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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三個心意 

根據江秀琴牧師 2016年 2月 7日的主日信息整理 

賽 62:1－7：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

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

耶和華親口所起的。你在耶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為冕旒。你必不

再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再稱為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也必稱為有

夫之婦。因為耶和華喜悅你、你的地也必歸他。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樣

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 神也要照樣喜悅你。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

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吁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

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一、救恩如明燈發亮 

幾個禮拜前，是我的生日，我正要出家門時。神就跟我說：“今年是你 62歲，給你

以賽亞書 62 章”，在我裡面三個重要的事就出現了。我覺得，神不是只給我這段經文，

而是要在 2016 年做在我們教會。 

整個以賽亞書 62章，是在對耶路撒冷說，但不只是對現在的耶路撒冷說。神對耶路

撒冷所說的要做成在眾教會的身上，也就是做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因為我們合起來才成為

神的教會。教會不在乎外面的建筑物，而在乎一批人是被耶穌的寶血重價買贖來，被耶穌

寶血洗淨歸耶和華為聖的一批人。 

神歷世歷代差派許多的先知、仆人一直對耶路撒冷說話，目的就是讓神的公義像光

輝一樣發出來，神的救恩要如明燈那樣發亮在耶路撒冷的身上，列國列王都必看見耶路撒

冷的公義跟榮耀。神會給耶路撒冷取一個新的名字，這個名字叫神所喜悅的。神說耶路撒

冷不再荒涼，被撇棄，必成為神所喜悅的，地必成為有夫之婦，可以有丈夫依靠，必不再

可憐，你而這個丈夫是喜悅你到一個地步，是因你而歡呼。 

進入 2016 年，神的救恩在我們身上是那麼的真實，救恩的目的不只是洗淨我們的罪，

帶我們上天堂，而是把我們的自私、驕傲、貧窮、可憐、軟弱的罪人洗淨，帶領我們進入

到神兒子的屬性裡，分享神的屬性，使我們可以成為真兒子、真女兒。神說：讓我的公義、

救恩，像光一樣、明燈一樣從你身上發出來。 

• 見証：面對車禍的反應 

有一個姊妹，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時候，前面的車緊急剎車，她就感謝主剎車，雖

然剎住了，沒有撞到前面的車，但后面的車沒有剎住，就撞到她的車子，她就停在旁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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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一下車子，后面有一些撞擊擦傷而已，她一下車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和恩慈運行在她和

對方之間。 

對方看起來是一個在社會上很歷練的老先生。這個姊妹覺得這個車只是擦傷，想說

就算了，但覺得應該尊重先生，不能自己做決定，所以還是留下對方的電話，回家去和先

生講。先生隔天就去估價，維修店需要 1100多塊錢。先生說不要去花這個錢了。 

姊妹就打電話給對方，對方接到電話本來很緊張，沒想到這個姊妹說：“我們估價

1000多塊，但是我們覺得只是一點擦傷而已，不值得為了這 1000多塊讓你的保險費提

高。”對方聽了就愣住了：“我因著你的仁慈、恩慈、強烈道德感而謙卑，在這個社會上

很少找到這樣的人了，大多數都只是為自己的財富為自己想要擁有的去一直爭取，你的仁

慈、恩慈像病毒一樣傳染得很快，病毒是負面的傳染，但你的仁慈是一個正面的傳染，真

的使我謙卑。”  

 從車子被撞那一天起，她決定用恩賜對待對方，不爭取該有的權利，她就感覺到神

的慈愛好濃地充滿她。只要她一閉上眼睛，往裡面注視神，神的慈愛就寶抱她，是她一生

前所未有的感覺，每一次都讓她淚流面面。她就對這個老先生很有負擔，就請教會有先知

預言的同工給老先生發預言，看看有什麼話給他，然后，她就把這些話打電話告訴老先生，

對方很受感動。 

這位老先生是一個佛教徒，他覺得“我撞了你的車，你沒有跟我要錢，還對我這麼

仁慈，這麼關心我，這麼愛我，”他領受到了神從寶座來的先知性話語，就很的鼓勵，很

得安慰，很得著愛，他的心因著這個預言，再一次謙卑下來。他實在很感動說：“這個社

會上居然還有這樣仁慈、這樣充滿愛的人！” 

