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正在医治全地华人 

 

序 

 

感谢神！在服事和祷告中，圣灵透过以西结书 37 章，开启我的心和眼睛：看到极多的华人

如枯骨一样，遍满地面。我的心深深地伤痛，并不住地流泪哭泣------ 

 

因着过去国家的战争，人民的心流离失所。特别是 49 年前后，很多的国民党和家属，以及

因为战争离开大陆的华人和后代，逃亡分散到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到如今，已经是第三代、

第四代出生。 

 

因着战争和逃亡，留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愤怒、不安全、孤单、飘泊流离、被人欺负、

耻辱、分裂、仇恨、争斗、孤儿的心，却时起时伏，甚至流传到后代。 

 

如今，感谢神！圣灵在向全地的华人吹气，神正在呼召全地的华人！那些被杀的要活过来，

成为神极大的军队。 

 

有人说：华人合一、全球蒙福。我感到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作为基督徒，我们多么期待教会的合一、家庭的合一、华人的合一、全地基督徒的合一！

要合一，需要解决不合一的根源：几年来，不住为全地华人流泪祷告。经历几件奇妙的事

情，看到神对华人的心意。 

圣灵感动，不合一的根源之一在于：战争，带下来的种种伤害，像冰山一样潜伏在华人心

中，深深伤害到三、四代人。 

 

圣灵感动：华人合一的关键之一在：饶恕，国民党和共产党彼此的饶恕！国民党与共产党

的合一，政党与政党的合一，就有民众的合一。 

 

几年来，圣灵一直感动我：流泪为全地华人祷告、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一祷告。 

神正在医治中国、医治台湾和全地的华人！全地的华人同胞，让我们进入神极大的医治河

流之中！ 

 

台湾和所有海外的国民党及家属后代，以及因战争离开大陆的华人和后代，需要在内心深

处作清理。就能活出神荣耀的生命、活出神在华人身上的命定。 

 

在主耶稣面前，交出当初被拒绝的伤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愤怒、不安全、

忧郁、沮丧、孤单、飘泊流离、被人欺负、耻辱、分裂、仇恨、不信任、怀疑、贫穷、嫉

妒、复仇、争斗、骄傲、自卑、孤儿的心。求圣灵赐下神的爱来安慰，在神面前，真诚饶

恕共产党，接受圣灵的更新。 

 

另一方面，共产党也需要饶恕国民党。 

神奇妙的手正在华人身上，华人要得医治、就得复兴。华人要站起来，成为神极大的军队，



成为全球的祝福。 

 

下面的见证，是八年来，神圣灵非常奇妙、清楚、一步一步的开启。哈利路亚！神极大的恩

典、圣灵奇妙的带领，神大能的作为。 

 

我个人生命得医治，释放饶恕，垂死的生命和家庭被兴建；然后，在圣灵带领下，有恩膏有

能力的服事：影响肢体、带下医治释放和更新；为国家祷告，看到国家得医治。 

 

我相信神对末世的心意：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很多很多人，要经历神奇妙的大能，特别是华人！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要出监牢、被压

制的要得自由、死了的要活过来！许多民族要和华人一样，领受这末世的恩典。 

 

人们要经历圣灵里主的医治、带领和复兴。从枯骨变成主的新妇，成为神极大的军队！ 

我实在惊叹于圣灵的奇妙作为、惊叹于神的全能和慈爱！在我心中有很多话，要感谢神、有

很多见证想分享给大家。 

                                   

                           一 

 

感谢赞美神，02 年 1 月，神伸出他大能的手，把我从死亡的深水和泥坑中拉上来，那年我

33 岁。一位韩国的宣教士——姊妹带领我信主。 

 

信主后，另一位韩国浸信会的宣教士——牧师，李老师带领我们学习圣经。他毕业于达拉斯

神学院，结束他国的宣教，带着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来中国宣教。每周两次，李老师带领

我们学习。给我最深印象、也极大影响到我后来服事的是：小组学习中，有时只有两个学生。

但是在 3 年的时间里，哪怕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李老师也没有中断过。 

 

在这里非常感谢：韩国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的坚毅、爱心、信心、盼望，给我们很大的帮

