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手震動萬國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allshaken

(C) 2008 張迅弟兄 

簡介：本課程將從先知性角度探討神為何震動萬國，幫助信徒們領受神的策略和恩膏，預備迎

接將臨之復興，不僅調整人生重點，為未來撒種，更進入事奉，乘聖靈的風一同為神攻城掠地。

（張迅弟兄）

時間： 2008 年 1 月 10、17 日 (9:30am - 4:00pm)
網址：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allshaken （所有分享預言，異夢和異象都在網上）

一月十日：

• 神的復興（上午） 

• 神的審判（下午）

一月十七日：

• 荒年中的策略（上午）

• 商場恩膏（下午）

第三講 荒年中的策略

【荒年中神的復興與審判】

審判乃復興是神在本階段（“荒年”）工作的兩方面：

• 審判乃復興的前奏

• 復興乃審判的延續

• 最終目的是教會和地土的復興

明白神審判與復興的屬靈大環境可以幫助個人和教會更好與神同工

• 心里有數，知道神在做什么，人心回轉歸向神

• 對未來有盼望，知道神掌管明天，交上信心功課

• 抓住時機，擴展神國，進入人生命定

注意： 請補聽“神的復興”和“神的審判”

【異夢：經濟低谷中的教會】
I had a dream on 2008-11-09 in the morning indicating seve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cession 
unfolding:

• Job loss: could be up to 1/4 （double digits）people loosing job, even among church goers
• similar degree of impact in housing market
• migration: many people might leave California
• people will finally have time to come to church and study God's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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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

• 幾乎同一星期內 Sun 宣布裁員 6000 人，Citi 裁員 50000 人

• 2008 年 12 月初：美國十分之一人用到政府餐劵（“food stamps”）, 并且十分之一的屋主

遲交房貸或已被銀行收回（官方偏低估計）

解釋：

• 德州（Texas）代表美國進取的精神（“西部牛仔”）

• 神通過此異夢提醒教會做準備

教會應有的反思：

• We could loose people due to job migration ("leaving California"),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like the "forced migration" of early Jerusalem church, God will move people w/ fire across the 
land to bring about revivals.

• Churches could face budget shortfall, but we must not be deterred from progressing ("keep 
flowing"); we will be refined spiritually and organizationally: from church to each member, all 
must examine to align w/ God more closely; only essential Work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 Our apostolic vision and leadership will become more clearer: it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average churches to function as usual. We have a chance to bless and help other struggling 
small churches &ministries.

• More importantly, this is exactly the time for Glocal change. People will be hunger for spiritual 
Answer. The filed is just wild open. Now it's time to harvest because for some they finally have 
some time to get to know God more("seminars")

【季節與周期】

一切屬靈和屬世事物都有季節和周期

• （傳 3：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 自然界：（創 1:14）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

年歲

• 經濟和政治等（參考“神如何審判”，“有關經濟常見問題”）

• 所有周期都有相對的“豐年”和“荒年”的季節

• 大周期中可能有小周期

• 屬靈周期常常影響屬世周期：

• 屬靈豐年常常帶來屬世豐年（如地土轉化的復興）

• 屬靈荒年常常帶來屬世荒年（參考“神如何審判”和“美國動蕩的將來”）

問：何謂屬靈“荒年”？

答：大部分人心遠離神，即提后 4：3-4，“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問：何謂屬世“荒年”？

答：不僅“想要”（WANT)得不到, 連“需要”(NEED)也無法完全，甚至不能滿足。

【荒年中的基本策略】

• 順服聖靈引導的策略

• 福音的策略

• 合一的策略(參考“教會廣度和深度的預備”）

• 慷慨給予的策略:
• (箴 22:2)「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

• (箴 19:17)「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 (太 25:35-40)「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 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

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

我。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 喫，渴了給你喝；甚麼時

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

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 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 (徒 20:35）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 奉獻的策略：

• (申 8:18)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為要堅定他

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順服聖靈引導】

順服聖靈引導是行事的關鍵（約一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

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

在主裡面。）

• 內在恩膏見證

• 聖靈微小聲音

• 神話語

• 環境

• 其他先知性經歷如異夢異象

【突破的恩膏和福音的策略】

在異象（2008-09）中我先看到啟 11：3，然后 11：2
（啟 11:1-6）
11: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

的人都量一量。

11: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11: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

11:6 這二人有權柄（exousia)，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

http://helpersofjoy.org/media/as2009/AS20090110_01.pdf
http://helpersofjoy.org/media/as2009/AS20090110_01.pdf
http://helpersofjoy.org/media/as2009/AS20090110_01.pdf


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解釋：

• 兩 個見證人的恩膏是“終極”的突破恩膏：The HS said the ultimate breakthrough 
anointing is the anointing on this two witness. If we are determined to witness for Jesus in any 
aspect of our life (job, finance. family etc.), we will have breakthrough there.

