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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們，我們最⼤的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講員，我們的Henry牧師，掌聲加尖叫。家⼈
們，我們請⼤家起立，你們覺得今天在神的會堂當中蒙福嗎？每⼀次跟⼤家分享都是我的
榮幸。我今天非常的⾼興，我的全家都到⿑了，我的妻⼦也在這裏了。所以我會前所未有
的、盡情的傳講神的道，阿們！在分享主的話語之前，我們⼀起向神禱告。若是你能夠⾼
舉你的雙⼿，請你把它舉起來；若是你能說⽅⾔，請開始講⽅⾔。耶穌，謝謝你，再⼤聲
⼀點、再⼤聲⼀點，放膽地⽤⽅⾔來禱告，耶穌的寶⾎有能⼒，在耶穌的寶⾎裏⾯有能
⼒，耶穌，我們愛你。哦！耶穌，我們愛你！更⼤聲，沒有攔阻地⽤⽅⾔來禱告。我們是
為著復興的世代，耶穌，讓我成為你的器⾎，接納我的奉獻，不管我有什麽，我完全奉獻
給你。
    所以我們現在宣告你的澆灌，主，讓我們的裏⾯流出新酒新油。主，讓我成為你的器⽫，
成為你的獻祭，塑造我成為你所要的樣式。我將你所有給我的都獻還給你。主，藉著你新
酒從我裏⾯流出來，讓這⾸詩歌成為你的禱告，成為主的器⽫，新酒藉著我裏⾯可以流出
來。我們揚起聲來繼續的禱告，是的，主啊！賜下你的新酒！賜下你的新酒！讓我成為你
的器⾎。主，我將你所給我的完全歸還給你，藉我賜下新酒，讓這個新酒在我們中間湧
流，新鮮的恩膏降在我們⾝上。主，我們饑渴地要你，再⼀次地賜下你的復興。
    在這個季節我們要完成你的事情，就是你所應許的要實現，我們再⼤聲地揚聲禱告說：
「你的應許要實現！」我奉耶穌的名命令：所有的代禱者，你們要興起！使我成為你的新
酒，是的，主啊，讓我成為你的器⾎，成為你的活祭。主啊，照你的旨意來塑造我。主，
你給我的⼀切都要歸還給你，藉我賜下新酒。我們宣告新鮮的膏抹，另外⼀個層次的，宣
告醫治、宣告神跡奇事、宣告天向我們打開，就是現在，現在……。是的，我們宣告:現在
天向我們打開！舉起你的⼿來說：「主啊，天竟然打開了。」是的我們宣告：現在天打開
了，讓⾏神跡的神，神跡奇事的神，突破的神，我們呼求你的靈，耶穌，耶穌……領受神
的膏抹，耶穌，藉著我們帶出新酒，新酒要澆灌下來，讓神的江河和湧流，主啊，讓今晚
江河流出來，是的，江河湧流。榮耀歸給神，我們⼤聲向神掌拍掌贊美祂，給神⼤聲的⿎
掌，⼤聲⼤聲地向我們的神拍掌。哈利路亞……阿們！各位請坐。
     我們開始看以弗所書第4章，我們要從第8節開始讀。
【弗4:8-10】所以經上說：「他升上⾼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我們⼀起記住，有時候⼀些事情我們⼈的頭腦是沒有辦法想象的，但是神的道，⾄終會
產⽣我們裏⾯的信⼼。「⼈若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凡到他⾯前來的⼈必須相信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因為重⽣的信徒是⼀個屬靈的⼈。屬靈重⽣的⼈，我們的食物是從
天上來的嗎哪，⼀個重⽣的信徒，他不是只有⼀些些屬靈的經驗罷了。⽽重⽣的信徒，其
實你是⼀個屬靈的⼈，但是有⼀些⼈的經歷。也就是說我們重⽣進入了⼀個永恒的領域，
但是有⼀個原則就是與神同⼯。若是神在這個地上要完成⼀些事情，他必須要⼈類與他合
作，因為這是他說的。
    所以說這是我們要經歷權柄與能⼒，我們必須要把⾃⼰擺在⼀個位置的地⽅，能夠與聖
靈同⼯。所以為什麽聖經裏頭講到說：「要專⼼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的聰明。」因
為在我們天然⼈的聰明才智是活在⼀個會朽壞的世界，⽽我們的靈⼈是活在不能朽壞的⼀
個神的道裏⾯。