助！愿神祝福他们及其后代、祝福韩国。 

 

                           二 

 

信主整两年后，03 年 12 月 27 日-29 日，在北京，李老师带领我们参加经历神营会——讲员

来自新加坡坚信浸信教会。 

 

03 年 12 月 28 日晚，在营会中，我经历到十字架大能的启示，成为我生命极大的翻转。 

那晚，一点儿不认识我的的师母，祷告时对我说：姊妹，你有什么没有饶恕？ 

 

我迅速审视自己，有一个人是我最恨的，是我父母间的第三者。青少年时，我差点杀了此人。

但是，我已经在神面前饶恕了。不会有什么人没有饶恕了，正想说：都饶恕了。 

 

突然间，从我内心深处，好像火山喷发一样，发出极大的哭声和愤怒：“共产党杀了我的爷



爷和外公！”原来，在我潜意识里，不肯饶恕的是共产党！这之前我丝毫不知道： 

 

此时才顿悟，原来在我内心最深处，最恨的是共产党。我很诧异：大学期间我加入共产党。

90 年大学毕业，父母告诉我：爷爷和外公在解放时被枪毙。他们舍不得离开家乡，因此没

有逃亡。被枪毙时，我父母只有十来岁。 

听到这些，我没有难过，认为改朝换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此时，圣灵光照才知道：潜意识里，我将父母家族以及自己一切的不幸，都归在爷爷外公

被杀这件事上。 

 

那晚，十字架启示我看到：衣不蔽体、满身鞭伤、脸色苍白的耶稣，赤脚走在各各他山的

碎石路上。一步一步非常艰难，我感受到：主脚步的沉重和疼痛。周围簇拥着疯狂和愤怒

的人群，人群中夹杂着悲伤和恐惧的亲人。 

 

好像耶稣对我说，他也是被突然抓起来的，他都饶恕了，我也要饶恕。 

 

可是，我大声哭喊着对主说：“我不能饶恕！”我的心似乎变得淤青，且要裂开！充满了仇

恨和愤怒。 

 

从四岁到三十三岁信主，我在死亡的阴影中长大、父母反目成仇、我婚姻生活几乎被毁坏，

以及父母两个家族一切的不幸！这笔帐记在谁的头上？ 

 

很多次，我曾想自杀、后来知道在上高中、大学时我得过严重的忧郁症、我差点杀人、我几

乎毁了自己的婚姻和孩子--- 

一切的痛和伤，我怎能饶恕？！ 

 

但主说：“我要你饶恕。”突然间，我心中的大山倒塌了。好象山洪爆发一般，我哭喊着，

大声说：“主也是被突然抓起来的，主都饶恕了，我也要饶恕！” 

 

然后，心里感到出奇的安静。几秒钟后，嘴唇不由自主地动起来，腹中好像喷涌出极大的江

河水，决堤而出，不能停息（约七 38）。 

 

从 4 岁，就生活在父亲垂死的阴影中，疾病和死亡折磨着我们一家人，因此我向神求两个恩

赐：医治和方言。父神按我所求的，赐给我方言和医治的恩赐。当场为一位患丙肝的姊妹祷

告，她得神的医治！ 

 

那晚，神也释放我的嗓子（过去一唱歌，嗓子就发紧）。感到像捆索一样的东西被断开，离

开我。我很兴奋，主动领众人唱“哈利路亚”，并打拍子。感到双手被强大的力量控制着，

很有力量、很有节奏、很优美。其实我比较内向，最不敢在人前唱歌，更不用说带领大家。

事后才知道，这些表现和动作都是圣灵的带领，真是奇妙！ 

 

自此，我生命被奇妙地翻转。 

第一影响到我的是：圣灵感动我，查阅圣经里所有关于话语的经文。并启示：话语带着权柄，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彻底改变，我对女儿和丈夫以及周围人的说话方式和思想模式。家庭关



系和人际关系越来越美好。 

 

第二，祷告从原来偶而最多一个小时，增至每天至少三个小时。并且被赞美的恩膏浇灌，用

诗章、乐曲、灵歌时时赞美敬拜神。 

 

