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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與禱告 

讓我們舉起眼目，仰望我們的全能神。我們是何等的蒙福，能在新年的第一天，

來到全能神面前。我相信各位在午夜零時，已在各位的教會中，將自己新的一年

委身獻與神。當神的百姓，在午夜這重要的時刻，將自己奉獻在主-神的面前時，

天堂即會打開，美善的神便會用祂的臉光照耀祂的百姓。現在我們既已來到祂聖

潔的同在中，等候我們的君王，並在祂面前獻上自己，讓我們在神的院中，聆聽

我們的君王對這世界所說的話。進到神聖的同在中，是莊嚴的，大君王將揭開書

卷，曉明祂的神諭，宣告祂的詔令。為此，我們來到神的面前等候祂。 

 

讓我們在永活真神的面前安靜，讓我們向祂打開我們的心，向祂說：主啊，對我

們說話，讓我們明白你的道路。偉大的君王！求禰顯明你的旨意。我們是你卑微

的僕人，我們站立在你的聖潔同在中，來聆聽我們的君王將要對我們所說的話。 

 

美善的神！求你現在伸出你祝福的手，按手在你每一位兒女身上。祝福經由衛星

在全印度、在歐洲、澳洲、紐西蘭、北美觀賞這個節目的每一位，也祝福在世界

各地用網路觀賞這個節目的每一位。 

 

猶大的獅子！我求你興起，從錫安發出吼聲，讓你的聲音從錫安響徹地極。 

 

呼喊吧，猶大的獅子！讓諸天聽聞，讓世界得悉，讓那住在世界以下的聽見，讓

那居於眾水之外的聆聽，並那住在水中及一切凡有氣息的都側耳而聽！ 

 

你聖潔的話語告訴我們：”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凡有血氣的)都當

在他面前肅敬靜默。”神啊，我們現在讓我們的肉體安靜在你面前。 

主，我們的神！求你對我們說話，讓我們在這新的一年，明瞭你的道路，奉耶穌

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前言 

舊的一年過去，新的一年降臨，這是我們每年所經歷的。每一個新年降臨，說明

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們與主耶穌再來的日子，又更接近了一年。新年並不只是所

有舊的問題消失，新的祝福臨到。而是距離主耶穌基督的再來，更接近了一年。

這是主給我們極大的恩典，讓我們調整預備好自己來迎接祂。 

是的，祂又給我們一年來預備自己迎見主，我們的神。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2012年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非常艱困的一年，全世

界發生許多的災難、毀壞。在如此多災多難一年當中的最後一天，每一個人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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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未來的一年會是更好的一年。12月 31日的晚上，全世界的人們都興奮地期待

主會對人們說，有關 2013年鼓勵的好話。幾乎全世界的每個教會，都帶來神美

好應許的祝福話語。 

 

2006年，我的弟兄、一位受尊敬的先知-桑文生與我，來到我們服事中的一個轉

捩點。在那年年中，神告訴我們：「從現在開始，我要你們只傳講我的再來，為

我的再來預備道路。」這是我們事工的一個轉捩點，從那一年開始，我們開始更

多傳講末世及耶穌的再來。因為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近了，就如同主第一次來之

前，有聲音在曠野喊著說：「預備主的道路。」在這末世，耶穌二次再來之前也

是如此，這在曠野呼喊的聲音必須再次興起。 

 

所以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更多尋求主，求問祂在這個旨意裡，他要我們傳講什麼

內容。主便開始啟示祂百般的智慧，並揭曉祂所隱藏的奧秘。神也給我們一個委

任，就是去興起一個先知的世代，來宣講末後日子的時代已經開始。這就是過去

幾年我們已宣講的。 

 