    所以在保羅的事⼯裏⾯，他並沒有⾁⾝與耶穌基督在⼀起，保羅是藉著啟⽰來經歷基督，
⽽神給保羅賦予⼀個職責，就是來建造新約的教會。保羅在聖經裏⾯很深刻的解釋到神在
教會的治理，還有⼀些聖靈的恩賜的運作，甚⾄在五旬節之後，很多⼈都沒有辦法那麽深
刻的去明⽩。
   保羅在以弗所書裏⾯談到聖靈恩賜的運⽤，為的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祂的教會，
⽽且使整個神的⾝體可以被建造，他講到五重執事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師、有傳福⾳



的，有牧師。我們講到事⼯還有造就，神賜下五重恩賜是為著要建造祂的教會。所以我們
是因著被建造起我們的成長這樣⼀些恩賜，所以這些的五重執事使徒、先知，牧師、教師
傳福⾳的為著是要成全我們，使有這樣的⼀個執事，使徒代表差遣， 先知他必須要發預
⾔，你成為⼀個先知不可能沒有服侍⼈，所以先知是要被差遣的，就像以⻄結說：「神的
⼿降臨在我的⾝上」。先知也必須要把它流露出來。先知的湧流是有這樣的⼀個權柄、⼀
個彰顯 、⼀個共同的運作。先知必須讓他的預⾔流出來。比如說：先知他不可能從⾕歌那
邊查閱資料，得著他的講章，因為他的先知的靈必須湧流出來，榮耀歸給神，阿們。
哥林多前書第12章6節：功⽤也有分別，神卻是⼀位，在眾⼈裏⾯運⾏⼀切的事。 (哥林多
前書 12:6 和合本)
   所以神讓他有⼀個功能就是很清楚的讓⼤家能夠分辨，不僅僅是新約的教會，在五旬節
之後也更能夠知道明⽩。在林前12章講到每個⼈個⼈的屬靈的恩賜，⽽不是講到事⼯的恩
賜，有很多很多的恩賜，不同的恩賜。因此恩賜不同，所以我們的彰顯跟功能就不同。但
是神在眾⼈的裏⾯運⾏，這裏很重要。為什麽我特別提到先知的事⼯呢？因為這是現在我
們所在的教會的時代，我相信教會在⼀個季節，就是所有的預⾔要經歷實現的時刻，不是
藉著⼈意，⽽是神的⽬的、祂的使命、祂的時間要實現了。所以我認為這個時機，諸天已
經預備好了，要降下恩雨。所以先知的恩賜關鍵在權柄中能夠運⾏湧流出來，你很可能被
神膏抹，但是你還不具有權柄。以利亞，他是⼀位受膏抹的先知，但是他也有政權的權
柄。聖經上講說，當他禱告不下雨天就不下雨。然後再次禱告說天應該下雨，天就下雨。
這個叫做權柄。 先知的事⼯必須有權柄，⽽且能夠運⾏出來，阿們！事實上在舊約的裏
⾯，所有屬靈的恩賜都已經彰顯出了。除了講⽅⾔還有解釋⽅⾔以外，為什麽呢？因為這
跟時間有關，在新聖靈澆灌下來的⼀個證據就是講⽅⾔， 彼得後書1章19節講到：我們並
有先知更確的預⾔，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
⼼裏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彼得後書 1:19 和合本)
   他說第⼀要緊的是該知經上所有的預⾔，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這些預⾔不是出於
⼈意。所以⾄⾼的神，祂是預⾔的推動者。我們已經活在⼀個預⾔即將實現的世代。我們
來看經⽂：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
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必成就這事。 (以賽亞書 9:7 和合本)
   以賽亞第9章7節先知預⾔說：他的政權必加增無窮，平安也必加增無窮。我很喜歡這段
經⽂的最後⼀段，為什麽？因為雖然有萬軍之耶和華的熱⼼祂要成就，可是必須要有⼈類
在地上與祂⼀同合作，祂的預⾔才能夠實現，所以耶和華的熱⼼必成就，祂的國權，祂的
平安，必加增無窮！祂的國是個預⾔。那我們看另外⼀個預⾔，約珥書第⼆章，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你們的老年⼈要作異夢，少