二、成為神所喜悅的 

這位姊妹，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有一位比較有先知性恩賜的同工為她發預言：“你

在 2016年會整年淌漾在神的愛河裡。”今年一月，她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因著她留

意神的帶領，留意神的同在，神的預言就快速成就在她的身上。2016年，神會做很快手

筆的工作在每個人身上，快到就像翻書一樣。 

你要留意聖靈的引導、聖靈的感動，在對的反應裡面，你就會忽然之間遇見神，神

會引導你，你的生命會有一個很大的提升、很大的祝福。可能，你追求了好多年，禱告了

好多年，都沒有得著的，就在某一個環境，似乎是一個倒霉的環境，似乎遇到讓你很不喜

歡事情，只要你明白神對你的愛，萬事都要為你效力，你在禧年的恩典裡面，神喜悅你、

悅納你，祂所有臨到你的都會為你效力，都會與你有益處，只要你有對的反應，神的心意

就必快速成就在你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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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位姊妹有對的反應，在神的恩慈裡面去反應，神的救恩就要使聖靈的果子結

出在她的身上。聖靈的九種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這九種果子中，在最上面是：仁愛，就是神的愛、神的恩慈包括這整個的果子。 

當聖靈臨到我們的身上，祂把耶穌的救恩釋放在我們的身上，就是要使耶穌的仁慈、

仁愛、恩慈做成在我們的身上。這位姊妹說在車禍之后，只要安靜下來回到裡面注視神，

神的愛就大大臨到她的身上，這種很特別的同在醫治了她從爸爸而來的傷害。 

她的父親從小對她很嚴厲，在爸爸的眼中，從來都是孩子該這樣、該那樣，該對老

人怎麼孝順，從來都沒有覺得該怎麼樣來愛這些孩子，或者來聽孩子的心聲她爸爸對他們

都是很嚴厲，都是要求，她從來都沒有感受到父親的愛。藉著這一次的車禍，神因著她對

對方仁慈的反應，神的愛就一直臨到她的身上，醫治她從小就沒有被父親愛過那種愛。 

第二個醫治就是：她過去曾經幫助一些人，但被反咬一口，所以她的心有一點剛硬。

末世因為不法的事增多，所以人的愛心就冷淡，但你的愛心冷淡是你的虧損，因為你是神

的兒女，神的愛正是你的產業，是你可以得著的產業，但是你是因著不法的事增多，你就

失去了你的產業，這是劃不來的。 

藉著這一次的車禍，這位姊妹有對的反應，神的仁慈、仁愛、神愛的同在就一直醫

治她，使漸漸剛硬的心柔軟下來，開始可以很樂意地幫助人，充滿了對別人恩慈的愛。神

說：“我一直藉我的仆人眾先知一直跟你們講，叫你們要怎麼樣，我寫在聖經裡的話，我

一直跟你們講說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作這些事，其實整個的目的就是要我的救恩像明燈一樣

發亮在你們的身上，在末世特別重要，特別重要！” 

在 2016 年禧年裡，你要明白：“我是被神悅納的，我是被神喜悅的，我已經有一個

新的名字，神所喜悅的！”而且是耶和華親口所起的，祂是藉著祂的兒子為你死，你才有

辦法被神兒子的血洗的那麼干淨，永遠的在天父的眼中是干淨的，所以你可以叫作：神所

喜悅的！凡接受耶穌住到裡面的，就有這個個新的名字，因為祂的救恩臨到你的身上。 

 雖然我們還是會自私，會有脾氣，會不耐煩，遇到緊急的事還是會緊張，會有這些

軟弱的情緒，但我們就注定了這個名字叫：神所喜悅的，這是我們一生的命定。至終，神

一定會把我們作成，作到一個地步，真的活出一個神所喜悅的豐富、慷慨、仁慈。 

 就像這位姊妹一樣，你會在遭遇最倒霉的事情，處在最緊張的事情的時候，但是你

裡面出來的反應是：神所喜悅的，凡事都有神的恩慈、神的同在。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在

