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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謙卑的感謝神，將我們視為祂忠心真實的僕人，來服事祂。
感謝我們的夥伴們、奉獻者們及在其他方面的支持者們，將撒督弟兄差遣
到世界各地去，帶下神先知性的服事，也將神醫治的愛帶到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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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召喚我們要保持
聖潔、無玷污。
定睛天上，警醒於主的將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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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觀看了天使電視的節
目 “ Christ in
Ancient Vedas” ， 并
大大被祝福了。我是個婆羅
門（印度教祭司貴族）。兩
年 前 ， 我 搜 索 了 有 關 Christ
in Ancient Vedas 的資料時遇
見了眾生之主，那就是基督
。當時我想，如果有人能就
這個素材製作一個解說節目
就好了。因為這將打開我的
印度教同胞們的眼，讓他們
看見真神，同時增強他們的
信心。終於，天使電視做到
了。我相信成千上萬的人看
了節目后要看見基督。印度
教學者們不曾指出這關鍵經
文，他們的所作所為把人蒙
蔽在吠陀经典里。我所相信
的并不違反吠陀(印度最古的
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
)的教義。吠陀其實向每一個
婆羅門和印度教徒確認了基
督是救世主的真理，若不藉
著基督，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這個節目將會讓許多迷
失的印度教徒大開眼界。
- Madhusudhan Srinivasan,
印度

謝

謝天使電視，我能每
天遊覽天使電視網實
在很開心。還有天使
電 視 在 Airtel DTH 的 衛 星 轉
播節目更是造就了我們屬靈
的生命。撒督弟兄的信息幫
助我們更親近主耶穌。我和
家人都只觀看天使電視的節
目。節目都太精彩了！
- Annie Preethi, 印度

我

觀看天使電視的節目
有三個月了。每一個
節目都有其獨特之處
尤 其 是 撒 督 伊 雅 爾 （ Sadhu
Iyya） 和 文 森 特 塞 克 古 馬 爾
牧師（Vincent Selvakumar）
的講道信息，常常促使我自
己翻查聖經，逐漸喜愛聖經
的教導並活出真理。我所領

悟到的是，這世界和其上的
情欲只屬塵土，唯有天堂之
路才是最重要也最富價值的
。我熱愛天使電視的所有節
目，已經沒有興趣觀看其他
頻道的節目。感謝天使電視
給予我和家人每日的教導。
- S. Sownitha Jof, 阿曼

天

使電視是印度唯一的
丹米爾語基督教頻道
。我們認為這是所有
頻道中的首選。過去六個月
，我們都在觀看天使電視。
你們多元的節目給我們留下
深刻的印象。
- Christie Thomson, 印度

在

雅加達，我們可接收
天使電視的直播節目
，太不可思議了！我
們極為喜樂並實踐神的恩典
！我最喜愛聽您和主耶穌近
距離接觸的見證，這對我已
經足夠了！
- Sadhu Soepia, 印尼

天

使電視的在綫流大大
祝福了紐西蘭的我們
，幫助我們靈命的成
長。自己閱讀聖經時，有許
多道理我們無法瞭解。所幸
撒督伊雅爾（Sadhu Iyya）和
文森特塞克古馬爾弟兄（
Vincent Selvakumar）的講道
信息為我們一一揭示。
- Kandan Omshiva, 紐西蘭

天

使電視的節目都很創
新。我們一有時間，
就觀看所有的節目，
尤其是星期五，因為在中東
那是個假日。關乎主耶穌再
來的節目尤其令人驚歎。為
生命和聖地禱告的節目也非
常優秀。每天的敬拜讚美節
目更是一大祝福。
L.
Christy
Thomas
Amalraj, 沙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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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天使電視在美國的
網路串流。我依仗它
為我供應屬靈良食，
它也成為了我的安慰。
- Tracie Morgan, 美國

在
撒

線天使電視太棒了！
- Freeda,沙地阿拉伯

督和和文森特塞克古
馬爾弟兄所製作的節
目大大造就了信徒。
- Christus Singh Thomas牧
師兼博士, 科威特

我

常常觀看天使電視。
- Rosalind, 緬甸

天使電視事工適合各年齡層
，令人驚歎的頻道。節目的
設計和編排都非常講究。尤
其 喜 歡 'Adhan Edhu' 這 個 節
目，不單精彩並富知識性，
提供了末世的科學證據。節
目幫助我有效地和同事們談
論主的再來。天使電視實在
太棒了！
- D. Sheeba, 印度