另一方面，每當新年來到時，我們也等候神給我們祝福的資訊，好傳達給每一位。

主既是美善、慈愛又滿有恩典，每年總是賜下祝福的應許。直到 2011年。 

2011年的整個 12月等候神時，神沒有給我們祝福的話語。我們開始有些緊張，

為什麼神沒有說話？然而，主的天使向我顯現，要我在 2012年傳講阿摩司書 4

章 12節。這節經文沒有任何祝福，經文說：「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這經文不

是一個應許，而是一個命令。然後，主的話臨到：「讓別的牧者去傳講美好應許，

你們卻要向神的百姓，宣講我的諭旨與命令。」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聖經中存在超過三萬三千個應許，我們可以很容易去承接

這些應許。讓我給你們一個例子，假設你很憂愁，沒有平安，你需要平安的生活，

於是你總是向神禱告，祈求生命中有平安。你不必禱告有平安， 因為聖經告訴

我們，神將極大的平安賜給那些心思停留在祂身上的人。讀過這節經文嗎？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賽 26:3） 

但是你知道你為什麼沒有平安嗎？因為我們的心不是專注於神，而是停留在問題

上。我們專注於問題、默想困難，如此你便不會有平安。我們無法否認我們的問

題，但應將眼目從問題上移轉，去注視平安的君王。當你這樣做，極大的平安就

會充滿你的心，就算動盪環繞四周，你也總是會行在平安中。 

鳥瞰 2013:更多的災難 

神在 2013年要告訴我們什麼呢？有如 2012年，我沒有任何祝福的話語。 

抱歉，讓你失望。但我的職責不是讓你失望，我的職責是使你明瞭神的心意， 

知道神的道路，以致神的百姓，神的教會可以行走在神的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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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將會是比去年更艱困的一年。我們在 2012年所看見，不管是在我們自己

的國家，或世界各地的災難、毀壞，比起今年(2013)我們將看到的，只能說是算

不了什麼。愈進入 2013年，當你看到，一個接著一個的災難時，你就會對自己

說，2013年所經歷的實在比前一年嚴重太多。面對這樣的光景，神的百姓到哪

裡去尋求平安呢？ 回想幾周前，在印度德里所發生的，這位 23歲女子的死亡事

件，讓每一個印度人都心碎了。她經歷一群人殘暴的強暴，最後終因傷勢過重，

不治死亡。在如此多可怖的災難中，神百姓的平安與保障，到底在哪裡？ 

得著神應許的四個條件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神會應許保守祂的百姓，但祂的百姓必須符合以下四種狀況。

如果能夠滿足這四個條件，神的應許就會充充足足的，成就在他們身上，滿足他

們一切所需。這四個條件是，假如你在今年： 

 

全心、真實尋求主你的神。 

以一顆完全、無可責備的心，行在神的面前。 

願意謙卑自己，過一個釘死十架的生活。 

願意為這地的罪憂傷痛悔、悲哀哭泣。 

 

假如你據有以上這四種狀況，這樣的百姓將會得到神全備的保護，脫離今年即將

來臨的各樣災難、禍患。以賽亞書第 49章 16節是神給那些行走在他面前的百姓，

美好的應許：「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因為神將我

們刻在祂的手掌上，所以祂永不忘記我們，阿們？祂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也永遠

永遠不會離棄我們。在悲傷、危險、災難當中， 

 

如果你真心、全心尋求神; 

如果你以一顆完全的心行走在神面前; 

如果你活出一個謙卑且釘死十架的生命; 

如果你為這地的罪憂傷痛悔; 

 

當黑暗遮蓋大地的時候，神將會遮蔽你於祂雙手的手掌之中。 

當瘟疫臨到，充滿全地，神會將你遮蔽於祂雙手的手掌之中。 

當大規模的天然災害將來臨，毀滅各地，神將遮蔽你於祂的雙手中。 

 

假如你讀但以理書第三章，你就會讀到一則英雄事蹟。我想所有基督徒都很清楚

這個故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個年輕人，因為拒絕跪拜偶像，結果被丟

到火窯裡。這是你們常聽到的故事內容。今天我要指出這個事件中的一個重點，

他們被丟到火裡，可是火卻進不了他們的身體，乃是因為他們被保護遮蓋於神的

雙手之中。神並沒有保護他們不被丟進火窯裡，他們被丟進火裡，但是連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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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都沒有一根碰到火，甚至衣服上也沒有任何火燎的氣味。 