辦公室、學校、家庭、超級市場，在每一個地方，都可以活出一個神所喜悅的樣式，活出

感恩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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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都饒恕我們，赦免我們這麼多可惡的罪,為我負這麼大的代價，把我洗干淨,然

后寶抱我、喜悅我，讓我稱為祂的兒子，認養我稱為他的兒子、女兒。稱我為祂所最喜悅

的，耶穌說：“我要用我的生命和血,跟你立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的智慧，我

的公義,我的聖潔都是你的,我屬天一切的豐富,都是你的，你奉我的名,跟天父禱告,無不

得著。” 

我們是如此富有,是不是就應該活出富有來，活出神所喜悅的來？我們就會一直的改

變這個社會，改變這個國家,改變不法的事增多的事情，改變人人都自私，改變大脾氣，

因為在末后的日子，那個黑暗的權勢增高，很多的人會變得脾氣非常的大，很容易暴怒。 

我前些日子去郵局,前面一個人忽然間就對職員大叫大罵,錢也不付就走了,后來我們

跟職員相處，覺得那個職員是不錯的人。末后的日子，很多人裡面有很多的傷害、破碎和

破口，以至於黑暗的邪靈仇敵一直攻擊他，他就是一下子就暴怒。可是，神的兒女們要在

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場合活出神所喜悅的。 

你要知道，你是有夫之婦，耶和華萬軍之神、全地之神是你的丈夫，造你的是你的

丈夫，祂的眼目在看著你，任何人傷害你，祂的心都在痛，如果你能夠有一個對的反應、

好的反應，祂會大大臨到你的身上，寶抱你。我們親近神，是為著出去面對各樣不同的人，

去影響這個世界。 

這一年，神會做很快速的工作，大批的人會得救，很多人會要來認識神，你要借著

對的反應一直去散發出基督的馨香之氣。很多人要來尋找神,發現教會的人好好啊,我們也

想要去。神說，列國必見你的榮耀，列王必來就你所發現的光輝，列王都要來看見你的榮

耀、你的公義，你必稱為神所喜悅的，你要活出這個樣子來。 

在十二月、一月,神在開啟我們祂對我們強烈的愛情，祂用愛來吸引我們來親近祂。

今天，神告訴我們，我們在神的手中是稱為華冠,是那麼美麗，那麼尊貴，神深深引以為

榮，我們是祂深深所愛的新婦，我們這一塊地不會再是荒涼的,被撇棄的，是神所喜悅的，

是五谷白果豐收之地。 

我生日那天，神的經文就在我的身上，我第一個馬上想到的是救恩,今年，救恩一定

要在我的靈魂體彰顯出來，像明燈發亮一樣,救恩要在我們的身上如明燈發亮，讓耶穌在

我們身上得著祂勞苦的功效。 

另外我想到的是，神是我的新郎，祂是那麼的喜悅我們,到一個地步，我要稱為神所

喜悅的。在英文裡面意思是說，你的神是因你而歡呼，喜悅到,一見你就笑，就喜悅到歡

呼就出來，就是看你是那麼全然美麗。 

三、設立守望的城牆 



主日信息：神的三個心意 Page 5 
 

我裡面出現的第三個重點就是,神說：“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

晝夜必不靜默，呼吁耶和華的，你們不要休息，不要使他休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

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神在我裡面講，我們教會四周要設立守望的城牆。尼希米記中說，以色列人被擄滿