撒

督 伊 雅 爾 （ Sadhu
Iyya）和文森特塞克
古 馬 爾 弟 兄
（Vincent Selvakumar）的節
目造福了我們。要是諾貝爾
獎有頒給基督徒傳導/先知，
他們倆將會是得獎的佼佼者
，並至少必定得過一次獎。
他們的啟示就如使徒保羅說

伙伴們，看看你們
所播的種子。
歡喜並感謝神吧！

親愛的伙伴，站在一個極重要的崗位，
你幫助了這些人拭去他們的眼淚。
你的奉獻讓我們能夠繼續廣播神的醫治到這個世界。
講的一樣豐盛。主耶穌賜給
他們的啟示、智慧和恩膏是
爲了改革這個世代。
- Ebenezer Dayanandan, 美國

伊督（Aathan Ithu）的節目
。天使電視蒙神的恩典，要
傳講末世的信息。
- Jabadurai Jayapaul, 德國

感

去三個月里，通過賈
夫納有線電視觀看天
使電視。節目祝福我
和家人，還有許多其他人；
引導我們更能體會主的同在
，也更清楚主在我們生命里
的呼召，提高我們對主再來
的意識。賈夫納有許多非基
督徒因為天使電視有機會認
識福音。
- S. V. Gurupatham, 斯 裡 蘭
卡

謝耶和華賦予天使電
視的異象。在澳洲能
觀看你的在綫節目是
一大祝福。我們或許遠離家
人、親人或自己的教會，天
使電視卻在每天與神的話語
的接觸中給予我們很大的鼓
勵。
- Daisy Mohanasundaram博 士
, 澳洲

我

的心跳指數比一般同
齡人的高，因此我很
擔憂。當我觀看天使
電視的"Fire and Glory" 節目
時，史蒂芬·布魯克斯弟兄說
：“耶和華向我顯示，有一個
人心跳不律，主現在就要醫治
他。” 我深深被他的啟示所
感動，也深信那話是為我說的
。於是，我馬上用家中的心跳
檢測器檢查自己的心率，心跳
指數在健康水平。我的主治醫
生早已為我安排在來臨的星期
二，進行一項為時二十四小時
的心血管測試。測試后一個星
期，報告顯示一切正常。從那
時起，我的心率一直正常。這
真是一個神蹟。感謝讚美神！
- Mark Samuel, 美國

我

最近開始觀看天使電
視，無可否認，節目
都非常精彩。希望世
界各地的人都能觀看節目。
- Nelson, 英國

我

經常觀看天使電視，
所有節目的安排和準
備工作都做的很好。
尤其喜歡文森特牧師和亞丹

過

我

們觀看網絡基督教電
視頻道已經一年了。
最近四個月我們開始
觀看天使電視后，我們的屬靈
生命成長迅速，令人難以置信
，非筆墨所可以形容。太了不
起了！我相信在這末世的日子
里，主耶穌十分關愛尋求衪、
愛衪的，因此衪安排了天使電
視的存在。天使電視不只是個
電視頻道，它可以稱得上是一
個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在綫丹
米爾語基督徒屬靈信心的培訓
院電臺。
- Anton Emmanuel, 加拿大

每

一個節目都非常優秀
。主耶穌再來的信息
非常有益預備我們迎
接主。我很受祝福。
- Karmaleena, 愛爾蘭

天

使電視確實美好，我
非常喜歡。十分感激
你為天國製作的網絡
和工作。我太愛觀看天使電視
了，謝謝你們幕後的苦工。
- Yvonne Fleischer,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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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從網際網絡上觀看
天使電視兩個星期了
。我們是蓋亞那(南美
洲國家) 的傳教士，和學府里
的福音團體同工。天使電視
是我們的鼓勵。
- Parrot Rajeswathy, 蓋亞那

我

是天使電視的忠實網
民。非常喜歡每一個
節 目 ， 尤 其 是 Athan
Idthu, Andha Naal Gnabagam
和 Muthiraiyil Muthu 的節目
， 還 有 Ninaithu Paarkiraen
的課程。
- Dr. Geetha Senthil, 南韓

我

們十分喜歡天使電視
的節目。所有的節目
都有獨特的詩歌和信
息，還有為屬靈里飢餓的信
徒提供了良食。
- Pastor Murthi, 卡塔爾

我

們正觀賞天使節目，對
我們有很大的造就。
- R. Anitha, 賽普勒斯

天

使電視確實是所有觀
眾的祝福，我是忠實
觀眾。天使電視的節
目在我靈命的革新中扮演了
重大角色。感謝神強而有力
地使用這個頻道。所有的清
談節目都富知識性並包含了
很 深 的 屬 靈 真 理 。 Vedham
Pudhidhu 太令人驚歎了。全
新 的 "Paadal Pirandha
Kadhai" 節目也很令人讚賞。
我有許多信奉印度教的朋友
也經常觀看天使電視的節目
斌，並蒙福了。天使電視有
別其它基督教頻道之處是在
其節目的“超凡品質”。
- Grace Geetha, 印度

