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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國際事奉神學院  

前 CI 靈恩研究所  

碩士部 學士部  

101 年度春季班  熱情招生中   

入學考試日期:2013 年 3 月 2 日(考試地址：台中市正義

街 2 巷 2 號 4 樓)，詳情請參網站首頁年度招生 

102 年六月特邀  先知  比爾雷奇來台授課  

課程內容：  

  先知性讚美敬拜  

  先知團隊訓練（二） 先知 比爾雷奇 

  高階屬靈爭戰  周瑜家 博士  

  破除求子巫術（二） ,吃喝可憎之物  周瑜家 博士 

  母腹傷害現場醫治釋放 周瑜家 博士 

  品格（四） 陳正弘 牧師 

 

帶領你進入  台灣海島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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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先知代禱者、醫治釋放、帶職事奉呼召

的工人來接受裝備……. 

連絡電話: 黎姊妹 0928-671576   

張姊妹 0933-921611   

何姊妹 0923-591935   

 

上帝對台灣的心意 

Apostle Jane Hamon 珍漢蒙使徒 

台北靈糧山莊，2012/11/04 

 

台灣有蛇嗎？有蟒蛇嗎？它們等獵物睡著，加以纏繞、捆綁、絞殺，這就是仇

敵的工作，仇敵想要教會昏睡，蟒蛇的靈就可以遍地遊走，掐住你的異象，掐

住你的財務，掐住你的喜樂，沒有喜樂，就沒有力量…有誰覺得胸部難以呼吸？

或是腹部很緊？或是喉嚨很緊？或有壓力？或是有人感覺在過去這個季節，仇

敵要掐住你的財務。我們要禱告，打破蟒蛇的靈。大家都站起來了，我們砍掉

蟒蛇的靈，這掐住我們經濟的，掐住我們的異象、掐住我的生命、掐住我們力

量的靈….哈利利亞….要採取先知性的行動，從身上拍掉，抖抖手，把他們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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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來告訴你們一些有趣的，有關蟒蛇的靈的事。 

以西結書 46 章：「王要從這門的廊進入站在門框旁邊，祭司要為他預備燔祭，

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門檻那裡敬拜，然後出去，這門直到晚上，不可關閉」。站

在門檻來讚美神，然後出去，門檻與蟒蛇同一個字根，跨過門檻之地，就是要

跨出去踐踏蟒蛇，踐踏仇敵。台灣就是一個城門的國家。有多少人知道，仇敵

要控制城門？但神給我們權柄，要來踐踏蛇和蠍子！讓我們站起來，把仇敵踩

在腳下，踐踏蛇和蠍子，我要你向前跨一步，象徵你跨過門檻，踐踏仇敵。這

是為你打開門戶的一年! 這是打開門戶的一年!蟒蛇不能來控制門戶。讓我們鼓

掌讚美神！ 

 

當蟒蛇的靈所在之處，你也會很容易發現有拉哈伯的靈，也就是「龍」的靈。

中文聖經稱之為大魚，但希伯來文中，這是「龍」。以賽亞書 51:9-11：「耶和華

的膀臂啊，興起，興起，以能力為衣穿上，像古時的年日，上古的世代興起一

樣。從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魚的，不是你麼。使海與深淵的水乾涸，使海的

深處變為贖民經過之路的，不是你麼。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詩篇 89:10

「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殺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敵」，神把拉

哈伯的靈砍得粉碎，神打散龍的靈！ 

 

台灣很常看看到「龍」的像，你注意到了嗎？我相信在這個區域有一個魔鬼的

工作，它的名就是「龍」的靈，當我和我先生為與你們同在而禱告時，我們注

意「拉哈伯」的靈，在以色列中，它是混亂，困惑與毀壞的靈，仇敵要在這個

地區帶來混亂，紛亂(攪亂)與毀壞。當仇敵如此宣告時，記得神已經創造得勝，

當神揮動祂的肌肉，就會毀滅這個邪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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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顯示給你們看，仇敵現在所想要做的： 

 