了 70年,就是三次歸回：第一次歸回是建造聖殿，是所羅巴伯,帶著被擄的歸回。第二次

歸回是以斯拉,他就是重申神的話語。但是仇敵很怕他們把城牆設立起來，所以，他們所

建造的,城門被火焚燒，城牆被拆毀。 

尼西米在宮中聽到消息，就悲哀了幾日，王就問他為什麼。他就跟王講了實情，王

就差派他回去建造城牆。他們每一個人要先建造自己房子外面的那一段城牆,一個接一個

地建造。如敏文牧師所講的筑壇，先筑個人的祭壇，然后筑家庭的祭壇，神就會有很多的

保護、很多的建造在家中。 

在末后的日子，黑暗的權勢高漲，每一個家都在被仇敵的洪水一直在沖刷。過去有

一位弟兄很愛主，他在公司、在教會都有美好的見証。 但是，有一次，我們在禱告的時

候，神就顯明：“這個弟兄的家有四根柱子，大水沖過來，結果三根柱子中有兩個柱子沖

倒，另外一根絆倒，只有他這一根站住。” 

原來，這個弟兄人很愛主，但他不大會努力把妻子、兒女建造起來。有些父母是好

好先生，有些父母是爛好人，但是孩子、妻子是需要你建造的，丈夫是一家的頭，你一定

要建造家裡的祭壇。在末世，仇敵的洪流在沖刷每一個家庭，后來，這個弟兄的家就真出

了事，孩子忽然間帶給他們很大的傷害，乖乖的孩子被環境影響，在學校出了事，妻子也

被仇敵攻擊。家庭祭壇建立起來非常重要。 

一個家，即使夫妻意見不一樣，但有家庭祭壇，就很容易和好起來。要不然，即使

很相好的夫妻，忽然間只要一句話，就可以使兩人很久日子不說話，看對方就像敵人一樣，

就會到一個地步想要離婚，一點小事就會使人變成很大的事情。要有祭壇筑起來，神的神

聖保護才會在家庭、個人、教會中。 

前年，有一姊妹在家，居然白天就有人闖進來搶劫，她大叫一聲，那人就逃跑了。

有一個姊妹煮排骨湯，出門去了忘關火，等她四個小時忽然間想到，趕緊回來，一進車庫，

濃煙充滿了整個房間。然后她趕快關掉火，排骨都變成焦炭了，因有主的保守沒有大事，

但是每一個房間都是煙味，三個禮拜才除掉整個煙味。還有個家，也是白天，小偷進去偷

了一個電腦。 

代禱者發現，仇敵正在攻擊聚會的場所，因為這幾個小家都是聚會的場所。她就發

email給禱告動力站，請大家特別的為每一個禱告聚會的場所守望禱告。大家開始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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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隔了沒多久，李群家隔壁火燒起來了，燒到了圍牆，正要燒到客廳的時候，就被發

現了，他們家沒有受虧損。 

另外，三谷的一個家庭也是煮湯扑出，火熄了，她沒有發現就出門了，一回來，瓦

斯味很重，她趕緊關掉火，帶孩子先出去，等到瓦斯味漸漸沒有了才進來，幸好沒有失火。 

有禱告，城牆就開始補起來，那個領域就被保護。這些仇敵要攻擊的聚會場所，從

一家一家的守望禱告，以后就沒事了，這個禱告是神要設立保護界線來保護我們。禱告不

只是設立保護的界線，也是一個攻戰的一個方法。有些媽媽聯合起來為她們孩子的學校禱

告，學校都被改變。 

孩子學校的副校長本是個不敬畏神的，而且是很敵視基督徒。幾個媽媽在孩子在學

校成立了兒童俱樂部，將那裡作為傳福音的地方。副校長要取消很多的課外活動，這是其

中的一個課外活動，這是很可能被取消掉。可是，借著這些媽媽們同心合一的禱告：“主，

你一定要保住，讓我們可以這樣傳福音。”所以，副校長就沒有取消掉這個兒童俱樂部，

這個地方就可以繼續傳福音，居然有印度人帶著他的孩子說：“請你為我的孩子禱告！” 

