香在那個地方，然後就好像一個真實的人來造訪過，來走

過，以至於在草地上人都會自動的就是想要在那敬拜，或在跪

在那尋求神，要不然就是會主動的互相擁抱，然後為對方禱告，

所以到底復興是什麼？我這些日子因著這個復興真的裡面覺得：

「我的神啊，真的是仰慕祢呀！戀慕祢呀！祢太棒了！祢太偉

大了！」 

我看到一個牧師攝影教堂外面，那時候還在復興的時候，

他攝影的外面給大家看，有 25分鐘長，我們剪接了 6分鐘，我

想今天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先放映一下那 6 分鐘，大家看看那

個復興的教堂的外面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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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內容） 

（製作人）：我要走到這裡，讓你們看看想要參與復興的人，可

能大家不常有機會看到外面，大家聚集在這裡，有人提供免費

的咖啡和水，完全不收分文，只是想照顧大家，有救世軍的人，

有拿食物給大家吃，外面的人就是持續的敬拜，排隊等著進入，

不可思議，現在很冷，簡直是天寒地凍，但是大家就是敬拜著，

外面有一個螢幕正在播放。我先讓大家看看阿斯伯裡(Asbury)

復興，這些人等著要進去，外面非常冷，我拿相機的手都凍住

了。成千上萬的人等著進去，昨晚我沒有看到很多醫治釋放的

情景，沒有看到鬼被趕出來，我沒有看到很多靈恩的現象發生，

這些並不是人們來這裡的目的，人們只是渴望來到耶穌的面前，

因為這是一個浸泡在耶穌同在中的機會，所以很多人只渴慕住

在祂的同在中。 

復興是什麼樣子的？很多人都給復興下定義，復興就是人

們渴望在祂的同在中，他們不想失去祂的同在，他們願意崇拜，

他們願意排隊數小時，他們不是因為聽說有醫治，他們聽說有

渴慕的人願意在神面前坐上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又幾個小時，

這就是奇妙之處。不需要有名人，他們沒有想要有什麼奇跡發

生，他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要看耶穌的臉顯現在一片烤麵包上什

麼的，他們就是聽說神的同在很豐富，那裡有很多人崇拜耶穌，

這就是奇妙之處。 

看看這些人，我帶大家看看隊伍的最後面，這是在外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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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要進去的隊伍，所以請大家分享阿斯伯裡(Asbury)的復興，

我相信復興會來到我的城市，也會到你的城市，神已經給我關

於復興的火到處爆發的話語。 

我只是想看看這場從無名者開始的復興是什麼樣子的，因

為神說祂會興起那些被隱藏的無名者來帶領復興的發生，現在

已經發生了，我就是來親眼目睹他們是如何管理這場復興運動

的。 

我能再說一次嗎？大家來這這裡，不是因為聽說這裡有醫

治釋放，只是因為聽說這裡有人晝夜不停地敬拜耶穌，有一群

大學生帶領著敬拜，沒有大講員。 

（採訪一個老年人）：關於昨天的氛圍，您有什麼想法？ 

（老年人回答）：有一首歌，本來是 5分鐘，但是它持續了

一個小時，「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神」 

（製片人）：敬拜團想要結束進入到下一首詩歌，但是人群

就是持續在唱，敬拜團實際上已經停止了伴奏，但是人們還是

持續唱超過了一個小時。沒有人伴奏，沒有人領唱，人群唱著

同一首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敬拜。大多數教堂有音樂的敬拜

也不會有一小時之久，但這些人會唱一個小時的同一首歌，甚

至還不是整首歌，就這一節，一遍又一遍地唱了一個小時，後

來，他們就安靜下來，然後突然響起如雷鳴般的歡呼聲、掌聲、

敬拜聲、讚美聲，鼓也沒有發出聲音，敬拜團並沒有給什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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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音符，但是會眾就是這樣自己唱，太美妙了！我和大家說，