1. 它帶來混亂： 

第一件事，它要興起戰爭的靈，它要興起爭端！但我告訴你，「戰爭不是神的

心意」，我再強調「戰爭不是神的心意」。仇敵要在南中國海興起爭端，在群

島之間興起爭端。仇敵要在東海興起爭端。龍要興起戰爭的靈。我告訴你這

不是政治的因素，不是自然的因素，這個島屬於誰？資源屬於誰？實則，這

是被拉哈伯的靈所驅使、就是毀滅的靈所驅使。 

今年初我聽見神說：「不要接受那些看來『不可避免』的事情，要釋放你的信

心，讓神行出不可能的任務」。有多少人願意釋放信心，好讓神作那不可能的

事？這個仇敵是吸血的靈，但教會可以勝過這個靈，如果教會願意興起，願

意打屬靈爭戰，你們就可以免掉在自然界的戰爭。仇敵要在自然界興起戰爭，

帶來混亂，帶來極多的人命失喪。 

但是，戰爭不是神的心意，神已經恩膏台灣作為「和平之子」，神已經恩膏你

與這「戰爭的靈」爭戰。耶穌在馬太福音 5:9 說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有多人相信神已經恩膏台灣，成為「和平之子」？使台灣在亞洲作和平之子，

在亞洲這些國家中帶來和平，禁止仇敵的手帶來戰爭。聖經說這是混亂的邪

靈，所以它第一件事要帶來戰爭，第二件是要帶來自然災難。 

 

2. 帶來自然災難： 

第二件事，這個仇敵要帶來自然災難，帶來地震，就像是在亞洲其他地區一

樣。我為台灣禱告時，看見一個異象，仇敵要帶來一個歷史性大洪水，它來

自極大的雨量，好像是颱風造成的。我看見水壩(水庫)崩裂，帶來極大洪水

與生命損失。當我看見，不一定要讓它發生，我們可以看見仇敵的計畫。我

看見一個水庫中有結構瑕疵所造成的。當我說看見，不必然它一定要發生，

所以你們要差派代禱團隊去主要的水壩禱告，以便在自然災難發生前，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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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它結構瑕疵。自然災難不只帶來生命的損失，也會造成國家內的混亂，這

就是仇敵要做工作。 

 

讓我與你們分享一個故事，兩年前我到中南美洲尼加拉瓜，這個國家的領袖

是共產黨徒，他的太太稱自己為「魔鬼的新娘」，公開坦承不諱她的「巫術」，

她把總統府漆成黑色，把尼加拉瓜獻給撒旦，很糟的事吧！我一點都不知道

這些事，我從一個會議那個地方參加那裡的會議，當我開始講道時，神開始

斥責仇敵所宣告要帶來當地的自然災難，當我宣告時，人們開始大大歡呼。

之後，他們告訴我，總統夫人正在宣告將會發生自然災難，因為這會帶來國

家的不穩定，帶來人心惶惶，就會把國家捆綁在一起。有多少人知道？仇敵

要來偷竊、殺害與毀壞，但耶穌要帶來生命，而且是更豐富的生命。所以，

我們開始禱告，開始屬靈爭戰，就除滅仇敵的作為，我們拿起權柄，對尼加

拉瓜宣告生命。那是在十一月間，二天後發生一個非常大的颶風，該區域不

是颶風的區域，發生的時間很晚，通常那時間不會有颶風，那颶風很快地長

得很大，颶風直撲尼加拉瓜，但記得我們已經作了宣告破除自然災難，那個

颶風衝到尼加拉瓜，來到海岸線，但在衝擊尼加拉瓜前轉向，尼加拉瓜免於

災難！原本氣象預報已經會有大洪水，會有很大人命傷亡，但颶風直接往北

走。(有多少人相信禱告的權能？大家都舉手)尼加拉瓜就沒有任何損害發

生，因為神的百姓禱告。然後呢？颶風往北走，打到我們、佛羅里達，我們

忘了為佛羅里達禱告，但感謝主，佛羅里達也沒有重大災害發生。 

 

有多少人相信神要保護台灣安全，而免於自然災難？(大家都舉手) 

神要保護台灣免於水壩崩潰的災害！神要使台灣穩定！神要保佑你們的總

統，你們為總統禱告嗎？仇敵要帶給你們的總統混亂與攪擾，在他的心思意

念中，放下混亂的靈。當我為你們總統禱告時，我發覺他的周圍環繞邪惡的

幕僚與顧問，這些謀士所獻上的建議就是被混亂的靈所影響，所以我們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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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總統禱告。但我也看見另一件事，神要安置一個人在馬總統旁邊，一

個有但以理恩膏的人，要把神的話帶給馬總統，就像但以理把神的話帶把波

斯的君王，就使那個區域蒙福。福。神要用馬總統來興起公義的標準，為繁

榮與興盛帶到台灣。今晚，我們要為馬總統禱告，也要為那位被定位為但以

理的人禱告！ 

有多少人知道神可以禁止邪惡的謀士的聲音？相信神可以打開門，讓這位但

以理可以釋放神的聲音？(大家都舉手) 