第三：祷告中，圣灵光照我，对付每一个罪，甚至包括小时侯的心思意念。主圣灵也医治我

每一个伤痛。并不断除去我生命中的恶根，把生命树种在我里面。生活中，面对每个环境每

个人，都顺服神的带领。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寻求神的心意。 

 

我在爸爸死亡的阴影中长大（爸爸一直重病），又在父母感情破裂的关系中度过青少年期。

结婚后，把原生家庭的伤害带进来，婚姻几乎破裂。信主前，大大犯罪得罪神，如同一具行

尸走肉，正如以西结书写的枯骨一样。心完全死了，对什么都失去盼望、根本没有喜乐，常

常想要自杀。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主圣灵很奇妙，医治我的每个伤痛，使我的生命重新

绚丽。 

 

第四：代祷中，常常为肢体、为国家、为全地华人流泪哭泣，甚至嚎啕大哭。 

 

第五：为人祷告时，常常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圣灵赐下启示，揭示隐秘的事情，赐下大能的

医治。许多人感受到神的爱和全能，常常泪流满面。身体和心灵得医治得释放、生命得建造。 

 

                                 三 

 

04 年 10 月 1 日凌晨梦中，很清楚很大的声音对我说：“去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和以赛亚书第

二章，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是我要你做的。” 

 

之前，我已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使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向主祷告十个月，神回应祷告。

看到这两处经文，眼泪就涌流而出。从那之后，我深知主在看顾带领我。 

感谢神！圣灵正在大陆、在北京作奇妙的工作！当时，在北京很多教会对圣灵敏感保守，我

的韩国牧师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他对圣灵的某些方面也比较保守。 

但我深深知道，我所作的一切、所有的感动和医治，绝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我完全降服在圣

灵带领下，祷告服事，许多人得医治释放和更新。 

所以我一直问主，要我做什么？自己是不可能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的，我看到主对我的回

答。神要使用我，把释放给我的饶恕和医治，也释放给所有的华人。神在全地呼召华人，要

从沉睡、死亡、伤痛中起来！ 

 

从一对一的祷告服事，到一些人生命被兴建起来，有一个同工团队。服事的对象有家庭教会、

三自教会，北京以及内蒙、四川、河南、云南、广州、台湾、澳洲、美国、加拿大等等地方

来的肢体。我们不分地方、不分宗派，甚至慕道友。 

 

服事中，我们得到启示：看到很多的腐臭的垃圾，埋藏在华人的生命中。极大影响到自己

的生命、生活、与主的关系，没有办法复兴。主耶稣正用巨大的推土机，在深挖这些垃圾、

清理这些垃圾。正如耶利米书 1：10 所写：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

栽植。这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垃圾山被神清理之后，圣灵的江河就能在人们的生命里面涌



流，华人就能得复兴，就能成为祝福的管道。 

 

在服事中，神给我看到，他能使用我和团队的平信徒，也能使用每一个寻求他的人。神在

呼召代祷者、在呼召主的新妇，单单爱慕神。 

 

 

在过程中，我学到很多很多。每个人，不管留下来还是离开的，都成为我生命祝福的管道。 

 

第一、神特别在家庭的医治释放上，给我很大的负担。神给我看到，幸福的家庭就是属灵

的原子弹。感谢神！也使用我的丈夫和我配搭服事、甚至女儿也支持参与服事。神挽救我们

这个垂死的家庭、重新建立和栽植、使用我们影响家庭、更新家庭！我付出我的一切所有，

都无法报答神给我的恩典，我的一切都是神施恩宠给我的。荣耀归给神！ 

 

第二、圣灵也给我看到：不要再使用小米加步枪的服事方式，要祈求圣灵的带领。圣灵恩

膏运行的服事，就如同导弹的威力。感谢神！我们亲身经历诗篇 133 的恩膏，团队的服事，

充满爱、充满神的能力和恩膏。 

 

第三、05 年夏天，圣灵特别用诗歌带领我，爱慕主。在赞美敬拜中，圣灵带领我，以各种

方式敬拜神：朗读诗篇、唱诗篇、唱经文、默想神的话、唱灵歌、跳舞等等。在敬拜中，我

领受了自己如同主的新妇，被他深深吸引。神释放极大的医治恩膏，因此，我召集大家每周

一次专门敬拜。许多人在敬拜中，被神深深地触摸、医治。传讲成为主新妇的信息。 

 