年⼈要⾒異象。 (約珥書 2:28 和合本)
    他說這些都要實現，所謂以後的意思就是說釘⼗字架之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下來。 我
們來看第三個預⾔，以賽亞書2章2節，
末後的⽇⼦，耶和華殿的⼭必堅立，超乎諸⼭，⾼舉過於萬嶺，萬⺠都要流歸這⼭。 (以
賽亞書 2:2 和合本)
   第三個預⾔說：末後的⽇⼦這些都要實現了，末後的⽇⼦，耶和華殿的⼭必堅立，超乎
諸⼭，⽽且⾼舉過於萬嶺，是⾼舉過於萬嶺， 最⾼的⼭，祂的⼭必被⾼舉超過諸⼭，萬⺠
都要留歸這⼭來敬拜我們的主。這裏是⼀個預⾔，領受這個預⾔，我們處於這個世代，預
⾔要在我們這個世代實現，為著先知的這個⽬的要被實現。所以教會我們必須要預備好，
站在對的位置，為著可以實現神國的⽬的，是照著祂的旨意來實現。神給我們最⼤的恩賜
就是恩典。我們能夠給神的禮物是什麽？——我們的信⼼！要是只有神的恩典，卻沒有我
們⼈的信⼼，神的國無法建立。不是只有我們⼈的相信，也沒有神的恩典。同樣的神的國
無法建立。



 我們來看路加福⾳18章第8節：「當⼈⼦來的時候，遇得⾒世上有信德嗎？」但是在提摩
太前書1章18節：「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將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
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這節經⽂怎麽說呢？提摩太，若是你要找到你的命定，就是你要
為美國打那美好的仗，你必須根據這個預⾔來打仗， 如此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要照著指
著你的預⾔。我們很多教會的⼈，都說神有曾經對我說話，可是那些預⾔好像都延遲了，
有⼀些好像已經停滯了，有些也失去了⽅向。但是今天要藉著聖靈的⼤能，你的⽣命中要
有⼀個突破，阿們！
   我們看⾺太福⾳5章:17-18節：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
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點⼀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太福⾳ 5:17-18 和合本)
   當你個⼈的⽣命中，在這個國家的裏⾯，在教會的裏⾯，所有的預⾔都要實現之前，必
須有真實的，所以你要為著你的預⾔來征戰，這是你要打的仗。沒有⼀個預⾔，在你的⽣
命中，在這個國家，在你的家庭，每⼀個你⽣命中的預⾔都得實現。「不是依靠勢⼒，不
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萬軍之神才能成就」，我們現在舉⼿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在我⽣
命中的每⼀個預⾔要成就，要實現！就是現在！我們的仇敵，牠是⼀個說謊的，魔⿁是說
謊的，牠來是偷竊、傷害跟毀壞。今天我對你發預⾔，所有屬於你的不會被偷竊！奉耶穌
基督的名宣告：所有屬於我的不能夠再被偷竊！我的命令，我的使命，我的任務，我的⽬
的，還有我的命定都不能夠被偷竊，要實現！！所以你必須要征戰， 你必須照著預⾔來打
這場仗。那是神談論到你的⽣命，那是神呼召你，你不可能坐下來什麽都不做，你必須要
站起來興起來，禱告命令⿊暗權勢離開，你要起來禱告，你必須命令這些罪，不能再來攔
阻你興起，你不可以終⾝只是停留在主⽇學上課⽽已，你要進入敵軍，你要破除那些墻
垣，取回你的擄物！我看⾒綠燈，你可以起⾏了。我看⾒神說，是時刻了你要前⾏。所有
仇敵加害與你的，今天要破除！奉主的名所有仇敵要加害與你都要破除！！奉主的名破除