好多人來到這裡。 

（採訪幾個中年人）：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你為什麼願意站

在外面凍著排隊？ 

（中年人來回答）：這是一件值得看的事，也是一件值得體

驗的事。 

（製片人）：但你想體驗什麼？我是牧師，我們的聚會會有

醫治發生，很多神跡，很多「東西」，這有意義嗎？人們會來，

因為他們想要神跡，他們想要醫治，他們想要聽到先知性的預

言。但這裡卻不是這樣，無論如何，來這裡的人不是因為聽醫

治的廣告來的，沒有人說：「你來，某某先知會為你發預言。」 

（中年人回答）：因為神在這裡做極大的工作，比我從前看

過的更大。 

（另一人回答）：人們可以問我：「真正的復興是什麼樣子？」

我說：「真正的復興不是神跡奇事，也不是大家自我滿足，而是

人在基督裡，人們渴慕祂的同在，就是這樣。一群人說：「我要

看到耶穌和你在一起。」這裡有悔改，我聽說人們在悔改，他

們不停止的敬拜耶穌，你就是無法停止，太奇妙了！ 

（江媽繼續分享） 

哈利路亞！耶穌太棒了！祂太配得了！所以到底什麼是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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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就是一個天堂真實的降臨，而天堂就是因為只有耶穌才稱

為天堂，是不是？一個神國降臨在一個地方。 

以前我總共只參加過一次復興聚會，就是萊格蘭德那裡的

復興聚會，還有我們在電視上有看到一些復興聚會，我就以為

復興的聚會都是這樣子的形態，就是剛剛那個牧師說的很多的

神跡奇事啊、趕鬼啊、醫病啊、說方言說預言啊，這樣子的情

形。 

那像這一次呢，人和樂器都是最自然的，沒有什麼有名的

樂團，也沒有什麼有名的講員，都沒有！那就是大學生的主體。

然後呢，你會發現完全沒有任何人在那計畫怎麼樣，該怎麼樣

都沒有，或者我們該怎麼樣先練習，然後怎麼樣。沒有！是神

在那兒指揮、神在那兒介入、神在那兒引導。 

這就是最近我們這兩個月給大家帶的火熱敬拜者的訓練班。

對不對？我就是跟大家講：「敬拜最重要的是你必須在生活裡面，

你是一個獻上給神一個活祭，就是獻給耶穌的一個祭物，所以

呢，常常是想到祂、敬拜祂、愛祂、獻給祂、聽祂。你是這樣

的一個人，所以每一首歌你就是常常在向著祂唱，走在路上、

上班的時候，你常常的唱給祂聽、獻給祂。那你自己成為這樣

的人，所以這樣的人你就可以來臺上成為敬拜者。所以你在臺

上帶敬拜，你不會有觀眾，你不是注意觀眾，也不是注意我表

現的如何，也不是注意我幾分鐘需要結束，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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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發現這一次阿斯伯裡(Asbury)他們的整個的敬拜都是

這樣子的，就是我們在「火熱敬拜者培訓班」裡面所教的，呈

現在他們整個的復興聚會的裡面就是這種情形：一首歌，就是

一個你裡面的感動，你把它唱出來。結果他說，唱「羔羊是配

得的」，唱了多少時間？五分鐘那首歌應該唱完的，他們唱了一

個小時，是不是？ 

如果不是在聖靈裡面，你就會覺得很膩、很膩，為什麼不

趕快再換首新的？特別我們灣區（BayArea）啊，科技重鎮，所

以幾乎我們每一個人個性上就是喜歡新的，因為科技很發達嘛，

所以我們就喜歡新的，敬拜也是，歌曲也是，然後我們的時間

計畫的很精准。就是這樣，這就是人很多的去限制聖靈的工作。 

其實在我們當中，好多次小小的復興已經持續一段時候了，

有時候就又開始小下去了，是在乎我們有沒有常常去扼殺聖靈

的工作？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帶敬拜的、每一個服侍的、

還有每一個來參加的，你來聚會的目的是什麼？看今天講員講

的好不好？是不是？帶敬拜帶的好不好？「唉！怎麼這麼長啊？

怎麼都不快點停了？我們來是要聽講道的。」是不是？我們常

常來的心態就錯了：或者說我來，只是希望我的病可以得醫治；

或者我來，只是希望可以給我會後的那個服侍，幫我發預言，

我最近到底要不要換工作？是不是我們有很多我的需要？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都不是耶穌自己，我只是要解決我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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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是什麼？這些大學生更是喜歡新的，因為我們現在的