                               四 

 

05 年 4 月 12 日，在新加坡参加国际 G12 大会。也是在经历神营会中。圣灵极大地触动我，

我开始跳灵舞。如同一位三十来岁的少妇，衣衫褴褛，怀抱婴孩。好象衣不蔽体，挨冻受饿、

心灵憔悴、心中忧伤，所以根本无法喂养怀中的孩子。甚至把孩子抱得太紧，使孩子很不舒

服。孩子又饿又渴，几乎要窒息。 

我心里感到，大陆就好象这位年轻的母亲、婴孩就好象台湾。因为妈妈自顾不暇，所以也无

法照顾孩子。 

 

当天下午在营会中，我代表大陆，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姊妹代表台湾，我们彼此认罪饶恕。

当我说：“对不起”时，她与我抱头痛哭，说：“对不起，我们太骄傲---”她的泪水湿透了我

背上的衣服。 

 

21 日回到北京，没想到，29 日，连战应邀到北大演讲。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战后第一

次正式走动。我家正好住北大小区。那天早晨，我如每天一样，送孩子上学，经过北大校园。 

 

路上，很多保安、警察、便衣、记者。 

途径北大红楼时，心里很想哭，我感到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过去我从来没有为爷爷外公哭过，

他们离我太远了。但是那天，想到爷爷和外公突然死去，父母从小极其被歧视、无依无靠，

心里非常无助和悲痛。今天，连战来北京，我心里感到就像亲人回来一样。 

 



路上，一边祷告一边流泪，我明白我代表了一类人。于是心里求神安慰逝去者的孤魂，感

到人所依靠的，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天父。在路上我激动得快哭出声，于是

赶快回家，观看电视现场直播。 

 

在电视里看到连战进北大西门时，我哭得更厉害。西门前前后后、两边等候着很多人，他们

翘首以待，好象很兴奋。我感到国民党如被弃、被追杀的妻子，今天得到新娘的待遇被迎娶

回来，很激动。 

 

我祷告：求神释放我父母的家族，也释放大陆、台湾以及全地华人类似情况的家族。感到共

产党、国民党都不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只有用神的爱，因为神既爱共产党、也爱国民党，

神爱每一个中国人。求神赦免华人流人血的罪。 

 

会议开始，北大副校长称呼：尊敬的国民党主席。此时，我感到北大领导代表共产党，给

所有因国民党为“羞耻”的人一声平安。 

 

我灵里看到：一股飓风，卷走外婆头上，黑色耻辱的帽子——带了五十几年羞辱的帽子被

摘掉！ 

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华人，因为战争逃亡，头上好像带着一顶耻辱的帽子！耻辱的帽子，

影响到生命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顶帽子又在无形中传递给后代！几十年来，一切被践

踏、被侮辱的灵魂被释放了。此时我哭得很厉害，如同众孤魂和伤痛之家属，撕心裂肺地

嚎啕大哭，心里很痛很委屈。 

 

当校长兼党委书记闵书记说：尊敬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及夫人时，我感到这句话安慰了一切

战争中死去的国民党、逃亡的国民党，以及他们的后代——被压制、逼迫、羞辱的灵魂、

抬不起头来的后代。 

 

当时，我的心痛到一个地步，几乎要碎裂。心里不禁又有了对共产党的恨，可是主对我说：

“你要饶恕，像我一样。” 

 

曾经历过主十架的大能，此时，虽然灵里很伤痛，但还是大声奉主耶稣的名，宣告饶恕的话

语，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 

 

在祷告中，观看完连战主席的演讲。就在那天演讲结束后，我打电话回老家，给 83 岁的外

婆分享，她欣然接受耶稣！哈利路亚！给她传福音已有近四年，她似乎都听不懂，那天神却

开了她的心和她的耳！外婆成为神的女儿！ 

 