• It's also time that God's measuring His Church and individual Believers(Rev 11:1-2)
• As shared before the great anointing of global advancement of Gospel in 1800's have 

resurfaced(1865      年的復興藍圖再現  ). Now we know it's a shape and type of "two-witness" 
anointing! We have prayed for breakthrough anointing, and this revelation of breakthrough 
really inspired me. 

福音的策略：

荒年中個人和教會突破的關鍵在於與福音大使命掛鉤，突破的策略就是福音的策略！

• 突破的目的：

• （賽 45:2-3）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45:3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dunamis）
• (羅 1:16）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尼人。

• We have some may "breakthrough"/"Impartation" conferences, but mots of them focus on the 
promise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faith. Its' all good and the side effect is it seems at times the 
Great Commission（Mat 28:18-20） is no longer the focus point. From time to time, church 
people  pray/preach/study for breakthrough merely for the sake of breakthrough. Many of them 
therefore loose the zeal for Gospel.

• Therefore it's very critical to reset/adjust every Believer's expectation that they shall not merely 
aim for personal breakthrough in finance, job, family, but they shall align themselves spiritually 
w/ the Great Commission so that they can tap into the true breakthrough anointing to transform 
their life. Without this clear definition of breakthrough anointing and goal("Gospel"), 
people will bound to disappoint eventually because this misalignment w/ the Great 
Commission.

• It's also a reminder to any ministry (such as prophetic/worship/healing) that at the end of day, 
everything must tie back to Great Commission. The true test of breakthrough is the spreading of 
Gospel but not church building or personal finance/job gains. The more we align people w/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more prosper our Church will be.

• This emphasis/revelation of two witness anointing is the answer to our prayer for breakthrough 
anointing. In fact, it's already in ROLCC's spiritual DNA. However, we will need to exercise 
greater faith to tap unto this new release of much greater portion of anointing. The more 
ROLCC's people understand this, the greater we as a whole can tap upon this new release, and 
things that worry us most(e.g. church building) will become so much easier, i.e. we shall avoid 
trying to "make a wave" to push things, but rather "jump into the flow" and the 
anointing will carry us there. And this very flow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corporate faith of 
ROLCC that above all the Great Commission reigns supreme in our life. 

• Therefore I feel it might be beneficial to review the prophecy of 2500 people in five years(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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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The HS says when we are united, it's achievable. And it's now clear to me, this unity 
centers on the Great Commission. Amen.

荒年中的心志（提后 4：2，5）
（提后 4：1-5）
4:1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

4: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

4: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4:4 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4: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 荒年就是“因為時候要到”之時（提后 4：3）
• 我們的心志乃提后 4：2，5

【奉獻的策略】

奉獻參與神的工作，蒙神祝福的重要管道

十一奉獻：

• 十一奉獻頭次聖經加載是記錄雅各求神保守供應（創 28：19-22）

• 十一奉獻乃為維持聖殿的運作和供給利未人：（民 18:21）  「凡以色列中出產的十分之

一，我已賜給利未的子孫為業；因他們所辦的是會幕的事，所以賜給他們為酬他們的勞。

奉獻的種類：

• 十一奉獻（Tithe）
• 平常奉獻（獻祭，Offering）

• 初熟果的奉獻：（箴 3:9-10）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3:10  這
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 愛心奉獻，事工奉獻等

如何“流眼撒種，歡呼收割”

• 神賜種子：不要全吃掉！

• 一般奉獻原則：回饋屬靈喂養！

• 何處撒種和撒多少種：

• 唯命是從，不要妄動：神沒有指示不行動，不要只想交差了事

• 不要心血來潮：不要只看“需要”和一時感動，不求神印證，要相信神有安排

• 不要看退稅與否

• 聽到就做，不要猶豫，錯過時機

• 留心各種神指示方式

• 查驗跟進，選擇真正靠信心行事的信徒和機構

• 為所復興之人和機構禱告，與之同工

• 豐收的訣竅：



• 與神同工，進入屬天供應循環

• 收割等待神，不要斤斤計較

【奉獻問答】

問：“十一奉獻”是稅前還是稅后？

答：稅前。

問：現代何為“利未人”？

答：簡單來講，新約包括所有事奉神的器皿，散布於本地教會，五重職事和其他基督教機構。

問： 奉獻金錢神必回報金錢嗎？

答： 不一定。 神也應許各樣金錢以外的福分（見瑪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

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

們，甚至無處可容。”）

問： 我們相信神的供應并堅持奉獻，為什么還是常常入不敷出？剛好夠用則常常有意外如孩子

生病，汽車需要修？

答： （僅供參考）

• 查驗心態：真的相信還是“覺得應該奉獻”而已，對神供應不太有信心

• 奉獻的方式和對象是否合神心意

• 禱告和遮蓋：常常為自己和家人，工作等禱告

• 有何當滅之物

• 有無罪纏身

• 其他地方有沒有不順服神的地方：（撒上 15：22）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 有可能神在“調兵遣將”，安排供應！