 

這怎麼可能呢？乃是因為神把他們放在神的手掌心裡了。同樣的，不管今年在我

們的土地上，降臨了什麼樣的毀滅性災難：火災、水災，或者是地震，不管什麼

災難臨到， 

 

如果你全心尋求神，丟棄不冷不熱的心，用你起初的愛尋求祂； 

如果你丟棄冷漠、疏忽、懶散、懶惰，殷勤的尋求神； 

如果你用你最初得救時的熱情尋求神； 

如果你除去一切彎曲的道路，用一顆完全、無可指責的心跟隨神； 

如果你向這世界釘死十架，向著自己死，並且天天背起十架跟隨主。 

那麼在極大災難裡，你將被隱藏在神的手掌當中。沒有什麼可以傷害你。 

 

讓我再舉一個例子，但以理書6章講到，但以理先知因為遭人忌妒及惡人的工作，

被丟到了獅子坑裡。這裡，你應該會問，但以理既然是全能神的先知，一個正直

的人，總是在尋求神的面、總是在禱告、等候神，為什麼神沒有保護他脫離惡者

的計謀？ 

 

你知道最奇特的是什麼事嗎？巴比倫國會通過一條法律，只為了囚禁一個人。這

條法律的設立，不為處罰許多人，只為一個人量身訂做。所有的惡人聚集起來，

想出邪惡的計畫要來摧毀一個正直的先知。先知但以理是一個義人，為什麼神沒

有拯救祂的百姓？為什麼神沒有避免他被丟進獅子坑裡？ 

 

根據他們所訂的法律，但以理被逮捕、審判、定為有罪、被丟進監獄，然後被丟

進了獅子坑裡。你想想，先知但以理被丟進獅子坑裡，可是並沒有進到獅子的胃

裡，阿們！是神將但以理保護在祂的手掌之中。 

 

這些獅子被禁食 40天了，當但以理被丟到坑裡時，牠們可能都會感謝神，感謝

神賜給牠們日用的飲食。但是當但以理落到坑底時，這些獅子看到但以理被保護

在神的手掌當中，並有神的使者來到坑裡對獅子說：”喔，可憐的獅子，你們很

餓了對不對？你們這麼餓，一個人是吃不飽的，再等一下，神將會給你們三個家

庭，你們便可以盡情享用。 

 

第二天早晨，當但以理先知被救出來以後，那三個設謀陷害但以理的惡人，連同

他們的家人，都被丟到獅子坑裡。聖經記載，他們還沒有掉到坑底，獅子就抓住

他們，將他們撕裂。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請記住這四個條件， 

如果你定意整年都專心尋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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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定意以一顆完全的心行走在神面前； 

如果你定意謙卑行在神面前，並且過一個釘死十架的生活； 

如果你定意為這地的罪憂傷哭泣; 

 

那麼今年不管有什麼災難來到，這樣的人都將被保護，遠離一切災禍。因為你的

影像將在神的手中，祂會時時看到你，並且神會說：喔，這是我的女兒，每天早

上她都會呼喊我的名，我怎能容許任何危險臨到她!神不會打開祂的手掌，乃會 

緊握祂的手掌，以至於你可以被隱藏在祂的箭袋之中，哈利路亞！儘管歡喜快樂，

讓所有該臨的災難臨到這世界吧，不必為此擔憂。因為現今的世界已經是註定要

被毀滅，極大的動盪將遍掃世界許多國家。 

 