仇敵⼀切詭計！領受你的醫治，領受⼤能，領受釋放，領受恩膏，領受進入下個層次！
   路加福⾳4章17節：這是耶穌開始他的事⼯之前，他開始去解釋以賽亞對他的預⾔，甚⾄
連耶穌都需要找到他的預⾔⽽實現，你並不是，只是呆呆的在這裏，你是為著你的預⾔⽽
來！這並不是⼀個意外等待他就剛好發⽣，你要等待神跡了，你⾃⼰本⾝就要經歷神跡，
我們舉⼿宣告：我就是⼀個神跡！從今天開始你的⽣命要充滿神跡！你的⽣命是⼀個充滿
神跡的⽣命！！今天所有的⼀切都要經歷神跡奇事！這個恩寵繼續無⽌境的⼀直留到你的
⾝上，不管⾼⼭峻嶺、⾼⼭低⾕都不能夠阻攔恩寵湧流出來，再也沒有不可能的事情，都
要成為可能。哈利路亞！當別⼈說你沒有辦法⾏動的時候，你就說：「奉耶穌的名我要前
⾏」。因為今天是靠著神的旨意來到這來，在耶穌的保險裏⾯，你坐在這裏。阿們！耶
穌！是的！他⾃⼰找到這裏。他是在預⾔中找到他的命定，是嗎？
   我們來看路加福⾳24章，當他跟這些⼈同⾏的時候，他這樣⼦說：無知的⼈哪，先知所
說的⼀切話，你們的⼼信得太遲鈍了。 (路加福⾳ 24:25 和合本)
   這些是先知所說的，你要看⾒突破！我現在在對你們發預⾔，在未來的⽉份裏⾯你要看
⾒突破、突破、突破是照著神的預⾔，你要經歷神跡奇事。 現在你預備好了嗎？預備好了
神要為你開⾨，你要預備好領受恩寵、領受進入下⼀個層次，預備迎接神的⼤能，當神在
先知裏⾯來運⾏說明的時候，⼀定要實現它的⽬的跟計劃，當先知的預⾔說明出來的時
候，終極的⽬的之前也都會預⾔出來。因為是神是永恒的，所以終極的⽬的在⼀開始就已
經預⾔了。那⼈只是去猜想去想明⽩，⽽神的計劃其實早就完成了。神不是只是去猜想，
來想明⽩你的⼈⽣，神為著你⼈⽣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你明⽩嗎？我們說：阿們 ！
我們看經⽂：耶穌帶著⼗⼆個⾨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
⼀切事都要成就在⼈⼦⾝上。 (路加福⾳ 18:31 和合本)
   在路加福⾳18章，耶穌對他們說：我們要去耶路撒冷，那會發⽣什麽事？先知所寫的⼀
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上。這是我們要⼀起宣告的，我們舉起⼿來奉耶穌的名宣告：



「先知所寫的每⼀件事都要成就，每⼀個預⾔都要成就！」當你這樣宣告之後，不要再
說：好像是嗎？為什麽你會懼怕？是因為你缺乏⼀個明確性，如果你是很明確的時候，你
不可能懼怕，因為你將來的終局已經被預⾔宣告出來，我們現在再⼀次的⼤膽的說：「神
在我⽣命中每⼀個預⾔都要實現」，你再次的宣告說：「神關乎我⽣命的⼀切的預⾔都要
實現」，你不可能感到害怕，你不要懼怕，不！你不能懼怕！！你不能懼怕疾病、魔⿁ 、
危機，也不能懼怕撒旦的計劃，因為撒旦的結局還有你的結局在⼀開始就已經預⾔了，懼
怕離開！懼怕滾蛋！疾病，疼痛離開！！拜拜！
   耶穌帶⼗⼆個⾨徒，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切事都要成就在⼈⼦⾝上。這是
很有能⼒，這是驚⼈的。這位耶穌，他明⽩怎麽樣⾏走在先知性的預⾔裏。這就是為什麽
耶穌那麽確信的說都成了的原因！他的任務已經都成就了！他將他⾃⼰掛在⽊頭上，他知
道已經成就了！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凡是被聖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教會我們
的預⾔不可能只是單純的⼀個偶然的⼀個機會，只是⼀個巧合會實現，我們⾝為神的孩
⼦，你的命定已經有了這樣的⼀個⽬的，⽽且會實現。
我們看經⽂：彼得前書1：10-11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們⼼裏

