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祂的政權和平安要加增無窮
                 ——慕主先鋒教會主⽇資訊

亨利牧師
2021年11⽉21⽇

若是你願意的話，可不可以，請站起來⼀會兒。
對我來講，站在屬神的百姓⾯前⼀直是⼀個榮耀，再

次地，我感謝江牧師以及在慕主先鋒的掌執團隊們。
我今天禱告：聖靈會在我們中間做奇妙的⼯作。聖經

上說：「除非耶和華建造城池，否則建造的⼈枉然勞
⼒」。讓這個成為我們的態度。我們好不好，向神舉起我
們的⼿，我們對祂做⼀個禱告。我們⾃⼰向主禱告，說：
「主,謝謝祢」，我們⾃⼰向神做⼀個禱告！我們⾃⼰向神
做⼀個禱告，我們對神說：「哈利路亞！主我們讚美祢！
主我們讚美！我們將榮耀歸給祢！」是的，哈利路亞！是
的，哈利路亞！好，我們在聖靈裏⾯向神來禱告，哈利路
亞……可以放膽地、更⼤聲地向神禱告，或者是⽤悟性、
或者是⽤⽅⾔向我們的神來禱告，可以更⼤聲、更⾃由，
讓你的靈更⾃由。
主，我們愛祢！我們愛祢！主我們深愛祢，因為祢的

憐憫永不斷絕，祢⼀⽣對我信實供應，祢⼀⽣待我美好到
永遠，我們要歌頌祢的良善信實。
就是⽤你的⼼靈和誠實來敬拜祂，單單⽤你的⼼靈和

誠實，就是這樣來敬拜祂，敬拜祂的良善、敬拜祂的信
實。祂對你信實嗎︖向神禱告，謝謝祂。繼續禱告！繼續
在聖靈裏⾯向神來禱告。
有些事情正在發⽣，已經發⽣了！已經發⽣了⼀些事

情。是的，神我相信事情已經正在發⽣。是的，神我相信
有些事正在發⽣。
是的，向神禱告，歌頌祂的慈愛，將⼀切的愛戴歸給

祂。主，我們敬拜祢！是的，耶穌，我們愛祢！耶穌，我
們向祢饑渴，祢再更新充滿我們。主啊，我們正要渴望，



甚至禁食禱告，要祢新鮮的膏抹和祢的同在。主啊，我們
饑渴，再⼀次地充滿我們！
再⼤聲，我們向神盡情地來敬拜、來歌唱，揚聲來共

同唱，聖靈對我們真好！我⼀⽣、我⼀⽣、我⼀⽣要歌頌
祢！在聖靈裏⾯來禱告，你可以⽤⽅⾔來禱告！在聖靈裏
⾯來禱告，你可以⽤⽅⾔來禱告！繼續地向神來禱告！
是的，主，謝謝祢充滿我們！是的，⽤祢的良善來充

滿我們！是的，主，祢永遠活著！主祢被⾼舉直到永遠！
主祢被尊崇直到永遠！祢被榮耀、⾼舉直到永遠！祢被⾼
舉，祢復活了!哈利路亞，主祢活著！
我們⼤聲向神呼喊，稱頌祂、⾼舉祂的名。主，因為

祢已經復活了。我們向神呼喊，⼤聲地呼喊，說：「神，
祢已經復活了!」耶穌他復活了，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是的，他復活了！他如今活著！我的主活著！主祢永遠活
著！榮耀歸給神，阿們！
請坐。敬拜團隊，你們真的好棒！榮耀、榮耀、榮

耀……哈利路亞！
當我們有恩膏的時候，真的是會非常不⼀樣。這就是

為什麼耶穌叫⾨徒在⾺可樓上等待，所以他們可以從神那
裏——⾼天，領受聖靈的⼤能，⽽且恩膏也可以挪⾛我們
身上的重軛和沉重，折斷頸項上的軛。
若是我們要在美國看⾒⼤復興，我們需要神的膏抹，

我們舉起⼿來說：「神祢差遣祢榮耀的、偉⼤跟美好的
靈，⽽且厚重地賜下祢的榮耀！非常濃厚的恩膏！」榮耀
歸給神， 阿們！
【路24:25】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哪，先知所

