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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神的審判

【異象：黃沙盡吹，洪水又至】

【神要審判什么】

（羅馬書 1：16-32）

教會和信徒特別要悔改的方面（啟 2-3）：

• 以弗所教會：“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 別迦摩教會：“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 推雅推喇教會：行姦淫

• 撒狄教會：“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與世界妥協，甚至同流合污

• 老底嘉教會：“不冷也不熱”，有樣子沒活力，無法真正為主而活

（提後 4：3-4）“時候將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太陽底下沒新事】

挪亞的日子

• （創 6：4-12） 6：4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

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6: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6: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6:7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

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6:8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6:9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

6:10 挪亞生了三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

6:11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6:12 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 （彼後 2：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

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 （彼前 3: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

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 （來 11:7）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

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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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17：26-30）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

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

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

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 （太 24:37-42）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

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 子降臨也要這

樣。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耶路撒冷的淪陷

【神如何審判】

（歷代志下 7：12-15）
7:12 夜間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我已聽了你的禱告，也選擇這地方作為祭祀我的殿

宇。

7:13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7:15 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審判事多重的（7:13）：

• 氣候：天然，經濟，政治，社會

• 生產力：天然，經濟，政治，社會

• 健康等

注意：

• 因自然規律發生的現象如四季，正常經濟周期，不是神的審判（不要隨便說是神審判），

但一切都在神掌握中

• 人生病大部分不是神審判（尤其是信徒，教會領袖），而是違反神設的天然規律，這也

是不少信徒英年早逝的原因，因事奉神與注意健康和鍛煉身體沒有沖突。

• “我若使”：乃神允許世界因罪而走向混亂，但有時也是創造天地的神行使主權的作為

• 自然界的運作有天使掌管，神的話語支撐萬有（來 1:2，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

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1:3 他是神榮耀所發

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 國度和人物的興起沒落在神掌握中

• （耶 1：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 (箴 21：1）王的心在耶和華手裏,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神應許醫治

• 神不喜悅人死亡：（結 18：32，“主耶和華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死，所以你們當回頭



而存活。”）

• 神的醫治乃賜予信徒能力，通過信徒改變屬靈罪的捆綁（弗 1：19）（參“四種神的大

能與地土改變 ”）

• 不同區域，不同捆綁，導致不同審判

• 除去罪惡思想的捆綁：教導神話語和禱告

• 屬靈實際：思想態度的改變引至行為的改變

• 陰間思想的釋放使人犯罪（來 2:14，魔鬼的死權是 Kratos話語即思想的力

量）

• 小心選擇居住之地，求神帶領，并為所住之地和鄰居禱告

• 謙卑禱告則神必醫治：

• 神的子民需要先謙卑，未信之民才有希望謙卑，脫離審判

• 義人的禱告大功效，可改變一個地區的屬靈平衡

問：各種自然災害都是來自神的審判嗎？

答：可見的世界是由不可見的世界支撐（來 1:2-3，林後 4：18），因此各種現象背后的屬靈因

素才是真正的原因。自然界的不平衡根源乃是罪因人進入世界。許多復興證明地土氣候因人心

回轉歸向神而被醫治好轉。(參考“地下火山將突發”）

【四種神的大能與地土改變】

內在運作的能力

(弗 1：17-19）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

豐盛的榮耀；

1: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Kratos Ischuo）是何等浩大，

Kratos能力

（話語的力量，Strong's 2904）

• （來 2:14）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

權（Kratos， Strong's 2479）的，就是魔鬼，

• 神的話潔凈我們：（約 15:3）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Ischuo能力

（禱告的力量，is-khoo'-o， Strong's 2479）

• （徒 19:20）主的道大大（Kratos）興旺，而且得勝（Ischuo），就是這樣。

• （雅 5:16）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Ischuo）的。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 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我的弟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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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 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

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 代禱者常常操練支取 Ischuo能力

外顯的能力

(路 10:19）我已經給你們權柄（Exousia）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Dunami
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Exousia能力（權柄）

• （可 6:7）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

（Exousia 之運用），制伏污鬼；

• （可 6:12-13）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

（Exousia 之運用），治好他們。

• 教會中常見憑 Exousia能力的服事（如講道，憑信心按手醫治，趕鬼）

• Exousia能力與 Kratos能力都和話語有關，但 Exousia能力通過我們外顯（through 
us），Kratos能力運行在我們里面(in us)

Dunamis能力（恩膏與恩賜）

• （可 5：30，血漏婦人得醫治）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

• （可 6:5）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什麼異能（Dunamis），不過按手（Exousia）在幾個病人

身上，治好他們。

• Dunamis能力的啟動和運用必須緊隨聖靈引導，此乃為什么我們要操練內在屬靈感以便

敏感于聖靈的心意，進而成為 Dunamis能力的管道

• 以醫治為例：Exousia能力的醫治常常是“逐漸好轉”，Dunamis能力的醫治往往是立刻

痊愈

• 可 6:5 是服事秘訣：若聖靈運作則憑Dunamis能力服事，否則憑 Exousia能力服事

• 新一波復興將是 Dunamis能力的再次普遍發生，我們急需預備學習順服聖靈引導！

如何支取神在信徒屬靈生命成長和事奉中所賜予的四種能力極其重要（參考“先知性訓練系列 

（三）”）：

• Kratos能力：傳福音和教導神話語

• Ischuo能力：禱告代求

• Exousia能力（權柄）：建立教會，醫病和趕鬼

• Dunamis能力（恩膏與恩賜）：醫病和趕鬼，更大的神跡奇事

【神的警告】

2004      年預言  ：

• 神要震蕩世界經濟，許多人會失業

• 未來兩三年（2005-2007）是關鍵（經濟大震蕩確是從 2008開始），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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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面臨最后選擇：世界假神還是真神？