在2010年，我們期待一個神榮耀的傾倒及無數靈魂的得救 遠遠超出我們事工有史以
來所見過的！ 你也許已經知道，我們的異象是宣告我們的君王，主耶穌的即將再來
；同時讓神的聲音透過天使電視，向世界列國宣講預言（以賽亞書49:6)。 自1999年
六月起，我們便透過福音電視的轉播成就這個異象；觸動了印度成千上萬的生命。
自2005年開始，天使電視把事工擴展至世界更多個角落。
藉著我們忠誠事工夥伴的幫助，耶穌福音事工/天使電視得以購買廣播時段，
定時製作節目，翻譯成各國語言，每週二十四小時不間斷轉播至世界各地。這一切
都是爲了幫助失落的靈魂能遇見基督，為那絕望又潦倒的重新找到生命的盼望。天
使電視也要裝備基督的新婦，預備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即將再來。
我們的使命與呼召是：宣告主耶穌的即將再來，為耶和華發預言，同時預備
基督的新婦成熟成聖，轉化生命。這就是天使電視外展事工的目的！
感謝我們忠實的夥伴們，天使電視才可以全日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把主耶穌
基督永生美好的福音，傳送到全球千萬戶人家中。我們能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事，
就是憑著主耶穌，讓失落的人的知道神的愛，同時預備基督的新婦迎接主的再來。
我們常說，電視是最能觸動人心，改變生命的有效工具。
是天使電視要步入高畫質電視節目製作的時候了。這項尖端科技正在改變新
時代全球廣播事業。高畫質視頻比起DVD 和數位杜比的標準要高上五倍。
天使電視需要更換老舊器材。器材的頻頻故障造成許多嚴重的維修困難，也
大大增加了修理費用。因此購買新器材是較明智的選擇。現有第一批器材自1999年
便協助我們將福音傳送至世界各地。我們始終為此萬分感激我們許許多多夥伴們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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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是時候好好利用最先進
的科技進一步為神的國工作了。高畫質
器材，無可厚非，價格昂貴。我們需要
高畫質數碼攝影機（附配件），錄影機
橋面，路徑選擇器，音頻控制台和其它
各樣主要附件。因此，總預算的數目龐
大；也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已經儘量一
再拖延計畫的進行。我們謹慎研究並調
查了那些高畫質器材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
過去一年多來，我們已經開始進行
預備攝影棚和製作程序逐步走向高清的
基礎工作。2009年初期，工作的第一個
階段里，我們已經為整個攝影棚接上了
高畫質電線。2009年中期，第二個階段
，我們添加了新的高畫質編輯系統 。
2009年就九月初，第三個階段里，中央
控制室已經提昇至高畫質要求標準。
2009年十月開始，我們備有64 TB(64000
GB) 的視頻服務器。這些更新得以逐一分
階段進行，全靠神透過您和我們忠實的
夥伴們給予我們額外的資金祝福。您的
奉獻幫助我們成功取得製作高畫質福音
視頻的基礎設備！全球直播的2010年新
年敬拜會節目就是我們高畫質製作的首
播。
一次又一次，當我們因為順服神而
踏出第一步時，神都信實並神奇地供應
事工所需的一切。耶穌福音事工從不負
債。就算當神指引我們同一時間完成各

項工程 高畫質設備的購置，戶外轉播所
需的攝影車和攝影棚擴充的需要時，我
們依然堅持永不負債！
我們事工的夥伴和朋友們，因為您
的信任和多年不棄不離的支持，我們要
和您分享這偉大的工程。我們懇請大家
和我們一起憑信心相信這美金一千五百
萬的供應，並且信靠和我們盟約的信實
夥伴們在知曉這項工程後，當中的
1500人 會 把 握 時 機 第 一 時 間 播 下 至 少
1000美元的種子，協助耶穌福音事工完
成神的呼召，進入高畫質轉播的時代。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們可以共同
成就神的旨意，攜手為基督影響這個世
界！啟示錄14：6-11 ：耶和華的天使們
正等待與我們同工。
我們會持續將最新的狀況提供給您
，以至於您可以忠實的在這條路的每一
步上，與我們一同站立。您如果願意成
為夥伴，協助耶穌福音事工下的天使電
視傳播神國永生的福音，不要遲疑，今
天就成為夥伴吧！（馬太福音24:14; 啟
示錄 14:6）。另外，如果神向你說話，
感動你與衪在向世界傳福音的項事工同
工，請和我們聯絡！
您願意和我們攜手完成這項偉大的
工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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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森 特 · 塞 克 古 馬 V i n c e n t S e l va k u m a r