 

3. 帶來經濟上的不穩定 

最後一件我看到這拉哈伯的靈要影響台灣的事，是這仇敵要帶來經濟上的不

穩定。你們記得在那故事中(徒 16:16-38)，那使女身上的鬼被趕出去，這讓她

的主人非常生氣，因為這女人被釋放，他們不再能藉由她算命的能力來賺錢，

所以他們就把保羅和西拉抓進監獄。當你們開始在你們的土地上拿起權柄，

仇敵就會要在經濟上攪動以得到控制權。我們事實上可從使徒行傳第 19 章

中看到仇敵這樣的伎倆。當保羅進入以弗所這座城市時，這是另一個充滿偶

像崇拜和巫術的城市，保羅進入這城市，在兩年內為主贏得了很多靈魂，他

趕鬼、醫治病人，人們把他們的偶像及行邪術的書帶來焚燒掉，牠們卻任憑

保羅去做這些天國事工，直到牠們發現經濟上的轉移，不再是拜偶像者賺到

錢，錢卻進到了神的國度，這使仇敵瘋狂的生氣。當我們屬神的人昌盛，會

使仇敵十分生氣。你們之中或許有人會說「喔，我不要使仇敵生氣。」不對！

你們當然要去使仇敵生氣！耶穌說我來就是要摧毀仇敵的作為。有多少人要

使仇敵氣瘋？昌盛！轉移財富！在靈裡拿起權柄！  

 

神啟示我祂正在釋放一個新的創造及企業創新的恩膏給台灣，神要祝福台灣

人。我看見在未來三年，將會發生幾件全球性的經濟事件，會造成每一個國

家經濟上的震動，特別是在中國，但這些是天上爭戰的結果，因為這些爭戰



 7 

是在列國間的，同時也是關於列國財富的爭戰。我感受到會有一個世界上經

濟的震動，特別是在中國。在這一個十年結束前，中國將會以一個新中國的

姿態興起，是有更大自由的，有多少人會為此禱告? (大家舉手) 但一開始你

會看見共產主義以非常強大的姿態興起，非常強大，但神要震動凡可被震動

的。神說無論如何祂要使台灣成為在這極大震動中得極大的祝福的地方。有

多少人相信神能使台灣在這大震動中蒙福?  

 

我其實昨日在禱告時看見一個異象，我看見一筆曾經從台灣被偷走並帶走的

錢財，是藉由政府及企業貪污而被偷走的，我看見這筆錢被存放在全球各國

的銀行帳戶中，我聽見神說，我要復還那筆被仇敵所偷竊的給台灣。以賽亞

書 45:3，主說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神要揭示隱藏的財富，

特別是從台灣被偷走的錢財和資源。祂要將財富轉移回台灣的手中，藉由此

台灣的人們可以在經濟大震動時依然繁榮興盛。撒迦利亞書 9:12 說，你所被

偷竊的，我必雙倍補還給你。有多少人相信神會雙倍的補還？雙倍的恢復！

有多少人相信神不只是對台灣說，也是對你個人如此說？有多少人感到你曾

經有東西被偷走？神要將那被偷走的復還給你！神要復還財務的祝福！ 

 

我看見神釋放一個新的創新及產業創造力的恩膏，我看見從台灣而來科技上

的創新將成為全球的祝福，我看見台灣將有醫學研究發展上的突破。在台灣

有很多醫學上的研究嗎？我看見台灣將有解答醫學上的議題的答案，這答案

將祝福列國。我看見在台灣醫學界將有一非常具體特定的研發，我看見一種

新的疫情在東南亞各國開始蔓延，我知道在亞洲有一些不同的疫病如 SARS、

禽流感等，當我看到這疫情發生在東南亞時我感到非常不安，如寮國、緬甸、

越南等，被一種很奇怪的病毒影響，但我看見由台灣醫療研究可研發出阻止

這些疫情的疫苗或解答。我們現場有任何醫藥專業人士嗎？我請你們站起

來，讓我們來為他們禱告，作為神將要做的事的代表，請伸出你們的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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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蒙 Jane Hamon 牧師帶領大家禱告) 主我們感謝祢，為那將從台灣而來的醫

學成果將成為列國的祝福。天父，我們宣告祝福在這些醫藥代表們的身上，

我們感謝祢使(醫療的)突破從台灣而出，台灣會有(疾病的)答案和解決方案，

祢使台灣成為祝福之地。奉耶穌的名，阿們！阿們！ 

 