下一代的青年人，是活在一個很沒有盼望的時代裡面，就是一

個混亂的世界，所以他們常常會很厭煩這件事、厭煩那件事，

因為都沒有什麼軌道可循，是不是？也不知道是什麼是真的、

是好的，就是連什麼是真實的也不知道，因為所有報導的可能

都是假的。所以到一個地步，他們會很厭煩很多事。那此次呢，

神在祂美善的心意裡，他知道祂寶貝的這些青年人，這些下一

代青少年正一直在被玷污，他們裡面的唉聲歎氣已經很久了，

他們裡面的憂愁、憂慮、憤怒已經很久了，所以好多下一代都

得了憂鬱症，很多很多得憂鬱症，這個是末世最流行的病。但

是神要來讓他們知道到底什麼是最能夠滿足他們的，所以祂就

來顯現在他們當中。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第 2 章 28 節：「你已將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得著滿足的快樂。」阿們！這是初

代的這些門徒們，當他們被聖靈充滿，五旬節聖靈大大的臨到

他們身上，那個聖靈的火燒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燒進他們的裡

面，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什麼？「神啊，我現在知道了生命的

道路，最重要的，祢現在已經在我裡面指示我了。」生命的道

路在哪裡？在我們的裡面。他說：「我裡面見了祢了，我因見了

你的面得到滿足的快樂。」你看看耶穌的 12使徒們，他們有沒

有見耶穌的面？有沒有？有啊！3年多跟他在一起呀，對不對？

可是當聖靈把耶穌帶進他們的裡面，他裡面就極深的滿足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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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的快樂!滿足的快樂!他說:「這原來就是我的生命的道路，

就是讓我可以一直見祢的面、見祢的面。」那個另外一個說：「讓

我因為在你的面前，我就得到滿足的快樂。」12 使徒們，他們

從這時候開始，生命不一樣了。 

現在的這一次阿斯伯裡(Asbury)的復興是不是也是這樣？

是不是這次也這樣？有沒有這麼大的程度我不知道，這是在每

一個人身上所發生的，也許程度不一樣。但是每一個人，很多

的這些大學學生，就像我們上個禮拜主日給大家看的那一個青

年人的見證，「哇！我就是太喜樂了！我太喜樂了！我不知怎麼

形容，青年哪！放掉你們的工作，放掉你們的男朋友，放掉你

們的女朋友，什麼都給放掉了，祂太美了！祂太好了！」就是

這種滿足的快樂，是不是無法形容的？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

喜樂。 

神讓青年們徹底的去嘗一嘗這個生命的道路是什麼樣的道

路，這是生命的道路就是你一直的在祂的面前，因見祂的面得

著滿足的快樂。所以你看看這些人排在外面，排那麼長的隊伍，

真的好遠好遠啊！前進的非常慢！因為要裡面出來一個人，外

面才能再進去一個人；出來兩個人，他們才能進去兩個人。那

個進度是很慢！很慢的！你看沒有一個人厭煩呢！很煩惱「怎

麼還那麼久啊？什麼時候才輪到我啊？」沒有！為什麼？因為

那個神的同在是漫溢到外面的，所以他們在外面也都感受到神

同在的氛圍，所以很不一樣。你會發現，人們就自動的來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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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應水、咖啡、晚餐，這真的是一個天國的降臨。那神的國