說的⼀切話，你們的⼼信得太遲鈍了。
我們來看路加福⾳第24章第25節，主耶穌他來斥責⾨

徒，他說：「先知所說的⼀切的話，你們的⼼信得太遲鈍
了。」那個時候他責備他們，是因為神已將有關於耶穌的
預⾔實現了。



今天在我分享資訊的時候，你們要記下三件事：第⼀
是種⼦、第⼆是彰顯、第三是繁衍。先是種⼦，再是彰
顯，再是繁殖。我們⼀直要專注在神的同在中，就像我們
司琴的姊妹⼀樣。我們要那麼地專注在神的事情上！我們
說這個種⼦、彰顯、繁殖。
我們看使徒保羅的事⼯，他非常著重於新約⽂化的設

⽴跟建造。保羅——也叫掃羅，他是逼迫教會的，神把他
轉換成新約很偉⼤的使徒。我們知道在新約五旬節之後，
帶入了⼀個新的紀元。在五旬節之前，那些⾨徒他們不太
明⽩聖靈的彰顯。我們今天也還有很多的⼈不明⽩：比如
說那些⼈從來沒有經歷過說⽅⾔，他們沒有看過其他的⼈
講⽅⾔。在五旬節之後的，很多的聖靈彰顯，對當時的使
徒們都是全新的，必須要非常清楚地去解釋，這些聖靈的
彰顯的現象到底是什麼意義，所以聖經上記載保羅他被神
的⼤光所造訪。
【徒8:3】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的家，拉著男女

下在監裏。
在使徒⾏傳8章3節，講到掃羅拿到⼀些執⾏許可，他

就挨家挨⼾地去逼迫那些基督徒，把他們下在監裏，他是
這麼嚴重的逼迫。講到有⼀個叫做司提反的事情時，保羅
也許只有30歲，但是他已經⼤⼤地影響了整個猶太的社
會、社群。事實上，掃羅他殘害教會的影響⼒⼤到⼀個地
步，影響到整個新約五旬節之後的事情。非常驚奇地是，
同樣⼀個⼈，這樣⼀個攻擊破壞聖靈⼯作的⼈，神把他轉
變成為最能夠解釋、⽽且發揚光⼤整個聖靈在新約裏⾯運
作的⼈。
【徒9:3】掃羅⾏路，將到⼤⾺⼠⾰，忽然從天上發

光，四⾯照著他。
在使徒⾏傳9章3節，當⼤光臨到掃羅之後，神告訴他

對他的委任，從⼀開始，神對於保羅的委任、任務是非常
清楚的，就是非常清楚的。你可以想像嗎︖從天上有⼤光



臨到保羅，⽽且他⼀開始，神對他的指派跟對他的⽅向就
是很清楚的，可是很多信徒信主了20年之後，我們還在向
神尋求：「我⼈⽣的⽅向是什麼︖」但是保羅他非常地清
楚神對他⼈⽣的⽅向。願神對於我們這⼀⽣的任務，祂帶
給我們非常清晰地⼀個指⽰。
【徒9:15】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

揀選的器⽫，要在外邦⼈和君王並以⾊列⼈⾯前宣揚我的
名。」
在使徒⾏傳9章15節，神非常清楚地告訴保羅，他未

來的那個任務是什麼，就是「他是我所揀選的器⽫，他要
在外邦⼈和君王並以⾊列⼈⾯前宣揚我的名。」
在五旬節之前，所有聖靈的恩賜——不管是醫治，不

管是神的⼤能，都是局部的、⽚⾯的，不是完滿的。但是
在五旬節之後，所有的聖靈的恩賜都是非常完滿的彰顯。
同樣的，在五旬節之後，神的這樣的⼀個聖靈，祂是這麼
明顯的臨到⼈，甚至可以攻擊⿊暗的權勢，陰間的⾨也不
能勝過祂，這就是我們需要的聖靈的⼤能。我們需要聖靈
的能⼒，榮耀歸給神。是在五旬節之後，教會得著能⼒，
不僅僅是在聖靈裏⾯運作，有神的恩賜︔⽽是能夠攻擊仇
敵的權勢，就是地獄的⾨，使仇敵從政治裏⾯被剝離出
來，仇敵不怕⾦錢，不怕政治權勢....牠怕我們的恩膏，因
為是恩膏折斷重軛。今天，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所有重軛
都要被破除！奉耶穌基督的名，今天，所有的重軛都要被
摧毀！舉起⼿來：「我宣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今天所
有重軛都要被摧毀，都被摧毀，被摧毀……！重軛被摧
毀！重軛被摧毀！是因為恩膏！是因為恩膏！」
【加拉太書1:9】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