聖

經說：“主
耶和華若不將
奧秘指示他的僕人
─ 眾先知，就一無所行。獅子
吼叫，誰不懼怕呢？主耶和華發
命，誰能不說預言呢？”（阿摩司書
3:7-8）在天使電視向全球直播的新年
節目中，神使用衪的僕人，文森特塞克古
馬爾（Vincent Selvakumar），預言2010年所
要發生的事。
2010年
這將是充滿“轉捩點”的一年，在這一年當中你將會看到
許多的轉捩點。他們會發生在教會、事工、政壇上和社會裏
。你要時刻預備面對一切轉折；經歷你人生的轉捩點。
印度
分裂的靈已經開始臨到印度。分裂的呼聲在國內四處升起；類似的呼聲將在各省各
市崛起，會眾將各分派別。這都是來自地獄，惡靈的作為；它們要在這地製造混亂
。可預見的結果是派別之戰，還有人人充滿謀奪的心態。各地將血流成河，各族群
彼此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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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將因為語言的不同而分裂，分裂的
火燃燒全地。分裂的靈已經環繞各地邊
界。分裂的呼聲就要升起，一如警鐘，
前所未見。印度各州市快要喪失他們的
平靜與安眠。許多政治人物要被綁架，
甚至遭殺害。恐怖活動要在這地放縱肆
虐。分裂的勢力很快就要崛起。
禱告重點: 耶和華吩咐我們要哭泣並禱
告，以對抗惡靈的作為。耶和華問：“
有誰來為他的國家哭泣？有誰會淚流成
河？代禱勇士們，站起來吧！”
爭戰正籠罩著印度邊界地區。爭戰將來
自國內外兩方的勢力。一心要攻佔印度
的勢力陰謀策略，正悄悄潛入印度。他
們甚至贏取了國內支持者的同情。外來
的攻擊將激發國內勢力的對抗，印度就
要面臨大震盪。
禱告重點: 祈願耶和華保守印度的安全
，防止盜賊圖謀不軌。
發展中國家
分裂的靈也已經開始滲入發展中國家。
各種分裂的勢力將在這些國家運行，阻
礙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步伐。貧窮和饑荒
也會增加，金融危機也要發生。
禱告重點: 耶和華要一群代禱大軍佇立
其中的破口，哭泣、禱告；淚流成河，
提醒大家關注將至的危機。
新國度聯盟

神的子民，意圖製造流血事件。在耶和
華眼裡，這群惡人是毀壞可憎的。
這群讓人已經散佈在世界各地，佔據了
許多國家並計畫了一些集體行動。猶如
聯合國一樣，這些國家將成立聯盟並力
爭成為最強大的聯盟。因此，它們要差
派恐怖分子到世界各地；恐怖活動將肆
虐美國、英國和歐洲各國。這一切準備
工作正在嚴密進行中。
許多商業機構、銀行和大型工業要崩潰
。這群惡人利用已開發國家金融勢力的
消弱，趁勢加強擴張自己的聯盟。為了
這個目的，這群惡人正急速打下他們工
作的基礎。
他們正看準印度，企圖侵略印度。他們
自認為印度曾經屬於他們，因此必要重
新取回印度。不久的將來，恐怖主義必
然在印度肆虐。印度許多重要城市已經
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計畫中的攻勢將
是災難性的，許多大樓要倒塌，毀壞程
度會是前所未見的。
禱告重點: 主吩咐我們要為自己的城市
禱告。
惡人們預謀動搖印度和各國的金融體制
。偽造貨幣將滲入各國，國家經濟要面
臨災難。
禱告重點: 祈禱惡人的計謀要在初期就
被搗毀，願神在他們營裡製造混亂。