在哪裡？在耶穌的裡面！耶穌，神的國就是耶穌。耶穌就是神

的國。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操練過內在生活？就是讓神的國一直的、

更豐富的、降臨在我們裡面。可是我們的生活因為一直忙碌、

忙碌，我們眼睛要注視的有很多東西，我們頭腦要考慮的、要

做決定的、要選擇的，好多好多的東西，然後仇敵再丟好多東

西，一直要引誘我們，吸引我們去看，就搞得我們裡面沒有饑

餓感，對天國沒有饑餓感。現在這個整個世界已經到了慌慌不

定的時候，太亂了！太亂了！積非成是。那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所以神怎麼樣？翩然蒞臨！耶穌翩然蒞臨向他們顯現，向自己

最充滿了熱情、最有爆破力的、但是是最厭煩的、受夠了這個

時代、受夠了環境的，在這樣的裡面一群青年人生。有一群青

年人是固定的一直參加禱告會，固定的一直參加禱告會，然後

神就沒有通知，就直接來到他們當中，給他們一個驚喜。他們

裡面真的是驚喜！然後就開始一直繼續敬拜、一直繼續敬拜，

敬拜了 200多個小時。200多個小時！ 

這個校長有很多的壓力呀！他們一個小小的鎮才 6000個人，

卻擠進來幾萬個人，來到他們那個地方。他們是一個很鄉下很

鄉下的一個地方。那神在說什麼？神就是說：「我可以從默默無

聞、很小很小、沒有人注意的一個地方，我會來臨到這樣一批

單純的、卻常常在很平凡的生活裡願意固定的一直來會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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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尋求我、來問我復興是什麼的人中間，我要向這樣的人顯現。」

所以親愛的家人，你不要覺得說：「那神會向我顯現嗎？我是小

不點。」神最喜歡跟小不點顯現。 

你一定要來禱告會。上個禮拜六講完道以後我報告了禮拜

天禱告會，一群人忽然間湧進來，以至於我們後面的招待需要

一直在搬椅子、排椅子，然後神就給我們在前面的牧者一個異

像：我的禱告軍隊進來了，我的禱告軍隊回來了！你看神多麼

看重我們每一個。每一個人！神帶領你來到教會，神用長遠的

眼光看你是一個先鋒、是一個新婦軍隊。 

禱告就是來跟祂談話，以至於祂會把祂的心、祂在乎的告

訴你，然後你就把它再跟神講。畢邁可也教了什麼是禱告。我

們教會會有一個危險：你聽太多很寶貴的資訊，但是你聽太多

了，一直要喂你，喂得飽飽的，以至於你不知道很寶貴。你沒

有被饑餓過，外面很多人很饑餓的。 

我上次聚完會以後，我就下去坐在那裡，裡面忽然間一個

感動說：這個主日你這樣順服的來講道了以後，復興會隨時的

臨到我們教會，復興會隨時忽然間就臨到我們教會。為此我很

注意神說什麼，神現在要做什麼，神在乎什麼，現在祂最在乎

什麼，我就會整個迎上去。怎麼迎上去？也就是最重要的聚

會——全教會的禱告會。所以我們從明天開始，我們的禱告會，

恢復我們最早期禱告會時間 9:30—12:00，高不高興？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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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因為神說了，禱告會是祂覺得祂最被歡迎的聚會，因