傳福⾳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保羅他領受到神要他怎麼樣向教會清楚的解釋⼀些事

情，加拉太書1章9節講的很清楚，若是別⼈跟你傳福⾳是
跟你所領受的福⾳不⼀樣的，那個⼈就要被咒詛。他們所



領受的福⾳就是保羅當時所領受的福⾳，他所領受的福
⾳，他就同樣的向教會來解釋。這邊講到說：「若是有⼈
傳福⾳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
詛。」意思就是說：當你接受的時候，「福⾳」有可能是
被扭曲的。保羅在這邊講什麼︖這邊保羅在警告，有⼀群
⼈，他們所傳的福⾳說：「‘藉著恩典在信⼼裏⾯領受’，
這樣的福⾳，是不夠的。」若是你說，「在恩典裏⾯領受
這個福⾳還不夠」的話，就代表說主耶穌的寶⾎是不夠
的。那保羅說：「像這樣的⼀個⼈應當被咒詛。」為什
麼︖因為耶穌的寶⾎是永遠⾜夠的！是的。所以他說這些
⼈：「你們光新約這樣⼦在恩典裏領受福⾳是不夠的，你
還要加添在律法上、在舊約的⼀些的規條上，你才能夠得
救。」我們說：「耶穌的寶⾎對我是⾜夠的！主耶穌的寶
⾎是對我⾜夠的！」不管是多少的壓制、不管是多少的巫
術、不管是多少的疾病，主耶穌的寶⾎對我永遠⾜夠。是
的，耶穌的寶⾎！耶穌的寶⾎！我不需要外加更多的其他
的事情，因為主耶穌的寶⾎對我就是⾜夠的，耶穌的寶⾎
對我永遠有功效的。你相信嗎︖主耶穌的寶⾎對我永遠有
功效！
我要憑信領受：耶穌的寶⾎對我有效！主的寶⾎對我

永遠有效！祂洗刷我！他更新我！他醫治我！他加給我能
⼒，⽽且還將我從榮耀帶到榮耀 ！因為耶穌的寶⾎，⾨已
經打開了，主耶穌因著祂的寶⾎，祂的恩寵就會臨到我，
因著耶穌的寶⾎，不可能的已經可以成為可能的。
我們說：「是的！」找三個⼈說：「因著耶穌的寶

⾎，在我⽣命中所有不可能的，今天要成為可能的！」 今
天要成為可能！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我宣告在美國有復
興！我從東岸到西岸看⾒神⼤能的彰顯，復興已經來到。
我們的仇敵它是說謊者，魔鬼是說謊者，美國是屬耶穌
的！我喜歡你們熱烈的回應。我的神！



【哥林多前書12:7—11】聖靈顯在各⼈身上，是叫⼈
得益處。這⼈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語，那⼈也蒙這位聖靈
賜他知識的⾔語，又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還有⼀
⼈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
保羅他清楚的領受，所以他可以向我們解釋：我們所

領受的呼召，還有我們的恩賜。林前12章，他清楚的講到
聖靈的恩賜，之前是沒有⼈解釋過的。他說論到屬靈的恩
賜，我要解釋給你們聽，不願意你們不明⽩。在第7節到
第11節：「聖靈顯在各⼈身上，是叫⼈得益處。這⼈蒙聖
靈賜他智慧的⾔語，那⼈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語，
又有⼀⼈蒙這位聖靈賜他信⼼，還有⼀⼈蒙這位聖靈賜他
醫病的恩賜。」他清楚的講到這些各式各樣的聖靈的恩賜
顯在我們個⼈身上，就叫我們得益處，包括智慧的⾔語、
知識的⾔語、種種……這邊聖靈顯在個⼈的身上，是要叫
⼈得著益處。
那裏也是保羅向教會來闡釋什麼是屬靈的征戰︖在以