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麽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彼得
前書 1:10-11 和合本)
   這邊講到：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考察，就是考
察在他們⼼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什麽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那個時候，預⾔還沒有實現，因為聖靈還沒有澆灌。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所應許的，就是你們
聽⾒我說過的， (使徒⾏傳 1:4 和合本) 
    經⽂說：你們要等候⽗所應許的。因為聖靈是可以使你實現神的旨意。換句話說：聖靈
祂會執⾏神曾經說過的話，即使你有神的預⾔在你的⽣命中，但是若是你沒有聖靈，也不
會執⾏實⾏出來，所以耶穌說要等，你將會領受能⼒。這個能⼒可以實現加強曾經所說過
的話。我要告訴你們，你甚⾄不需要再⼀個禱告、⼀個釋放、⼀個預⾔。現在我對你們所
說的話⾜以使你們得到釋放，⽽且疾病離開。當你再站起來的時候，你的背不會再痛了，
你很⾃由，你的筋骨都松了，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得⾃由了！相信！領受！我⾃
由了！這個時代神告訴我們，我們要來完全的擁抱神的預⾔。這就是我們的信⼼。
我深信那在你們⼼裏動了善⼯的，必成全這⼯，直到耶穌基督的⽇⼦。 (腓立比書 1:6 和
合本)
   我們深信這件事，祂在創世記裏⾯就開始了善⼯作，從摩⻄⼀直延續下來，然後經過亞
伯拉罕，經過那些眾先知，，在經由耶穌，再經由那些使徒們。今天已經傳給了我們，我
們也要把這些傳承給我們的孩⼦們，因為他動了善⼯必成全這事，今天我向你們發預⾔：
「在主裏⾯你要完成得非常好！我必須要完美的成全這件事情，我要⾄終跑進這條路是美
好的，我要⾃終美好的完成這個善⼯，我要完成這個善⼯！」也許你的預⾔延遲， 也許你
的預⾔已經被波斯的魔君所攔阻了，或者你的時間上可能來不及了，但是神祂做⼯非常的
快速的，我們宣告祂動了善⼯的必成全這⼯， 祂開始的善功必要成全他，祂必要去完成！
完成 ！完成！完成！完成！
但以理書第10章：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忽然有⼤君（就是「天使長」。21節
同）中的⼀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裏。 (但以理書 10:13 和合本)
    波斯的魔君，牠要把這樣的⼀個事情攔阻下來，但以理禁食21天宣告征戰，他破除波斯
的魔君的權勢。這樣的⼀個延遲的答案必須需要我們來征戰。
因為這默⽰有⼀定的⽇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

不再遲延。」 (哈巴⾕書 2:3 和合本)
   經⽂說：末世有⼀定的⽇期，但是快要應驗了，不要懼怕，靠著聖靈的恩膏，我宣告這



個末世⼀定要實現這個，⼀定要實現！我們看哥林後後書第6章，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

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 (哥林多後書 6:2 和合本)
   保羅說：有⼀個孕育的⽇⼦，⼀個拯救的⽇⼦，也就是⼀個蒙恩寵、蒙悅納的⽇⼦。這