為這些人來都只是為了來跟祂面對面，就像那一些在外面排隊

的，他們只為了神的同在，只為了要見祂，朝見祂的同在，得

著祂的同在！就這樣！這很滿足神的心。 

萬有都是祂的，祂要給祂的孩子太容易了，但祂很喜歡祂

的孩子來坐在祂腿上「爸爸！我都不要，我要祢！我就是喜歡

跟祢抱在一起，我就喜歡坐在祢的膝蓋上」，爸爸是不是好滿足？

爸爸說：「因著你這樣子，你祝福了我。」你這麼喜歡來靠近祂

的心，所以祂的復興常常從禱告會忽然間就臨到了。不在乎幾

個人，在乎那些人的心，每一個人的心是那樣的渴慕祂，要祂！ 

這些落在外面的，你有沒有發現？當神的同在那樣臨到的

時候，人就站了那麼久，而且那個冷，凍到他說，他連拿攝影

機的手都凍僵了，但是人們好像不覺得說有一點怎麼樣，都不

覺得！然後人產生愛，想要去愛人，服侍人的心。他們在教堂

的外面等的時候就開始在那裡敬拜，有的開始為對方禱告服侍，

開始去服侍別人，所以他們搭飛機、開車那麼遠去到那個地方，

不是只是我來我要得著！我要得著！我整個注意力就是說還要

排多久才能夠進去？他就是隨時要服侍人。所以親愛的家人，

你一定要預備心，現在每一次有新來的，或者你旁邊還不太認

識的，你真的要開始去為別人禱告，去服侍人，尤其你在這邊

已經追求了三兩年了，你都應該有很多的神的同在跟恩賜在你

的身上，開始給出去，開始去服侍，神就好喜歡看到這樣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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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這一次的復興，好像神把一個敞開的天堂就這樣降臨下來。

在一個小小的校園，一個鄉間的小鎮，然後臨到他們。以至於

就吸引各地的人開始注意，一直報導。這樣的一個鄉間小鎮的

學校，居然一件事爆發，而且是沒有人來設計好、來籌畫要做

什麼，都沒有！有沒有誰來引領？也沒有。就是學生，就是這

樣。也不是他們要發起什麼。有人說「請問這個是不是你們策

劃了多久？」那學生說：「你看見在我們當中的自由跟喜樂，這

是怎麼樣都策劃不出來的」。策劃不出來這樣的一個學生運動可

以影響到全世界。現在美國有 21 間以上的學校已經爆發復興，

哈利路亞！快不快？兩個禮拜，兩個禮拜 21間以上。 

我們求主「還要再更多，不夠、不夠……」，而且我們這裡

的大學一定要有被選上的，那就看我們的青年人了。我們現在

從上個禮拜六主日崇拜開始以後，我們的青少年當天晚上他們

就一直的敬拜禱告，他們禱告到晚上 1 點，他們說：「天開了，

這麼多流淚悔改在神的面前。為什麼要悔改？因為天堂是那麼

美，那麼善，我們跟天堂差太多了。雖然你覺得自己犯的罪好

羞恥！不敢講！其實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們的老我，神

更覺得「你為什麼不趕快脫落這些，好讓我的榮耀可以更大的

充滿你」。所以神真的這一次要做一個徹底的翻轉的工作，在祂

的百姓當中，以至於這個世界會看見有一批人這麼不一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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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吸引，才會有這樣 10億的人要信主。 

我們的先祖是跟神立約的，美國這樣一個已經敗壞到跟神

背約，曾幾何時這個國家已經偏離神的話語，偏離敬畏神，徹

底的 180 度的偏離，而神仍然守約施慈愛。因為有一批敬虔的

代禱者一直在禱告，也有一批敬虔、敬畏神的人一直活在神的

面前，所以神一直紀念祂的約，祂跟我們立的約，給我們這一

次機會。我們這裡的所有人，神帶領你來到美國的，你都要趕

快把握這個機會。兩個禮拜過去了，雖然他那邊關了，但是復

興的火一定要從美國燃燒到全世界，所以我們在美國的，一定

要先起來，尤其是我們。 

我們教會是神揀選的復興基地，當然別的也一定有。其實

上禮拜六在講道之前，我裡面就有一個感動，有一句話很重要，

我那天禮拜六聚完會，我下去以後，一段時間，我就想我怎麼

這麼重要的一句話忘了？講這句話很重要，所以我就覺得，我

下禮拜六是不是還要再講，結果隔天早上起來就有感動要再講！

什麼話？就是「所有線上上的家人們，你沒有機會到阿斯伯裡

那邊，但是只要今天你聽見了，你願意開始跟一群人一起的禱

告，告訴神‘我們在這裡，我們要！’復興一樣會臨到你們的

當中」。你們怎麼不興奮呢？我們要為著神要做的很興奮，祂若

不救我們，我們就完了。接下來有多少天災你知道嗎？接下來

的日子有多少不容易，各方面的，經濟、人禍、各樣的不容易

你知道嗎？所以我們需要裡面先得到滿足的喜樂，我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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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 