末世是個福音大收割的時代，黑暗的權勢一直在攻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禱告可

以保護，也可攻佔領土。這些媽媽們借著禱告攻佔學校。學校的老師非常的情緒化，每天

在都在情緒化裡說些話，傷害孩子們的心。 這些媽媽們就舉起禱告的手：“求神介入這

件事情。” 然后就不再有這些事情發生。后來，這些媽媽的禱告會解散，學校就換成了

一個不敬畏神的副校長進來。 

神在末世特別告訴我們，要警醒禱告！以賽亞書 62章前兩個重點一直在教會做。特

別是去年 5 月開始的晨禱會，每天藉著神的話語禱告和宣告出來。激勵大家對神的話語有

極大的渴慕。每天晨禱會的經文禱讀，對大家的生命有極大的造就、祝福。 

神為我們極其迫切。祂要藉著祂的話語，讓祂的救恩如明燈發亮。祂的話語在教會

一直被看重被尊崇，被高舉、被愛戴。祂的話語一直被吃進去，祂的教會就會一直被興起

發光。活在神的愛裡面，活在被神喜悅裡面。 

一月份，神感動我說教會的火城一定要筑起來。幾天之后，神就帶來一位菲律賓的

師母，是一位 20年的宣教士。她在世界各地做國際禱告網絡，教導各國如何聯絡設立起

禱告的城牆，堵住破口，使這個國家可以興盛。 

2010年一月，非洲的先知在禱告時領受到仇敵會怎樣攻擊馬來西亞。先知帶著代禱

者先為馬來西亞禱告 40天，領受到馬來西亞的基督徒沉睡、安逸，缺乏禱告，愛世界；

即使禱告也是為個人的需要禱告，很少有人為國家守望禱告。遮蓋馬來西亞的保護城慢慢

地被挪開，馬來西亞上空漸漸閉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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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馬來西亞的代禱者不起來為國家守望代禱，防堵這個破口，神的審判會臨到馬

來西亞。神要馬來西亞的代禱者起來為自己的國家代禱。這位先知跟他們講，神給他們五

年的恩典期。如果他們迫切地代禱，就會經歷極大的復興。神很美善，不管我們軟弱到什

麼地步，犯罪到什麼地步，只要我們悔改，我們就會經歷極大的復興。否則，會有很大的

審判臨到。 

在這五年中，馬來西亞必須建立四種祭壇：個人的禱告祭壇，家庭的禱告祭壇，教

會的禱告祭壇，國家的禱告祭壇。每個城市都要有一個合一的禱告祭壇，就會帶來城市的

轉化。每個城市的禱告祭壇聯合起來，就可以建立全國的合一禱告祭壇，而且要悔改，但

是他們只有很少數的人回應。 

結果，馬來西亞拜偶像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因為當神講到說，這個國家的保護層

漸漸挪開、天漸漸關閉，人若不起來求主將天打開、求主憐憫，黑暗權勢就會一直高漲。

馬來西亞執政掌權者太太的父親是個巫師，常常發動巫術攻擊那些反對他的人。他要推動

馬來西亞回教化。 

有個律師說，如果馬來西亞以回教憲法治理國家，除非車子先經過他身子，結果，

他經歷很嚴重的車禍，就死了。貪污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犯罪率越來越高，被列為全世界

最危險居住地方之一。青少年問題、淫亂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很少有基督徒起來回應先