我深深感到，不仅大陆的国民党和家属需要被医治，就是台湾和海外所有的国民党和家属，

包括因战争离开大陆的同胞，都需要被医治！特别是在灵里，因着战争和逃亡留下的：恐

惧、愤怒、不安全、孤单、飘泊流离、耻辱、分裂、仇恨、争斗、怀疑、苦毒、批评论断

等等。 

被拒绝的伤害，如同毒根和炸药一样，埋藏在人们的心里、潜意识里，许多人自己都不知

道。但是，却深深影响着情绪、性格、个人生命、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身体的健康、

生命的丰盛，包括与神的关系。 

 



服事中，圣灵用以西结书 37 章开启：被杀的要活过来，成为神极大的军队。国民党、共产

党、所有的华人，需要被医治！在主里的饶恕最重要！ 

 

神要借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彼此的饶恕和合一，来祝福中国，用中国祝福世界。 

 

                            五 

 

06年10月18日，我父亲被主接走，安息父怀。经历这件事时，圣灵启示我看到：中

国男人需要被医治、需要哭、需要被尊重。他们太压抑，带着许多面具、扮演各种

角色。他们的头很累很受压制，有的也因此悖逆。从小被教导不要哭：男儿有泪不

轻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眼泪。 

 

在父亲病逝归天家时，圣灵降在我丈夫身上。他被感哭泣，哭了三个半小时，替我

爸爸哭。当时，我丈夫无法控制自己、嚎啕大哭。而他身性乐观，平时几乎不流泪。

我为他代祷，灵里感动，他是为爸爸在哭。因爸爸一生经历很多苦难病痛，偶尔只

是偷偷流泪。那天，当我丈夫突然停止哭泣时，好象很大的水龙头，被一下子关了

开关。停下来，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在为爸爸哭。 

 

然后，神给我看到：黑暗的天空有一些星星闪烁。我受感说话：神要祝福中国，从

妻子尊荣丈夫开始。于是我看到天上越来越多的星星。我继续受感说话：神要祝福

中国的男人、连刚出生的儿子都要祝福。（很奇妙，那天我爸爸归天家，我们的同工

家儿子出生。好象象征老一代死去，新一代诞生） 

 

神要祝福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祝福。那天，我明白，圣灵要医治复兴这个国家，从

祝福男人开始。女人要尊重男人、无论弟兄年龄大小、地位高低贵贱，我们姊妹都

要尊重。当男人得到尊重时，他们的心就得医治得兴建。就成为属灵的头，带领家

人。神的祝福透过弟兄，赐给姊妹和家庭、赐给这个国家。 



 

                                     六 

2008 年 5 月 7 日上午，在祷告中，圣灵感动我为中国很深很大的哭泣。为国民党、共产党

的合一哭泣很长时间。 

 

感到神已将合一赐给国民党和共产党。接着，圣灵继续感动我，为马英九先生祷告。圣灵

强烈地感动我，开我属灵的眼睛，看到神在孙中山先生身上的计划和作为。神给孙先生的恩

膏是：中国要共和，就是平等、自由、博爱！神使用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专制王朝，开启了新的历史。 

 

中国要合一！神给孙先生的恩膏现在要给马先生！ 

 

圣灵感动我祷告说：神在马先生身上有一个大计划，比作在孙先生身上的更大！神不仅在

台湾使用马先生，神在马先生身上有更大的计划。是为着整个中华民族、为着神对中国的

计划、为着神对全球的计划！ 

 

神感动我，马先生不仅承继孙先生的恩膏和智慧，也要以孙先生为前车之鉴。 

 

圣灵开启我看到，国民党后来被迫离开大陆，如同被弃的妻子一样。其原因之一：是孙先生

和蒋先生离弃年幼所娶的妻（箴言二 17、玛 2：14-16、太十九 8、9），何西阿书八 7 说，

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中国的分离，如同以色列分离的南国北国一样。 

如今，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发现照耀，耶和华召国民党，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赛五十

四 6） 

 

父神给马先生承受孙先生的恩膏，马先生也需为孙蒋先生离婚的罪，特别来到神的面前悔

改。因为孙蒋个人的离婚，导致国民党被大陆弃绝、许多国民党家庭分裂、从而是台湾与大

陆的分离、是中华民族的分离！ 

 