而這個禱告，你說：「我可以個人跟神追求啊！我自己跟神

講：為什麼不是現在？為什麼不是這裡？為什麼不是我？」神

說：「我要的是一個家」。在《使徒行傳》1：4節說:「耶穌和他

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

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耶穌跟他們講：「你們要

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直到父所應許的降臨！」所以要有一

群人一直在那禱告，一直一直對主說：「主，我們要！主，我們

要！」 

所有線上上的，尤其在遠方的家人們，你可能連什麼是復

興都不知道，阿斯伯裡是什麼？在哪裡？都沒有機會知道，復

興那麼快！兩個禮拜就沒了。但是沒關係，神說了「我現在正

是……」我們看一下《路加福音》4 單 18-19 節：「主的靈在我

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

悅納人的禧年。」 

我上次有講過坎薩斯城的酋長隊，他們是在 50年前才得的

第一次的冠軍，他們得第一次冠軍的時候也是阿斯伯裡(Asbury)

復興的時候；結果 50年後他們又第二次得冠軍，你知道這個意

思就是什麼？他們不是太厲害的隊，50 年才能得一次冠軍。可

是神常常眷顧那些軟弱的、貧窮的。耶穌說：「神的靈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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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給誰？能幹的、富有的、功課

很好的。是不是？不是。神說要傳給貧窮的人——靈裡貧窮，

覺得我很需要、我很饑渴、我很窮、我很缺乏、我很不夠。 

祂說：「當你這樣子的時候，我要向你報告神悅納你的禧年。」

這個禧年就是 50年才一次的，禧年物歸原主，任何的人歸於你

原來的主人，也就是我們要歸回我們的天父，所以「祂報告神

悅納人的禧年」就是說「祂喜悅你，祂要拯救你。」現今正是

神悅納的日子，現今正是神拯救的日子！在《哥林多後書》6章

第 2節：「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

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

拯救的日子。」阿們！我們太有盼望了！ 

所以今年是神預定的，因為這個酋長隊又得冠軍了！而阿

斯伯裡(Asbury)又復興了！所以我們是不是雙喜了？但是也是

神的神應許的雙應。所以鮑伯•鐘斯（Bob Jones）至少講了 10

次，他說：「當堪薩斯市酋長隊得冠軍的時候，就是復興要臨到

全地的日子。」記不記得 2020年的時候，我有講過堪薩斯市酋

長隊得冠軍的時候。2020 年的 2 月，那時候是新冠剛開始的時

候。可是講了以後，後來好像也沒有聽到哪個地方有復興，還

沒有發生什麼，為什麼？但是這一次開始了以後，這是兩個同

樣都在 2月爆發，2月得冠軍，2月爆發復興，而且是影響全球，

這麼快！很快，兩個禮拜已經影響全球。那些動作稍微慢一點

的，也買飛海外的機票已經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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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告訴你，我們這裡一定會成為復興的地方，所以每