恐怖主義的滋生
歐洲

一群兇惡的百姓，一再抗拒主耶和華。
這是假先知的靈，已經欺騙了一大群百
姓，擄掠他們成為自己的掠物。散播一
連串恐怖活動至世界各地。也極力對抗

正當歐洲各國成立經濟聯盟之時，這群
惡人計畫使他們的國家更工業化，所以
焦點也放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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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重點: 歐洲的子民，耶和華呼召你
們要誓約為歐洲禱告。為歐洲邊界的防
衛禱告。祈求神差派天使軍駐守歐洲邊
境，不讓惡人涉足你們的國家。
教會
一個危險的異端教導，正從北方和西方
傳來，要迷惑聽的人，蒙蔽聽者的理智
，導致他們眼睛惛懵。結果就是他們將
對自己的作為一無所知，這錯誤的教導
會迅速蔓延。假教師們始人們逐漸背棄
神的話語，他們的言語乃是來自於他們
自己的心。他們已經計畫了九年，今年
是他們開始行動的年頭。他們要到各個
國家，進入許多教會。
他們的教導將促成父母和孩子間的分裂
。聽信他們的人在靈裏將要被蒙蔽。接
受假教導的人會假借合一為名，利用金
錢誘導會眾趨向虛假的合一。他們要搶
劫許多神的僕人，用金錢誤導他們，利
用他們成為自己的棋子。

和復興運動者要從教會中站出來，開口
為神作見證。他們是純樸的一群，不貪
圖謀大事，對奢華充耳不聞。
教會要敞開大門接納這群人。在這末世
的日子裏，就像使徒行傳一樣，偉大的
神蹟要叫人無以反駁。死人會復活，在
死亡邊緣的要重新站起來，陌生人要高
呼主的名，政治家要得救。許多恐怖組
織的頭目也要得救並積極地為主工作。
正如掃羅變為使徒保羅，主耶和華要使
用教會轉變這些人。末世的日子會是充
滿神蹟的日子，教會將比主耶穌所做的
，做更大的事。這群新血站起來的時候
到了，所以撒旦也要派遣它那迷惑人的
阻撓他們的升起。正如當初主在米甸預
備摩西時，撒旦同時也在埃及預備它的
術士們。當神賦予摩西能力使杖變成蛇
時，術士們也能照樣行。神正在預備衪
的子民，而撒旦也正預備它的隨從，企
圖誤導神的子民錯以為自己比不上它的
結黨。

一大群騙子就要來臨。他們也許手持聖
經，可是卻滿口謊言，心存欺詐和瞞騙
。他們絕對不是神所差派的，而是他們
私慾的父 撒旦所差派的。主耶和華吩咐
我們要謹慎、小心、防範這一切詭詐。

禱告重點: 在這群惡人崛起之前，禱告
神的應許先成就。耶和華吩咐我們要為
神的子民的興起禱告。

禱告重點: 為教會禱告 。主耶和華說：
“神的執事們要清楚自己的重任。教會要
加強邊界的防守，堅固自己的基礎；否則
你必失去所有並且從我手中流失。”

大海又將轟鳴；神要差派天使震動滄海
。相比之下，2004年所見證的海嘯災害
將是不起眼的。許多國家將面臨海嘯的
衝擊和毀壞；也許在今年發生，也許不
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會是在短期內
發生。驚濤駭浪將更甚于2004年的大海
嘯；許多小島要被吞沒；許多城市和村
民也要沉到海底。但在這些事發生之前
，神呼召他們悔改。

就在這權勢到來之時，神要以新油膏抹
衪教會，使其有能力辨識並對抗詭詐。
你要見到前所未見，全新的能力在教會
中展現。神要呼召許多神的僕人，先知

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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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重點: 為了神所揀選的，禱告那充 祭祀。許多人將尋求並崇拜撒旦。惡魔
的崇拜者會大量滲入各國。許多危險的
滿罪惡的日子儘快結束。
事就要發生，當儆醒守望。
今年我們會見到七種病毒的出現，有一
主耶和華作王
部份的病源是來自中國和非洲。印度尤
其將首當其衝，大量患病者要喪命。這
七種病毒當中，有三種病毒的目標是侵 凡等候神與祂權能的人有福了；住在全
害孩童。除了寒溫帶國家，其他地區都 能者的蔭下的有福了；把根基建立在耶
要便對這些病毒的患害。許多患病孩童 和華的有福了。愛衪百姓的神也必成為
會死亡。面對H1N1（豬流感）的來襲， 祂子民的遮蓋。耶和華要在祂子民裏面
大家都很恐慌；可是和這些病毒相比之 做新事，使祂子民的手成為神的手，祂
子民的舌成為神的舌。耶和華要將祂的
下，H1N1病毒只屬小兒科。
聲音放進你的喉嚨。
禱告重點: 禱告神捆綁這些病毒病源地。
神的子民必如鷹展翅上騰。耶和華的大
問題將始於食用水。從美國某地開始蔓 能和同在將庇護你，走遍天下直到地極
延至其他國家，許多人會因為食水所引 。神定意使用你。不要害怕，只要定睛
起的瘟疫而死亡。新病毒會因此產生， 仰望呼召你的君王。縱然有各樣災難施
許多人的血液會被感染，患者的心臟會 虐於各國，神必保守住在衪蔭下的子民
。
衰竭。
面對災難時，你將毫髮無損，因為耶和
華必保守衪的子民。耶和華是萬軍之王
，是永不改變的神。你的靈命、屬靈的
恩賜和事工將得到更新。你的禱告生命
也要經歷新的大能。耶和華已經開始做
新事。當等候耶和華，你必如鷹展翅上
當初，摩西誕生之時，敵人同樣想方法 騰。你們要出去，帶著主的大能到世界
設計殘害許多孩童，就為了消滅解救者 各國，這是主對你的呼召。
。看哪！神要大大使用許多孩童，正如
衪使用摩西一樣。敵人會從今年起展開
攻勢，信徒的孩童尤其首當其衝。家長
們，你們要教導孩子們時刻敬畏耶和華
，將他們藏在至高神的庇護下。只有這
樣，孩子們才有望保存性命。
因為車禍、謀殺或綁架，孩童的死亡率
將大增。在這末世的日子，神要大大使
用孩童來驅趕敵人；也正因為如此，撒
旦預備設下陷阱迫害孩童們。可是，主
耶和華會保守這些孩子。