我們來迅速把這段結束。我要再讀一節經文，我要你們看在保羅西拉趕逐邪

靈之後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事。使徒行傳 16:25-30「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

告，唱詩讚美 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

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禁卒一醒，看見監門

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

我們都在這裏。』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

拉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是揚

起的讚美聲音，使在靈裡及自然界的綑鎖被釋放、鬆開。在這個故事中，發

生了一個大地震。神要帶下震動，但祂不要造成災難。當敬拜讚美的聲音在

台灣這島嶼揚起，就會帶來屬靈上一個極大的釋放。在這個故事中是使獄卒

醒來。神要在這塊土地上作一個極大的喚醒，因為你們國家的危機，並不是

經濟上，也不是政府方面，也不是拜偶像，而是神的教會必須要醒來並且興

起。神說祂要在這塊土地上帶來極大的復興。我看到極大的復興開始在原住

民當中發生，這將激起在台灣全地極大的復興。 

 

大約一年前我有個和天使接觸的經驗。神使一位天使搖我的肩膀把我叫醒，

這位天使搖我的肩膀說「醒來！」。我對主說，「我以為我是醒著的」。主說我

許多的教會以為他們是醒著的，但許多的教會其實還是沉睡的，妳必須要把

他們叫醒，所以他們可以把其他教會叫醒。 

 

有多少人想要醒來？我現在要請大家站起來。我們要站起來，並且我們要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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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要請我的丈夫上來，並且我要請敬拜團上來講台後方，有些人到前面

來打鼓，因為我們要釋放一個在靈裡的聲音，這是一個可以釋放、解開捆鎖

的聲音，是爭戰的聲音，是釋放神的宣告的聲音。請記得神已經宣告台灣要

成為一個使人和睦的國家。仇敵宣告戰爭，台灣宣告和平！仇敵宣告災難和

混亂，神宣告昌盛和祝福！神說這是台灣蒙恩寵的時刻！有多少人相信這是

恩寵的時刻？這是復興的時刻！這是奪回仇敵所偷竊的時刻！所以我們要在

靈裡發出一個聲音，就像保羅和西拉被關時，當他們釋放聲音，鎖就開了！

今晚我們要釋放出靈裡的聲音，神要開始釋放、打開你的生命、你的事業、

你的事工、你的家庭、你的財務及你的國家！你準備好了嗎? 好，我們要準

備釋放了，數到三，一、二、三，哈雷路亞! (呼喊…哈雷路亞！是的主! 哈

雷路亞！哈雷路亞！呼喊及方言…) 哈雷路亞！ 

 

現在我要邀請所有牧者及全職服事者到台前來，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很快地為

你們按手，讓你們為著這個新的季節被釋放、解開。有多少人認為我們應該

為我們的屬靈領袖禱告？我相信神要釋放新的啟示的恩膏、新的判斷審判的

恩膏，及為我們接下來的日子所賜下的極大智慧。現在在他們往前走的同時，

我的丈夫要禱告、釋放神的宣告，讓我們都舉起手來! 

    

(湯姆漢蒙 Tom Hamon 牧師)我們舉起手來向天上。天父，我們現在與祢的靈

合一，我們宣告祢要在台灣做新事，在此刻任何仇敵的工作要被打破。我們

現在對總統發出宣告，他會聽到祢的聲音，誘惑和困惑的靈不再接近影響他，

他會興起聽祢要說的話，他會領導這個國家走向公義。我們現在請求祢的聲

音被他聽見，在他的周圍環繞屬神的影響力，我們斥責混亂的靈和天然災害，

我們宣告牠們不會發生，牠們不能搶奪走這個國家的安定。我們宣告祝福和

恩寵在台灣的經濟上！主，求祢按手在這國家的經濟上。天父我們現在祈求

祢的平安降臨在這塊土地上，台灣會成為使人和睦的國家。主啊！祢會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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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祢的國度有一極大的影響力。我們宣告台灣會成為差派使徒至列國的

國家，祢要從這塊土地上差派出使徒和先知，進到中國大陸、進到東南亞、

進入海島國家，並且為主到全地上許多國家。讓這個國家成為屬祢的聲音，

讓祢的教會、屬神的一群興起！神啊！喚醒台灣的教會！主啊！喚醒教會！

向主吶喊！哈雷路亞！(呼喊…) 

 

2012/11/04 基督徒國際事奉神學院 版權所有 

請勿轉載、刊登、摘錄，僅供個人閱讀，如果您要引述，務必請註

明來源和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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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佛羅里達州聖塔羅莎海灘基督徒國際家庭教會(Christian 

International Family Church)主任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