一個人你那時候要真的已經預備好了：成為一個可以端水給人

喝、倒咖啡給人喝、預備餐食給人吃的人。我們多麼富有啊！

是不是？必須現在先表現出來，所以現在開始記得跟鄰居們多

多的去傳福音，從弗里蒙特（Fremont）開始。海外的所有看視

訊的，你只要看了這個視訊，你真的聽見了，但是一定要有一

點預備的時期。 

神在這 4 年裡面跟我們講了至少 4 次，祂揀選這地成為復

興的地方，然後神就是一直給異象，外面是擠滿了人、擠滿了

人，所以我們也有為這個在禱告，然後神就開始做了，我們的

青少年就開始來琴與爐敬拜，然後青少年就開始一直越來越渴

慕了。他們本來得新冠流行病也不容易，青少年你知道了，他

們如果沒有復興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來教會就是好像很沒有力

量、有氣無力的，但是現在他們都是可以一敬拜 5小時、9小時

這樣子的。今年光明節他們就已經 9 小時的連續守夜，也可以

不睡覺，而且他們是悔改！悔改！悔改！做父母的有福了，所

以父母也要加入，不要輸給孩子們。 

感謝主!那我們要一起的來迎接神的復興，我們的禮拜一、

二、三、四早上也都有復興的禱告會，禮拜四是講寶血的，你

們都可以來參加，還有禮拜天的全教會禱告會。我們上個禮拜

六主日在這個地方，已經會後追求到了 7 點多才結束，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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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已經 7點出頭了，而我們當中有人就說到，他說,火就這

樣燒下來，燒到他的身上，燒到他的全身，已經很多的工作開

始做了。然後上個禮拜六開始，神就已經帶領了住好遠的伯克

利（ Berkeley）以北的夏洛特市 (Charlotte)、布魯克林

（Brooklyn），奧爾巴尼（Abany），都比三藩市（San Francisco）

更遠的地方，就是這些住很遠的這些地方的人，神就開始帶他

們來。神開始帶了首府的人，一直帶人來追求，禮拜天也是，

甚至慕道友都來參加禱告會，開始看見神的火河一直燒下來，

所以我覺得神的心很迫切，親愛的家人你迫不迫切？你知道土

耳其已經大地震了，連著兩個大地震，7.8級，還有一個 7.6級，

是不是？那大概 20 年前，科學家一直預言北加州會有大地震，

我覺得還沒有大地震，是因著我們神在憐憫我，讓我們趕快先

復興。 

親愛的家人，我們一定要跟神求，不要再在苦難當中。現

在神講有兩種人：一種是你先復興了，然後是在災難來臨的時

候，你是昂首挺胸的去幫助很多在災難中的人；另外一種是在

災難中，因此心轉向神的復興。你要哪一種？第一種還是第二

種？第一種對不對？所以我們要跟神講，說：「主我要復興從我

開始，我的心要蘇醒過來，我要轉向你，現今是悅納的日子」。

復興就是什麼？祂說，祂叫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受

壓制的得自由。祂要叫我們成為一個完全自由的人，在祂面前

一直有滿足的喜樂，一直求祂的同在。活在祂的面前有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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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神要我們過這樣的日子。不是在那懼怕、擔心憂愁、膽

小，神要我們一直剛強勇敢、挺身昂首、歡喜快樂、自由、歡

呼，神要我們成為這樣子的。 

我們一起來回應神。你今天要跟神講說：「主讓我們復興，

為什麼不是這？為什麼不是現在？為什麼不是這裡？復興從我

開始」。我昨天就已經開始收到有家人寫的見證，他說：「我的

全家就在這一年裡面全都復興了，我整個家都復興了。感謝主。

好，我們起立。 

復興最重要就是什麼？禱告！渴慕！就是我要天堂真實的

臨到我、真實的滿足臨到我、真實的愛臨到我，以至於我可以

活在這樣的愛中、這樣的喜樂中、這樣的滿足中，所以我們一

定要求主把愛火燒在我們的裡面，把這個起初的愛火燒在我們

的裡面，把這個禱告的火燒在我們的裡面。你要這樣求主做在

你身上，你可以出來，讓神的印記印在你的身上，神看見了。

這個人要來影響他整個的家、整個的公司、整個的學校。青少

年，神要藉著你去影響你整個的學校。如果你很渴想，你可以

來跟輔導報名，我們都可以來支援，去你們的學校那裡傳，先

去那裡禱告，圍繞耶利哥城。 

感謝主！我剛剛上講臺前都還一直在咳，一直在咳，我在

想：「我今天怎麼講？主啊，祢來講吧！祢來講吧！」剛剛越講

越有力量，感謝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這就是復興！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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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