是⼀個蒙悅納的時候。我們讀以賽亞書55章：8-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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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從天⽽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
⼟，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 (以賽亞書 55:8-10 和合本)
   第10節說：雨雪它從天⽽降，滋潤地⼟，雨雪不會返回，⽽是滋潤地⼟。 所以他把神的
話比喻於從天上降下來的雨⽔滋潤地⼟。種⼦跟食物⽤神的話比喻成雨雪，當它滋潤地⼟
的時候就會發芽結⽯，⽽且有種⼦，使吃的有糧。第11節說：我⼝所出的話也必如此，因
為是從我⼝所出的話也會回來。那神的話怎麽回頭呢？因為從⼝所說出來的話，然後就⼀
定會實現！他怎麽去成就、去回頭呢？ 神⼝所出的每⼀話，我們必須要捕捉它，然後我們
就歸還給神。這就是我們的宣告。當神說話，好像滋潤地⼟的⽔，⽽這樣的⼀個滋潤的地
⼟的⽔，就會產⽣果實。所以就會有種⼦，所以神的話是「種⼦」。「神的話」是從天開
始，它並不只是降在地上。它要怎麽樣能夠停留在地上，我們必須要禱告，就是願你的國
降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神的話安定在天，但是還沒有安定在地上。請跟我說：「神
的話」 ，並不是說要讓我們聽⾒了，他才說。 就是神，祂要說出來，我們就同樣宣告出
來，這個叫做神及時的話語。就是神及時的在聖靈的裏⾯說出來，當祂這樣⼦說出來的那
⼀秒鐘，所以神祂就這樣說出來， 然後祂再對我們說。神在說話，然後我們再說話，神的
國就降臨在地上。
 我們是先知性的⼈。所以神的話絕不突然返回。今天是⾏神跡的⽇⼦，今天在這裏神跡要
發⽣ 。奉耶穌的名宣告：看⾒神跡奇事已經發⽣了，我們是先知性的百姓，所有的謊⾔要
奉耶穌的名被破除！！
   今天有很多⼈，你的⽬的、你的命運、還有神給你的先知性的任務，好像已經被分⼼了、
被打岔了，⽽且有些⼈領受了錯誤的預⾔，倘若是關系你⽣命的預⾔，它會影響你⽣命的
⽅向，因此你會覺得你靈裏呆滯不前。今天恩膏要破除那些錯誤的預⾔，我們說阿們！神
的恩膏可以破除我們的重軛，我們現在舉起⼿來！
   我們先知性的命定，今天有許多⼈，會發現⼀些事情很快的成就，⼀些⾨會向你很快的
打開。我現在說有20位，你的事⼯也會快速的前進，其實我現在講的時候，我感覺恩膏降
臨下來。你們要領受這樣的膏油！接受這個新鮮的膏油！是的……有些⼈你們要站對位
置，要對⿑。你們要⾯對你們所領受的使命、任務還有異象，你們要對⿑。我今天要為⼀
些⼈禱告，若是今天你在這裏，但是你覺得你的事⼯、你的服侍，或⼀些事情好像已經停
滯了，或者是你不確定，有⼀個不穩定感，你可以到前⾯來，我要為你禱告。你們可以到
前⾯排成這樣⼀排，你覺得你需要很清晰的⽅向，請在這邊，你們⾃⼰繼續，你們先禱
告，我們先⼀起有⼀個敬拜，你們就舉起⼿來在⽅⾔裏⾯禱告。是的，謝謝耶穌！
   這是⼀個先知性的季節，神的⽬的是要你快速的往前，有些⼈非常的饑渴，但是你不知
道為什麽你這麽饑渴，你說：「主啊，我對你是這麽的饑渴！」如果你覺得對神很饑渴，
你可以⼤聲的禱告。有些東⻄在破除了，讓我們來禱告，讓這些東⻄破除！破除！破除！
是的，讓攔阻破除,就是今天，然後你要往前，⽽且結果⼦，⽽且這果⼦要長存，奉耶穌的
名！
聖靈的⼤風吹，你要興起，將你的灰塵抖落，你要興起！觸摸！主啊，讓聖靈的⼤風吹！
觸摸！耶穌！……
   吸氣吐氣！所有負⾯的預⾔，從⿁魔來的預⾔，離開！離開！離開你們！離開！……是
的！是的！吸氣吐氣！吸氣吐氣！每⼀個仇敵的壓製，造成耽延，造成疼痛的，出來！出
來！出來！是的！是的！讓這個火降下來，充滿這個地⽅！讓這個火河流出來！讓這個火



河流進整場！讓整個火流出來！讓這個聖火流出來！是的！……
   我的神，疾病！疾病！疾病！⾎糖的疾病、⼼臟病、疼痛、⾝體各處的疼痛,出來!出來!