弗所書第6章他，也是解釋到屬靈的征戰，所有執政掌權
空中管轄⿊暗幽暗權勢的，保羅都⼀⼀的解釋，還有聖靈
的軍裝。
從前是逼迫教會的，因著遇⾒神的⼤光，他那麼戲劇

性的整個翻轉，⽽且他現在在神的國度裏頭，是這麼⼤有
影響⼒的。神可以如此翻轉你的⽣命！當聖靈臨到你身上
的時候，不可能的就變為可能。在聖靈的裏⾯是沒有限量
的，祂可以如此的翻轉你。不管你的年紀，不管你的背
景，不管你過去的信仰，祂可以如此翻轉你。今天你要領
受神的觸摸！有⼈你要領受神的觸摸！
我沒有辦法——那就在 1995年的時候。1995年的時

候，那個非洲⼤復興家按⼿在我的頭上，就是那個布永康
按⼿在我身上，他的裏⾯充滿了熱⽕，我就不再是我⾃⼰
了。⽽且他向我發預⾔，他說：「你要使死⼈復活！」我



那天就到處看有沒有死⼈，因為那時我在神裏⾯確信！今
天聖靈臨到你們的身上，在聖靈裏⾯凡事都是可能的！
我們舉起⼿來說：⽕！⽕！⽕！
但是最重要的，保羅他解釋很清楚靈魂體的區別。在

五旬節之前有些東西也許不清楚，但是五旬節之後，神興
起使徒的教導可以向我們開啟神的奧秘。
【帖前5:23】願賜平安的　神親⾃使你們全然成聖。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
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神使我們的靈魂體成為聖潔，祂告訴我們這個區別，

帖前5章23節，在這邊靈魂體是非常有區別的，我們的靈
與我們的⾁體有很⼤的關係。
【來 4: 13】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比⼀切

兩任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這裏靈魂體有⼀個很⼤的區別：藉著我的⾁體，也許

我在⾁身可以去爭戰︔在我的魂的裏⾯，我可以⽤我的聰
明才智⼀起去做⼀些爭戰︔ 但是藉著我的靈才能做屬靈的
爭戰。

 【約3: 6】從靈⽣的就是靈。
若是沒有使徒保羅這樣的⼀個清楚的解釋，這個開啟

的話，我們永遠不明⽩，神是怎麼樣的來處理對付我們的
靈，⽽且來處理我們的魂，處理我們的身體的狀況。
林後第4章那邊有提到說,我們裏⾯的⼈就是我們的

靈，我們外⾯的⼈就是我們身體。
在林後第5章,保羅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不然我們之前

我們不會明⽩：我們身體只是⼀個外⾯的軀殼，好像帳篷
⼀樣︔我們的靈得以重⽣接受了神的光︔我們的⼼思意念
——我們的魂，可以有⼀些的思想被轉變更新︔⽽我們的
身體可以得到醫治。



保羅他對靈魂體這樣的⼀個奧秘有很清楚的解釋：我
們的靈⼈是被神重⽣更新洗刷，⽽且在神⾯前是沒有瑕疵
的，這個裏⾯的⼈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就是因為這樣，
仇敵沒有辦法觸碰攻擊我們這個裏⾯的靈⼈，你們明⽩
嗎︖所以仇敵唯⼀能攻擊我們的地⽅是什麼︖是藉著我們
的魂，還有藉著我們的⾁體，靈牠是沒有辦法觸碰的，我
們說：「仇敵魔鬼，我斥責你離開！」
【羅6:16】豈不曉得你們獻上⾃⼰作奴僕，順從誰，

就作誰的奴僕嗎︖或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
奴僕，以至成義。
我們把它打開好嗎︖我們這個⼈，我們到底是順服聖