毀壞的火焰就要從各國升起，你們要見
證惡靈的工作。許多巫師和術士就要出
現，印度和許多國家將見證殘忍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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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乃是
主耶和華
的話！

我

曾寫信要求您為朋
友的母親代禱。朋
友的母親因嚴重心
臟衰竭，臥病在床；在死
亡邊緣掙扎。感謝神豐富
無窮的恩典和憐憫！蒙您
流淚誠心的禱告，她接受
手術成功植入自動心覆律
除顫器，脫離了險境。神
賜長壽和生命全新的盼望
。我的朋友也因此得著更
新。
- Dr. Ajooba
Radhakrishnan (電郵)

我

寫信要求您為一個
失明又必需接受腦
部手術的孩子禱告
，也收到了您禱告的回應
。孩子的手術非常成功，
神也恢復了他的健康和視
覺。感謝您對我們的關懷
。將感謝歸給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
- Victoria
Gnanasironmani (電郵)

我

那年僅十八歲的姐
妹 Anie Sithara的
子宮有巧克力囊腫
。醫生建議動手術切除，
但是不排除手術后囊腫再
生的可能性。我們寫信要
求您的代禱，也祈求主耶
穌顯神蹟。後來，我們去
到醫院準備預約手術日期
時，醫生提議做最後一次
掃描來確認。結果顯示子
宮內的囊腫已經消失了！
榮耀歸於主耶穌基督！謝
謝您為我姐妹代禱。
- Sangeetha Sam (電郵)
自 從 2008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您到訪我們家後，日子

充滿了挑戰和令人感到有
趣的事。歷經了一連串生
活 的 起 落 ， 2009年 秋 季 又
到來了。我確認自己已經
完全復原。感謝稱頌主！
真心感謝您的代禱。
- Monika John （瑞士）

我

要感謝您為我們的
代禱。打從我收到
您的電郵，跟著您
一起禱告后，我丈夫開始
有了穩定的工作，每天都
有著主的祝福。丈夫在三
天內賺取了五千南非蘭特
（南非共和國貨幣單位）
，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工作
。神真真美好。我們的突
破是從收到您的電郵那天
開始的。
- Martie Vermeulen
（南非洲）

我

要和您分享一則好
消息，是有關您去
年八月來到奧克蘭
，為一對夫婦禱告的事。
麗莎和雷曼夫婦因為無法
生育而在去年八月要求您
為他們禱告。如今，麗莎
已經產下一個健康的男寶
寶。
- Ps William Low （美國）

謝

謝您為我的工作代
禱。我找到了一份
合意的電影業工作
並遷至北京。因這份電影
業的工作，讓我更接近了
自己拍片的夢想。可見神
一路的信實！再次感謝您
的代禱，因為有您的代禱
我才有了這份工作！
- Lynne Loo （中國）

你需要代禱嗎？
親愛的 朋友們：你是否正經
歷憂傷、痛苦、受傷沒有任何
盼望嗎？你需要有人為你禱告
，為你抓住神代求嗎？
(約伯記9:33,16:21)神呼召撒
督弟兄為任何人的需要代求，
不論您的種族、膚色、語言及
宗教信仰為何。你可以寫信給
撒督告訴他您的代禱需要，他
會親自毒您的信並滿有憐憫的
為您的需要禱告，祈求主耶穌
來祝福、安慰並給予您需要的
神蹟。
耶穌福音事工
10 UBI CRESCENT, #03-02
UBI TECH PARK
SINGAPORE 408564