知向他們所發出來的預言，建立強有力的禱告祭壇。 

到了第四年—2014年，馬來西亞有 3架民航機出事，一架忽然就消失了；一架被烏

克蘭叛軍打下來。其中兩架是馬航，一架是亞航。吉隆坡經歷旱災。到了 9 月，馬來西亞

全國禱告網開始推動，建立禱告祭壇，連續 7天 24 小時的禱告。他們禱告兩個月以后，

就漸漸冷淡鬆散下來。結果，2014年 12月，馬來西亞東海岸經歷嚴重的水災，是歷史上

最嚴重的水災。 12月第三架民航機掉下來。馬來西亞地理位置不在地震帶上，這個國家

從來沒有發生過地震，但 2015年 6月 5號，沙巴經歷了 6級的地震。 

經歷這麼多的災難之后，馬來西亞的基督徒發現自己要聯合起來，筑禱告的祭壇，

2015年禱告網終於建立起來了，這時，有人買通一些人，起來制造種族分裂的仇恨，鼓

吹馬來人來攻擊華人。但因有這個國際禱告網，神就保守，不但沒有讓流人血的事情發生，

還把在吉隆坡發動攻擊的恐怖分子抓住了。 

因為有了這個禱告網，國家軍隊裡隱藏的恐怖事件暴露出來，很多的空軍、海軍、

陸軍部隊已經聯合加入了 IS的聖戰部隊被暴露，他們跟菲律賓南部當地的恐怖分子，馬

來西亞、印尼的恐怖分子一聯合起來，要建立一個新的東南亞的 IS的征戰部隊，在 11月

15號新加坡的報紙証明是事實，馬來西亞的報紙也登出來有 18個自殺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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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這個國際禱告網，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他們幾個國家的國際禱

告網的基督徒們聯合起來，為自己國家禱告，也為別的國家禱告，一發生什麼事，大家趕

快為這個地方禱告。結果，18個炸彈的恐怖分子都被抓住了。所以建立聯合禱告網是多

麼的重要！ 

前些日子，有小孩子跟媽媽講說：“媽媽，我這幾天為什麼老是夢見地震啊、水災

啊”。也有弟兄在前幾天接受先知代禱者的訓練后抱怨說：“不是讓我們早睡早起嗎？早

睡早起身體好來晨禱；怎麼現在要變成晝夜守望禱告了，不是矛盾嗎？”當晚，他睡到半

夜的時候，忽然間就說：“主啊，地震如此，主啊你的旨意……”一共講了兩次。 

太太在旁邊聽得很清楚。隔天早上，太太就跟他說：“你被選中了--夜間守望者。”

這個弟兄是一家大公司重要部門的主管，他覺得怎麼可能在晚上守夜禱告呢？結果太太就

跟他說：“即使你的身睡臥，你的心靈卻覺醒，神用你的靈在那一直的守望禱告。”太太

感受到她先生在禱告的時候裡面充滿了火。夜間守望者，即使在你的環境沒辦法（解決）

的時候，神的靈會抓住你，只要你常常跟神的靈連接。 

我們教會個人祭壇、家庭祭壇已經建立起來，現在是教會的城牆禱告祭壇要建立起

來的時候！尼希米跟百姓說：“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尼

希米記 2:17-20）神的兒女當聯合起來，設立城牆，大家輪流在城牆上舉起聖潔的手守望

禱告，就不會受仇敵的凌辱。 

當你不起來禱告的時候，仇敵淫亂的靈、分裂的靈、巫術、各樣的災難一直的攻進

每一個家中；當我們願意起來禱告，神的祝福有何等的大。我們起來建立城牆，免得再受

凌辱。仇敵一定會一直起來攻擊我們，讓我們不要建立這個城牆。但是天上的神必使我們

亨通。 

這段經文中，尼希米跟百姓說：我們做他仆人的要起來建造，你們不建造的人呢，

你們就在耶路撒冷無份無權無紀念。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大君王居住的所在，所以是神

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賞賜、神的豐盛、神的榮耀的地方。但是如果一個人不起來建造

這個城牆，他就在這個聖城的美麗無權無份無紀念，沒有關系。 

4:14中記載筑禱告的城牆，就是要紀念神是大而可畏的，仇敵，你不用在我面前夸

耀，我們要高舉耶穌的救恩，要為弟兄兒女妻子家業爭戰，為神的家爭戰。6:15-16記載

建城牆最重要的是：同心合一。大家同心合一都願意建立自己家外面的城牆，再聯合起來

建造城牆，以至這個城牆沒有一點縫隙。當我們合一的時候，神榮耀的居所就彰顯我們的

教會，祂的榮耀、祂的榮美就充滿教會。 

在末后的日子有各樣的災難來臨的時候，你會發現，哪裡有城牆圍住，哪裡就有城

牆保護。禱告，就是設立保護的界限。當你建城牆的時候，仇敵會用各樣的方法去攔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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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去合一建城牆，可是，你不顧一切，就是要跟大家合一。當城牆建起來，仇敵就懼