【荒年中的祝福】

（傳 3:10-11）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原文作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荒年使人面對真我，更容易有實質性屬靈成長

• 荒年使人謙卑，發現無法依靠自己，只有依靠神才能過關(2008-08-13 預言:“在未來十年

中，有沒有神恩典的區別將是很大”)
• 荒年使人尋求方向，迷途知返歸向神，調整人生方向（“浪子回頭”）

• 荒年使人操練信心，持守屬天異象，學會等待神的時機（如饑荒中的以利亞）

• 荒年使人生活簡單化，渴慕神自己（太 5：6，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又見“審判乃收割的開始”）

【荒年與事奉方向】

個人和教會在荒年中支取八福（太 5：3-10）：

• 謙卑禱告，擴展神國度（太 5:3，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安慰人（太 5：4，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 為地土代禱（太 5:5，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 教導神話語（太 5：6，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 憐恤人如慈善機構和義工（太 5：7，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 幫助人尋求神如遇見神營會（太 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 使人和睦如推動種族合一（太 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 為神做見證（太 5：10，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衡量荒年中的決定】

2009 年乃呼求主名之年，神應許拯救(詩篇 20：9）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神的教會乃動蕩中的方舟；信徒需要進入并持守在方舟中

• 不可停止聚會（來 10：25）
• 不可停止事奉（提后 4：2，5）
• 不可停止奉獻（腓立比 4：17）

荒年中（其實任何時候都一樣）所有決定最終都要和福音掛鉤，指向耶穌和教會：

• 主要標準乃是否合神心意：

• （太 6：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代下 30:9）你們若轉向耶和華，你們的弟兄和兒女必在擄掠他們的人面前蒙憐

恤，得以歸回這地，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有恩典、施憐憫。你們若轉向他，他必

不轉臉不顧你們。

• 其他輔助標準：

• 是否與一生呼召相矛盾（不排除神帶領）

• 是否與過去神帶領相抵觸，甚至否定神過去的帶領

• 是否影響聚會和服事，甚至脫離教會

• 是否影響家庭生活（如長期分開）

• 小心查驗（參考“順服聖靈引導”）

• 多種方式驗證

• 見證

【神在動蕩中的帶領】

不管起點如何，只要順服神的帶領，一定可以過關，甚至大大有余

• （挪亞，創 6：13-22）建造并進入“方舟”

• （亞伯拉罕，創 12：1-3，10-20）暫時離開本地，因家人遇禍也蒙福

• 全家同行，神要借他太太祝福他

• 在“埃及地”（世界）受試探

• 神一定會拯救！

• （以撒，創 26：1-33）持守在神所指示的地

• 神“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 住在敵人（“非利士人”）當中得保護

• 耕種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

• 心胸寬廣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戶”



• 異象：讓地土出產的秘密 

• （約瑟，見第三講 “商場恩膏 ”）成為神預備，拯救神子民

【神的供應何時到？】

神供應之及時與夠用

明白神供應的方式：

• 直接供應需要：自然（肢體互補）和超自然（如烏鴉供應以利亞）

• 更常常是神先賜下智慧，能力(申 8:18)和機會，信徒需要憑信心運作，支取供應

• 神常常不按我們所期望的方式回應：（賽 55:8-9）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

• 有沒有聽到并順服神的帶領？

持守信心：

（腓 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為復興而建殿】

神所立之屬靈地標

異象：建造神的殿 （2008.07.15） 

異夢：如何操練信心 （2008.07.03） 

異象：千金換靈魂 (2008.07.09)

【近期預言分享】

2008-08-13 預言:“在未來十年中，有沒有神恩典的區別將是很大”

2008-09 預言： "我要幫助你！"
2008-12-17 ：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肢體見證】 

目標是鼓勵信徒在荒年中經歷個人屬靈復興，與神同行，經歷神的同在和豐富，不要浪費“危

機”！

• 發現命定： “宣教中國 ”異象

• 換工作見證   

【為荒年中的動蕩做預備】

不法行為因貧窮而增加，尤其是在大城市中

天災會增加(參考“地下火山將突發”），當準備急用食物，水和用品

為加州地震禱告

【2009      聖靈  的勉勵  】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allsh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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