出來!……
   每個⼈都舉⼿，火！火！火！火！……現在破除，現在突破，有的東⻄已經破除了！有
的東⻄已經破除了！我看⾒有些東⻄離開了！⾃殺的靈，我命令你，奉耶穌的名，出來！
出來！出來！……
   那個⼼理的、精神上的壓製，奉耶穌的名，現在你完全沒有⼒量，我命令你完全無⼒！
完全無⼒！所有⿁魔的謊⾔、背痛、胃痛、長期頭痛，出去！出去！偏頭痛，出去！出
去！主啊，今天你的恩膏要在這裏。觸摸！吸氣吐氣！所有的壓製都要離開，懼怕要離
開，那些壓製你的要離開！離開！離開！離開！離開！現在就離開！是的，神跡正在發
⽣！是的，神跡正在發⽣！檢查你⾃⼰⾝體的狀況，神跡已經發⽣，醫治正在發⽣。耶
穌，謝謝你！不管你⾝體哪⼀個部位疼痛或者⼈站在哪裏，就領受這個膏抹，你的胃得著
醫治，眼睛得著醫治，腿得著醫治，頭痛得著醫治。觸摸！……謝謝你耶穌！不管你在哪
裏，領受這個膏抹。
    我們牧長團隊出來為每⼀位禱告，希望每⼀位都被禱告到，要⼀起集體的破除這樣的重
軛，所有壓製我們的重軛要被破除。聖經上說，這些壓製我們的要離開，所有的壓製今天
要離開。我們來為⼈禱告，每⼀個都要被禱告到，領受這樣的⼀個恩膏，然後神跡正在發
⽣，要相信重軛要被破除。
    是的，重軛正在破除，神的氣息在這裏，所有屬靈的毒素要從你的⾝體裏離開，現在那
些屬靈的毒素要從你的裏⾯離開，出來了！屬靈的毒素讓你覺得疲累，出來了！借著這個
火出來了，出來！出來！……。是的！……。所有的毒素、讓你⽣病的現象出來！現在出
來！現在出來！出來！出來！現在！出來！出來！……。所有錯誤的預⾔，⽽且使你捆綁
的，現在要出來了，它們不能夠再停留，不能再停留，奉耶穌的名，火!火！……火！燒！
是的！
   贊美耶和華！榮耀歸給神！是的，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已經得到釋放了，⽽且得到⾃
由。主，我們宣告先知性預⾔的實現，是為著神的榮耀。觸摸！謝謝耶穌！贊美耶和華！
謝謝耶穌！新鮮的膏油在你的⾝上，從你的頭開始，⼀直到你的腳底，你再也不會⼀樣
了。主耶穌，謝謝祢！
   宣告突破！說：「主，突破！」是的！是的！突破！觸摸！是的！突破！領受突破！是
為著神的榮耀！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聲的向神⿎掌將榮耀歸給祂！好不好，我們⼤
聲的、熱烈的、向神拍掌，將榮耀歸給祂！歸給祂！將祂所做的歸給祂！贊美神！阿們！
謝謝！謝謝！謝謝耶穌！贊美耶和華！
初稿整理：柔軟的⼼、Grace、⽔⽊清華、洋洋
校稿: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