怕 黑暗的權勢就懼怕，因為神要彰顯祂榮耀的居所在這個地方。 

去年，在先知使徒性會議，翟辛蒂先知一起仰望神在各個國家要做的事情，他們特

別領受說，神要特別的造訪加州，也就是復興會臨到加州，但是我不希望先是因著災難的

臨到，大家的心才轉向神，才帶來復興，因為人安逸，墮落，藉著災難，人才會被搖醒、

被震動，人的心才轉向神，但我們不希望這樣。 

城牆設立起來，讓神蹟奇事、榮耀彰顯在祂的家中、在教會，所以，教會和教會要

聯合起來，建造整個城市、整個加州的城牆。基督徒的大合一，整個美國的城牆就要建立

起來，不讓黑暗的權勢那麼猖狂的。如果我們不在乎，黑暗權勢就會一直的進入。 

馬來西來犯罪律一直高漲，然后經濟一直地下滑，所以一個國家是昌盛，還是走下

滑，在乎教會！教會要興起，神的兒女要興起，你要起來坐在王位上，你是新婦，你是跟

耶穌一同作王掌權的，你要一起坐在天上，你不要整天只顧地上的事，要坐在天上看地上，

來執掌王權。 

• 晨禱會對主日信息的補充 

美國並不比馬來西亞好，犯罪率不見得比他們低。過去許多年，許多先知一直對美

國發出預言就是：審判！美國一直制定出讓神很受傷的法案，據先知預言說，加州會有很

大的地震，我的領受是：阿爸父仍然等待著我們的悔改，我們仍有機會。 

我們教會過去是充滿了禱告，信心是我們的根基，禱告是我們的材料，聖潔是我們

的裝飾，我們的影響力就一直擴展到世界各地。但是，自從我生病以后，我們的禱告就一

直放下來了：特會沒有了，我們的禱告也沒有了，大家都解甲歸田了。 

你要留意現在神要做什麼，不要用我們的老脾氣、老習慣，任性去反應，不要批評

論斷，因為神要做快速的工作，你要是在神的話語中虛心、低伏、悔改，你要哀痛自己的

驕傲、不冷不熱，坐在寶座上評判教會，這樣，你還才會成為一個溫柔的人，才是一個可

以結實千倍百倍的好土。 

神給我的感動是：這個教會的火牆要建造起來。美國已經到了一個逼迫基督徒的地

步，不法的人可以自由言論，而基督徒卻沒有，仇敵一直要壓制教會，給我們一個下馬威。

如果我們再不起來建造城牆，讓耶路撒冷成為可讚美的，讓神的權柄、榮耀、豐富恢復在

教會，我們就成為一群可憐人，成為啞巴不能說話，不能自由傳揚福音。 

從周六開始，我們已經有許多人看到天使圍繞在我們的教會，當我們站在城牆上守

望禱告，天使就等待著我們發命令，並且去執行。建造城牆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合一。當

我們建造起城牆，審判會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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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呼召代禱者！ 

教會要合一，要聯合起來，權柄就無限大，因為神的身體成型了。因為基督是教會

的頭，祂就要開始彰顯祂偉大的權能。我們母堂跟分堂，加起來，一共有 14 個牧區，每

個牧區都有好幾個小家，在一個禮拜中，兩個牧區的人認領一天，24小時內，每個時間

都有人來認領禱告，一小時分為 4四個時段，每個時間段為 15分鐘，你可以認領一、兩

個時間段，或者一、二個小時都可以。看你的時間、你禱告度量。 

親愛的家人們，這個禱告的城牆一建立起來，城牆上的守望者，每個時段要有人去

守望，當沒人守望的時候，這個城牆就沒有了。現在我們下個禮拜建城牆以后，一直會持

續到主來的日子。你要選你可以的時間，要站在城樓上，作一個守望者。 

來吧 我們起來建造城牆，要成為一個站在城牆上守望的，讓神的教會不再受仇敵的

凌辱，讓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讓神的教會充滿神榮耀的同在，神蹟奇事要大大

充滿在教會，不再有偷竊、殺害、毀壞的事情。你願意起來的向主回應：主，我們願意起

來做一個在城牆上守望禱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