電郵: prayer@jesusministr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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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維 爾 · 約 翰 遜 Neville Johnson

最

近我有一次從睡眠中醒來，滿腦
子只有一句話：“現在必須要擴
張。” 躺在床上，反復回想主向
我說的這句話，仔細思量這話的含義。及
這話或與其相近含意的在經文，在我腦海
裏揮之不去的是以賽亞書第六十章裏所提
的：“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
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
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
（以賽亞書60:5）。
“寬暢”一詞源自希伯來文
“rachab”，本意是擴張或騰出空間。先
知以賽亞所指的是末世的豐收時節所要得
著的收成。許多人對這節經文很熟悉，可
是我們有必要從“擴張”一詞的角度重看
這經文。大衛王說：“你開廣我心的時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詩篇119:32）。
經文裏的“心”指的是我們的內心或內在
的人 那是從表面看不見的。聖經以弗所
書說道：“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
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
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
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以弗所書
3:16-18）。

傳統上，心往往和愛有關，使徒
保羅在這裏所指的是我們的心需要擴張
，也只有當我們的內心被延展和擴張，
才能領悟神偉大的愛。以賽亞清楚提到
當末世的豐收來臨時，我們的心要被擴
張。
換言之，我們裡面的人-我們的靈
-必須要被擴張，以明白、配合神所將
做的大事，。先知以賽亞也說：“要擴
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
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
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
住。”（以賽亞書54:2-3）。
你的靈有多大?
你可曾察覺，有些人只要一走進你所在
之處，你便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他們的存
在？你也許背對著他們，可是卻還是感
受到了他們的出現，他們好像有一種魅
力。這有時只是一個強有力的個性展現
所致，可是這種現象卻往往是一個強壯
、高貴的人的靈，所產生的結果。每當
我為他人禱告時，我都會試著搜尋他們
內在的靈以確認他們的屬靈狀況。但有
時，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
內在的靈太薄弱了。經文這麼形容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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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
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身量”一詞源自希臘文 helikia，
就是成熟的意思 ；指的是內心的成熟多過肉
體的成長。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內在的靈是
一個個體，我們是靈魂體合一的個體。若是
沒有在適當的環境裏正確餵養這一個體，他
就會逐漸軟弱。因此聖經教導我們要剛強我
們裡面的人（以弗所書3:16）。
你內在的靈源自天上，存在於屬天
的環境裏，呼吸屬天的氣息。我們如果無
法在地上為他營造屬靈的氣氛，將會限制
他充分發揮能力。使徒行傳便記載了一則
相關事蹟。
使徒行傳 19:13-16
13
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
鬼的猶太人，向那被惡鬼附的人擅
自稱主耶穌的名，說：我奉保羅所
傳的耶穌勒令你們出來！
14
做這事的，有猶太祭司長士基瓦
的七個兒子。
15
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
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
16
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
勝了其中二人，制伏他們，叫他們
赤著身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裡逃出
去了。

並得勝，我們必定要被擴張。在大豐收裏
，以賽亞看見了神子民內心的擴張。我們
讓內在的靈處在什麽樣的環境氣息裏，將
直接影響我們靈命的成長。敬拜音樂是我
們內在靈所呼吸的氧氣。建造信心的材料
、神同在的顯現和靈裏的禱告都是我們靈
命健康的必要條件（歌林多前書14:4）。
聖經說，“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講道的， 乃是造就教會。”
（哥林多前書14:4）。“造就”一詞源自
希臘文oikodomeo，意思是“建築自己的家
園或 建立、剛強你內在的人”。你經常在
靈裏禱告嗎？主耶穌說：“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
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4:4）。
你屬靈的人不是靠自然食物活著，
乃是靠神的啟示活著並成長。是因接受神
所啟示，即時、先知性的話語存活，而且
必需每天進食。愚拙的童女沒有預備油，
沒能給自己的靈點燈。我們的靈需要擴張
，以便在即將來臨的黑暗世界裏存活。你
們的靈要在主的榮耀中閃耀，在黑暗中的
眾人要來就你的光。

這些惡鬼看見了屬靈領域所見，現實
世界卻不可見的。要知道，我們所持的態
度、情緒和屬靈狀況是屬靈領域裏所能看
到、從這態度也可以散發出聲音及氣味。
保羅的靈如此被擴張又充滿活力，結合了
愛和能力，魔鬼新靈裡看到他靈的展現，
就是新時代主義稱為的“靈氣”(光環)。
保羅內在的靈遠遠比他的肉體更大
。這是我在屬靈的領域裏多次見過的。我
們的權柄會散發在我們的外在，魔鬼也看
得見。在這黑暗就要籠罩的世代，要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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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 OF PEACE