• 神是公義的神，若不悔改則審判無法避免

• 神不再容忍撒旦破壞

• 世人還是不會悔改，義人卻還要行義

• 為 Bush總統禱告：

• 2006年是美國政治關鍵一年

2005      年異夢的揭示   ：

• 美國經濟已走上不歸路，即將崩潰，聯邦政府將無力挽回

• 局外人以為值錢的合同原來是被隱藏的債務

• 銀行家們為自己利益越陷約深，無法自拔

• 經濟起伏周期將縮短并加快

• 全知神笑世人無知，一切在神以外的自救將是徒勞

2005      有關美國的預言   ：

• 2005年美國經濟將有一定程度的復蘇,其真正目的是使神的兒女們有機會為宅年存糧

• 氣候將繼續惡化（年初警告，八月有 Katrina風災）

• 未來經濟動蕩將以年算

• 審判已在世界各地開始（有關      2005      年八月      Katrina      風災的異夢   ）

• 神的兒女要興起（申      3  ：  17-24  ），進入應許地

• 教會領袖要領信徒回到神面前（2006 不少教會領袖的罪被揭露）

• 美元將下跌

2006 - 火之年（Year of Fire）：

• 2006年是特別的一年，審判從神家開始展開

2007對教會的呼召：

• 二十一世紀的教會是“靈程﹑靈命﹑靈力 ”的教會

2008      年初的警告   ：

• 世局已進入天災人禍的動蕩階段﹐神提醒教會應興起發光﹗

【審判乃收割的開始】

神的收割：

• 分開麥子與稗子（太 13：24-13）
• 用聖靈的火燒（林前 3：10-15）：2006年是“火之年 ”

• 範圍：個人、教會和國度

【有關經濟常見問題】

問：是神讓經濟崩潰來“處罰”美國嗎？

答：經濟崩潰乃因貪婪和驕傲，是人心遠離神的自然后果。如箴言 18:12 所言，“敗壞之先， 

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 必有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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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所有經濟不景氣都是人叛逆神的后果嗎？

答：正常經濟如四季必有起伏（傳 3：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人類常常

乃因貪婪和驕傲使起伏極端化。

問：那若干年以后經濟復蘇是因為人心已歸向神嗎？

答：所謂“復蘇”乃經濟按自然規律回轉，但要回到“泡沫高潮”已不停可能。或許猶如摩西

一代的以色列人，我們這一代將已付出極重代價，美國逐漸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下一代

卻有希望“進入應許地”。愿我們都有約書雅和迦勒的心志。

問：如果經濟會按自然規律回轉，那我們還要為經濟復蘇禱告嗎？

答：僅為經濟禱告確實是治標不治本，我們當照著歷代志下 7：12-15 的應許禱告。

問：前幾年股市大好，工作多且穩定，是神的祝福嗎？

答：真正的祝福是神的同在和平安，并不因動蕩而減少。神給的不帶憂愁，愛神的人必如約瑟

知道屬靈季節，或在豐年收聚，或在荒年蒙賜種子且有收成。

問：審判可以借禱告避免嗎？

答：人心若是一直抵擋神，審判終究會發生。我們必須不停禱告，也要知道神有一定的時間表

（創 15：16）。審判之中也不要中斷禱告。

問：各種刺激經節的措施有效嗎？

答：解決屬靈問題，即人心歸向神，才是治本之法，神會賜下平安，否則效果有限，拆東墻補

西墻。

問：經濟最壞可到什么程度？

答：失業率達到雙位數，甚至 20%（僅供參考），人心卻開始接受福音。

問：經濟幾時會復蘇？

答：至少好幾年。(見“2005      有關美國的預言  ”） 

問：什么是開始投資的時候？

答：神國此時就有機會，請聖靈指教。到谷底的時間參考“經濟最壞可到什么程度”，另外參

考“商業恩膏”。

問：義人和教會可以不經歷因審判而來的災難嗎？

答：不經歷審判是恩典，經歷審判也是恩典，重要在於預備與神同行，愛里沒有懼怕。

問：既然神在審判美國，是否應當考慮移民？

答：首要當行在神心意和道路中，隨處都有神的同在。移民與或當聽命於神，要緊為所居住之

地禱告。

問：我的孩子后代怎么辦，生活會不會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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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神是天父而不是天爺爺，每個人都有神量身定做的十字架道路，神一定看顧。我們當行神

的路為榜樣，如亞伯拉罕有神祝福留給后代。

問：動蕩中我的產業要如何處理？

答：求神給智慧，適可而止，多投資在神國。（見“荒年中的策略”）

問：產業要分散出美國嗎？

答：當求問神，因每個人處境和將來人生演變不一樣，今日所做決定若合神心意則萬事互相效

力，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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