世上的列國都擺在神面前，神公義的眼睛正定睛於他們，以施行試煉與審判。他

們一一在神面前，神便賜與他們該得的審斷。這就是我們看到為什麼世上有這麼

多災難的原因。我們對那些遭遇災難國家感到同情，但不管什麼樣的毀壞臨到列

國，都是出於神的公義，量給列國的審判。 

關於美國 

幾年以前，我在美國一場特會中講道，正與全場全心敬拜神時，突然間我屬靈的

眼睛被開啟，看到天上神的政務會議，並且聽到他們正在討論，說道：”美國很

快就會被審判。”那時是 2003年，當時有一個澳洲的先知站在我旁邊，他也是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當我正為我所聽到的訊息震撼不已時，我就推了推他的手肘，

告訴他我所聽到了。他臉色發白的看著我，對我說:”你也聽到了嗎？”因為在

那同時，他也聽到了同樣的話。 

 

現在美國接受審判杯愈來愈滿，愈來愈滿，快要接近滿溢的地步，神將會想起她

的罪孽。兩件事情將會發生： 

第一 她將會被謙卑下來 

第二 她必要吃土 

甚至許多美國的先知也看到苦難的臨到。 

關於中東 

中東將成為震動的杯，完全沒有任何安定之日。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都在彼

此相爭，那是令人顫抖的杯。然而在這動亂之中，誰敢碰神的國家以色列、誰敢

碰神的百姓猶太人、觸碰神眼中的瞳仁，神絕對不會放過這個人或這個國家。因

為從起初開始，神就已為祂自己揀選了這一國是屬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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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督徒 

對基督徒的逼迫在 2013年將會增加。主要以兩種方式顯出：言語的攻擊及身體

的攻擊。但要剛強壯膽、有信心。要有如被丟進火窯的三個希伯來人一般，但以

理先知沒有丟棄信心，他依然剛強壯膽，先知約瑟也保持在信心中強壯。那些不

否認信仰，沒有丟棄信心的，將會有力量，堅強的面對撒旦所拋出來抵擋他們的

一切挑戰。 

關於獸的印記 

小心獸的印記，它會默默的滲透進入全世界，它看起來好像無辜又無害，但是要

儆醒於它隱藏的危險。在創世記 3章 6節記載，當撒旦借著牠的僕人拿果子給夏

娃吃時，那果子是悅人眼目，且美味好做食物的，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極大的毀

壞。喔，偉大的美國啊！留心你正涉入的。 

凡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聖靈所說的話語！ 

關於叛教 

在這一切當中，就如神已預言的內容，將開始極大離道叛教的事。帖撒羅尼迦後

書2章3節告訴我們，在敵基督向世界彰顯自己之前，將會有極大離道叛教的事。 

蛇的欺詐與狡猾已經開始進入教會，但是神的僕人卻對此盲目不見。即使神興起

守望者與先知發出警告，他們仍對這些錯誤閉口不言。叛教的不法人們，正靜悄

悄的滲入我們的教會，用魔鬼的教義來啟發神的僕人們。 

關於沿海城市的審判及人的驕傲 

位於海岸的城市，留心神的審判！ 

你正縱容自己喝那淫亂的杯，並將那毀壞可憎的獻與神。除非你悔改，在神的義

中回轉歸向神，否則一霎之間，毀滅就臨到。 

 

當這些話臨到我時，我看到神的天使站在海裡，他們的腳已經踏入水中，將要腳

跺下。當你丟一塊石頭到水裡，會出現漣漪。同樣的，當你的腳跺入水裡，從那

一點也開始出現漣漪。當它開始擴展，便逐漸增加動力及高度。不知道你有沒有

看過美國自由女神像的照片，這漣漪產生的波浪之大，將超過自由女神的高度。

許許多多世界上人造的建築，例如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也將倒塌。沒有人曾經想

過美國雙子星大樓會倒塌，然而，他們全然崩塌。人手的工作、人的智慧、人驕

傲的產物，都會被摧毀，以至於人們屈膝承認，創造宇宙的偉大上帝。 

 

到了那時，人們就會聽見，「人啊，你所依靠，可保護自己的智慧、可保護自己

力量在哪裡呢？」毀壞將從神的同在前發出，因為主的日子即將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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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攻擊教會的邪惡計謀 