与大陆合一，领受神更大的恩膏。马先生需注意到一件事，并率国民党来到神面前，特别为

国民党所犯的淫乱罪悔改。近二十年来，台湾大陆通好之后，许多已婚台商在大陆包养二奶

三奶四奶等等，名声非常的臭，许多家庭分裂、许多人被深深地伤害！ 

 

神的恩典和怜悯已经来到，赐下怜悯、荣耀、圣洁、爱和合一给中华民族。马先生需领受

婚姻的爱和合一、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一，神就能将更大的恩膏传递给整个中华民族！ 

 

后来，我有些不确定，这个代祷是否来自神。5 月 21 号，因四川地震，我回家乡看望亲人

朋友。23 号，听我家人说，我们在美国的长辈，被马英九先生邀请参加就职典礼。听到这

个消息，当时我身上冒汗、甚至起鸡皮疙瘩。想想我代祷的那天，差不多是我家人得到这个

消息的时间。神好奇妙！我感到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 

 

再后来，偶然与一个香港的姊妹见面，再一次有对马英九先生代祷的印证。并且进一步领受

到：神在释放孙中山的灵，不仅在马英九先生的身上，也在一批的华人身上；神不仅呼召

一个孙中山、马英九。在末世，神在呼召一批孙中山，神要兴起中国，祝福世界。 



                                

                                   七 
 

华人非常需要领受天父的爱，有为父为母之心。 

在服事和祷告里看到，华人非常缺乏父亲的的爱，因此，也很难有为父之心。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等地，我们都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我相信神正在浇灌为父的灵在全地，

也在华人中。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

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 4：5-6） 

 

因着前面讲到的伤害、以及文化传统，华人太缺乏对父爱的真实认识：我们的父辈、祖辈，

被战争、贫穷、生存环境等等压制，自顾不暇、甚至性命难保。又怎能有时间、精力和心情，

好好地拥抱孩子、陪伴孩子呢？华人中，许多的成年人，很少或从没有父亲拥抱自己的印象，

又怎能感受到天上父神的拥抱和爱呢？所以，很多人很想爱，但是不知道如何去爱。 

很多人，感到地上的父亲是：严肃、阴冷、疏离、愤怒、批评、要求完美、永远不满意、甚

至苛刻吝啬、常常讲负面咒诅的话语。因此，我们无意之中，也这样对待身边的人。 

 

我们要很努力地表现、来使父亲满意；或者很努力奋斗，安慰望子成龙的父亲。因此，也要

求身边的人要有好行为。因为失望，充满了苦毒。 

 

我们用行为，来赚取父亲的爱。因此，也用行为来讨父神的喜悦。甚至害怕父神、与父神有

很大的距离感。我们很难凭信心相信：父神完全接纳的爱。更不知道：在行为之先，要先信

靠天父、寻求父神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是奴仆的心，而不是儿子的心。 

让我们靠着圣灵除去：在我们与父神之间的障碍，重新认识天上的父神。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

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 8：14-15） 

“你们既为神的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

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 4：6-7） 

 

无论是牧者、属灵的长辈、还是平信徒、刚信主的，我们都需要领受天父的爱、我们的生

命中都需要传递天父的爱！ 

 

靠着圣灵的开启，我们来领受父神完全接纳的爱：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

我们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

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

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向父神求祝福，在你行动之前，如同雅比斯一样祷告：甚愿父神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代上 4：10） 

 

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和启示里，深深地来认识天父的爱、领受天父的爱。当我们领受到父

神的饱爱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看周围的人。我们对人就有了为父为母之

心，这是教会需要的、华人需要的、全地需要的。 

 

 

看哪，神正在召聚医治全地的华人。让我们彼此饶恕，进入神医治的河流中。华人的生命

正在被医治、被建造、被复兴。华人将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成为神在末世极大的军队！ 

 

最近领受，更多的赞美吧！当我们唱诗、跳舞、颂词，口唱心和地来赞美神时，我们生命

中、家族中、环境中、民族中，许多的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因为神的恩膏正在浇灌，神

正在作新事！ 

 

上面的领受是否完全来自神，求圣灵继续带领，使我明白，也请牧师查验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