HOUR OF GRACE

HOUR OF COMFORT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星期六 10.30AM

星期六 12.00AM

星期六 3.30PM

星期六 5.00AM

星期四 6.30AM
星期五 8.00PM
星期六 2.30Am

星期三 8.00PM
星期五 9.30AM
星期五 4.00PM

HOUR OF PEACE

MARANATHA

MARVELOUS LIGHT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星期五 6.30AM
星期五 9.00PM
星期六 1.00AM

星期四 8.00PM
星期五 10.30AM
星期五 2.30PM

星期三 5.30AM
星期三 6.30PM
星期四 12.30AM

星期二7.00PM
星期三 8.00AM
星期三 2.00PM

星期五 12.30PM
星期日 10.00PM

星期五 2.00AM
星期日 11.30Am

OMEGA GATEWAY

OUR KING IS COMING

WALKING WITH JESUS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星期四 9.00AM
星期四 10.00PM
星期五 3.30AM

星期三 10.30PM
星期四 11.30AM
星期四 5.00PM

TBA

TBA

TBA

TBA

YOUTHFUL BREEZE

GATEWAY TO HEAVEN

GATES OF JERUSALEM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星期日 9.30PM

星期日 11.00AM

星期日 8.00AM
星期五 6.30PM

星期六 9.30PM
星期五 8.00am

星期二 6.30PM

星期二 8.00AM

THE GLORIOUS WORD
(Vedham Puthidhu)

PEARLS UNVEILED
(Muthiraiyil Muthu)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印度時間

美國(東部)時間

TBA

TBA

TBA

TBA

TUNE IN TO
www.angeltv.org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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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說有一位歐洲的公主，一生不愁吃不愁穿。富裕的丈夫經常以金銀珠寶恩寵
她。公主是個敬虔的基督徒，聖靈感動她為神成立一所孤兒院。於是，公主
請示丈夫是否能變賣珠寶首飾來幫助窮困的孩子們。丈夫誤以為她不愛惜自
己所送的珠寶禮物。一臉柔情的公主回答道：“我當然愛惜，可是需要我們幫助，無
依無靠的孩子太多了。”妻子的熱忱和愛心融化了丈夫。公主變賣了珠寶首飾后，建
立了一所美麗的孤兒院。
孤兒院的同工每天都到大街上收養孤兒，供吃、住和穿。公
主一心侍奉孤兒們，對他們疼愛有加。有一天，從孤兒院回
到自己家中時，她對丈夫說：“我找回我的珠寶首飾了。我
在街頭流浪的孩子們身上找回了我的財寶。我找到了！”
主耶穌勸勉我們要把財寶積儹在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
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馬太福音6：20）。
耶穌福音
事工就像那公主，旨在拯救失落的靈魂，預備這末世的世代
迎接再來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你是否願意像那公主，
將自己的“金銀財寶”積儹在天上？

天 使 電 視 夥 伴
姓名： 牧師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 小姐

撒督弟兄，我愿支持神末世預言性的事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愿成為代禱夥伴
我愿按月奉獻以下金額：
$25
$50
$100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愿為採購高畫質/高清設備奉獻以下金額：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100,000

$_______

NT5,000

NT10,000

NT15,000

NT20,000

NT25,000

NT30,000

NT35,000

NT40,000

NT50,000

NT100,000

NT150,000

NT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奉獻郵寄至以下國家代表：

台灣夥伴：
請將您的奉獻寄至
郵政劃撥帳號社團法人台北市榮耀事工協會50057120
務必著明奉獻對象為天使電視或耶穌福音事工
郵寄至: 台北市基隆路1段186號9樓
美國夥伴（備有免稅收據）：
請以$美金為單位，國內銀行支票抬頭為 - JESUS MINISTRIES
加拿大夥伴（備有免稅收據）：
請以$加元為單位，國內銀行支票抬頭為 JESUS ENDTIME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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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福音事工 Jesus Ministries
10 Ubi Crescent #03-02
Singapore 408564 (新加坡)
耶穌福音事工 Jesus Ministries
P.O. Box 9055
Lancaster CA, 93539
USA （美國）
耶穌福音事工 Jesus Ministries
台北市基隆路
1段186號9樓 (台灣)
9F, No. 186, Sec 1,
Keelung Road, Taipei, Taiwan
其它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www.angeltv.org
www.jesusministries.org
詢問電郵：info@angeltv.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