我親愛的弟兄姊妹，污穢將漸漸爬進教會。巫術及邪術將被使用，做為抵擋神僕

人及神教會的工具，而使神的僕人生病，使他們不能行動。以至於他們沒有能力、

沒有效率、變得沮喪。邪術的目的就是要抵擋神的僕人。當邪術針對教會時，會

讓教會的成長停滯，讓教會與教會彼此相爭，也會讓教會內部內哄分裂。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抵擋這一切。過去是非基督徒使用巫術或邪

術，現在假基督徒及假弟兄就會使用巫術及邪術，在他們的教會中，抵擋他們自

己的弟兄，抵擋自己的教會。 

關於挪亞日子之靈的興起 

就如挪亞的日子一般，當時神的兒子與人的女子交合，神便以洪水毀滅他們所生

的子孫。這些悖逆的靈，將會再度興起。他們將以同樣的方式，污穢、毀壞今天

神的兒女。 

 

當心邪惡的耶洗別，她過去就致力於毀壞人的後裔。列王記上 18章記載，邪惡

的王后耶洗別養了 850個先知，其中包括 450個先知和 400個巴力的祭司。他們

受雇於耶洗別，並且在耶洗別的統治下，將巴力崇拜擴散到以色列全地。耶洗別

命令先知傳講假預言，使得以色列百姓遠離真神。不僅如此，這邪惡的王后耶洗

別，總是找機會殺死真神的先知並飲他們的血。她就是以此威脅先知以利亞的。 

她帶領巴力的女祭司。就像你們所知，在印度有廟妓，當時也有廟妓。巴力是情

欲、淫亂與不道德的神，巴力的祭司會與廟妓行淫，所生下孩子就被耶洗別拿來

作活祭。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邪惡的耶洗別在這末世將會再興起，她會偽裝、

被壞神的真先知。而神將興起先知的一代。 

 

你必須非常小心耶洗別的靈，你必須站立得穩，剛強抵擋這個靈。神正在興起一

群孩子為祂做先知，神正在興起一群年輕人為祂做先知。我親愛的為人父母者，

即使是對你很小的孩子，你也要教導他們貞潔與聖潔。我親愛的年輕人們，委身

自己過一個聖潔的生活，持守、保衛你的貞潔，直到結婚那一日。不要讓惡者用

任何方法污染、敗壞你。我們現在在我們國家，以及全世界所看到發生的許多事，

就是撒但正試圖殺害孩童和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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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事 

所以讓我們的心定意專注一件事，記得我所告訴你們的四件事。神將保護： 

一、所有真誠全心尋求他的。所以現在你的心要定意，今年一整年，像過去從未

有過一樣的，真誠地尋求祂。如果你去年沒有殷勤地尋求神，今天在這新年的聚

會中，你將會遇見神，你將會看見神的榮耀，你的耳朵將被打開，聽見猶大的獅

子對你說話，然後從今天起，你就要專注一意的全心尋求神。 

二、今年一整年，以一個完全、無可指摘的心行走在神的面前； 

三、定意謙卑在神面前，過一個釘死十架的生活； 

四、 最後，專心為這地的罪憂傷痛悔、哭泣代求，使我們的地可以從將臨的許 

多毀滅當中得以豁免保全。 

 

如果你能專注一致的過這樣的生活，神就應許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

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阿們！ 

禱告與祝福 

讓我們跪下禱告。 

我們慈愛恩典的天父，當我們在你聖潔同在中跪下，我們求你憐憫施恩給我們。

求你赦免我們的不冷不熱，求你赦免我們失去了起初的愛，就像所多瑪及蛾摩拉

百姓，我們過著驕傲的生活，我們貪食好酒，我們冷漠、懶散。 

 

喔，主啊，求你赦免我們，求你施恩給我們，若你數算我們的罪，誰能站立在你

的面前呢，沒有人能站立在你的面前。喔，主我們的神，求你紀念我們不過是塵

土，而你是偉大的神，住在那人不可觸及的光明中，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 

你的話語告訴我們，你是美善的神，你的恩典憐憫存到永永遠遠，你滿有慈愛，

你充滿憐憫，並你所發的慈愛直到千代。 

 

主耶穌，今日求你向我們施恩，恢復我們進入你的愛，求你恢復我們回到過去的

榮耀，求你恢復我們的呼召，求你恢復你所賜給我們的恩賜，最重要的是，帶領

我們愛你，求你恢復我們進入你的恩惠與尊榮。求你看顧我們，我們是瞎子領瞎

子，我們不僅是領路的瞎子，我們還是瞎眼的羊，離開了你為義的道路。然而，

你是好牧者，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指引我們的路，你想要溫柔的領我們歸回公義

的道路。然而我們卻自己走離，沉溺於自己的愚昧與冷漠，以致今天失去了你的

美善與恩典。 

 

但是你是滿有恩典的神，不永遠懷怒。我們求你，施恩給我們，再次接納我們，

恢復我們進入你的恩惠與榮耀。主啊，紀念我們曾經是如何行走在你面前，紀念

我們曾向你獻上的祭，紀念我們曾經放下自己、背起十架跟隨你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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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一次，我們求你，再一次給我們力量，主啊，給我們力量，主啊，再一次

給我們力量，能站立在你面前。主啊，給我們力量再一次背起十架跟隨你，主啊，

赦免我們的冷淡退後，沒有為列國禱告。 

 

喔，主神，我們唯向你揚聲呼求，向你舉手。除你以外，我們還有誰？有何神像

你美善、公義，沒有像你這般公義的，沒有別神如此愛祂的百姓，也沒有別神降

卑虛己、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為我們而死。主啊，求你紀念你在十字架上的禱告: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我們就是那些人，我們不

知道我們做的是什麼，求主施恩，我們許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我們當中

也有些人知道自己做錯了。 

 

主啊，你的話告訴我們，你的怒氣只是片時，但你的恩典卻是極為偉大。現在我

們向你舉起雙手，因我們的幫助從你而來。求你看顧我們，求你看顧我們的國家，

我們是貧窮困苦，我們卻以為自己富有，其實我們是貧窮赤身，但我們以為自己

有衣可穿，我們真是貧窮困苦，主啊。主啊，你如此有恩典，勸我們向你買火煉

的金子，今天我們舉起雙手，我們說我們要買那火煉的金子；你說要我們買公義

的袍子穿上，我們今天就向你舉手，求你給我們公義的袍子。 

 

你說我們是眼瞎的，需要向你買眼藥。主啊，我們向你舉手，給我們眼藥，使我

們的眼睛得開，得以行走在你的道路上。喔，主神，今天我們專注我們的心，我

們要行走在主你的面前，給我們打開的耳，以至於我們可以聽到你敲門的聲音，

並能立即向你開門。主，我們要遠離生命中的黑暗，喔，主耶穌，我們的拯救者

及救贖主，愛的源頭。我們邀請你與我們同在同住，你是美善的神，你是施恩的

神，長久忍耐，你的慈愛存到千代。 

 

每一個人舉起你聖潔的手，稱頌神的聖名，祂的名是美善的神，祂的名是恩典及

慈愛存到永遠，稱頌美善的神的聖名，祂是美善的神，祂的恩典、慈愛存到永遠。 

來開口讚美祂，他會將自己傾倒在你身上，讓神的美善傾倒在你身上，接受這喜

樂的膏油。打開你的心，接受喜樂的膏油，及永活真神的觸摸。感謝你，美善的

神，我們感謝你的美善及慈愛，感謝你，你聖潔的話語告訴我們，當我們呼求你

的名，你就給我們恩惠，感謝你開始了這善工。 

 

每一個人舉起聖潔的手，向神獻上感謝，祂是美善的神，祂的恩典與慈愛存到永

遠，祂是將要再來的君王。每一個人站立起來，現在來讚美及敬拜神，我們要感

謝神所賜與的，用極大的喜悅，讓我們向神獻上平安的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