靈還是順服⾁體，順服魔鬼︖你順服哪⼀樣東西、哪⼀個
⼈，你就成為那個⼈的奴僕。羅⾺書6章16節非常的重
要，就是說：當我們獻上⾃⼰作奴僕，你順從誰你就作誰
的奴僕，你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還是你作順命的奴僕以
至成義。所以，當⼈類跟鬼魔的權勢有聯結，不管是某種
程度的合作或者是有⼀些關聯，你就被仇敵的權勢所捆
綁，作牠的奴僕︔但是當我們順從聖靈，聖靈就會引導我
們︔當我們順從⾁體，我們就從⾁體情欲收敗壞了。你們
現在可以明⽩我在講的嗎︖
【約⼀2:15】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愛世

界，愛⽗親的⼼就不在他裏⾯了。
他這邊講說:「不要愛世界。」你們知道嗎︖不管你們

是看彼得的書信、或約翰的書信、或任何⼈的書信，都不
會像保羅解釋聖經這麼的清楚，為什麼︖因為很明顯，在
五旬節之後，神給保羅他⼀個神聖的委派——就是要來建
造教會。因為他說：「我不是⼈教導我的，我的呼召也不
是從⼈來的，⽽是聖靈親⾃開啟我的。」所以約翰他講的
是非常淺顯易懂，比如說愛、和平，然後還有這些事情。
他這邊很簡單的說，你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你若



是愛世界，愛⽗的⼼就不在你裏⾯了，就這麼的簡單清
楚。
【約⼀2;16】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體的情欲，

眼⽬的情欲，並今⽣的驕傲，都不是從⽗來的，乃是從世
界來的。
這裏邊講說：「比如說那些⾁體的情欲，眼⽬的情

欲，今⽣的驕傲，也就是愛這些事情的話，愛⽗的⼼就不
在你裏⾯。」阿們！然後我再把你們帶到更深的⼀個地
⽅，我今天奉耶穌基督的名，聖靈今天要把你們帶到更深
⼀步，從你們現在所在的光景再往前帶進⼀步。我告訴你
們，在恩膏的裏⾯有很多的層次，有⼀種程度不是要別⼈
按⼿分賜給你，你就得到的，就是你渴望的那個程度也許
是你的能⼒到不達的。所以為什麼詩⼈⼤衛說：「祢把我
帶到比我更⾼的磐⽯之上。」若是你到達你⾃⼰能⼒所及
的地⽅，榮耀歸給你⾃⼰︔若是神超越我們的不可能，帶
我們到⼀個更⾼的地步，我們才會將榮耀歸給神。
【林前2:14】然⽽，屬⾎氣的⼈不領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
才能看透。
這邊有屬靈的⼈跟⾁體，天然的⼈他沒有辦法領受神

的事情，因為對他來講是愚拙的。你必須要有屬靈的分辨
⼒——聖靈，你才能夠明⽩屬神的事。好，我們來聽聽擴
⼤版聖經怎麼說：「屬⾁體的⼈，他並不會去歡迎、去接
納聖靈要開啟在他裏⾯，要告訴他的事情。因為這些屬靈
的事情對他來講沒有意義，⽽且他毫無能⼒去明⽩。」救
恩不僅僅是你的⾁體能接受的，⽽是你的靈⼈要得到重
⽣。記得嗎︖我們是因著恩典得救的，藉著我們的信︔就
是恩典是神提供給我們的，但是藉著我們的信︔就是我們
要來回應神給我們的恩典，藉著我們的信我們才能領受到
救恩。當我們重⽣的時候，我們的靈⼈活過來，⽽今天我
們這個裏⾯的⼈要來掌管、影響我們的魂，影響我們的身



體。為什麼︖就是我們的靈⼈起來掌管、掌權我們的魂
——我們的⼼思意念，以至於我們的魂才能夠領受，⽽且
運⽤繁⽣這樣神給我們的資訊，我們說種⼦，然後就彰
顯，然後就繁衍。所以當我們裏⾯帶著權柄領受了這樣的
⼀個靈⼈，我們就有這樣的⼀個智慧，可以去把這樣的⼀
個資訊運⽤，⽽且把它繁衍出來。
【林前14：14】我若⽤⽅⾔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

我的悟性沒有果效。這卻怎麼樣呢︖我要⽤靈禱告，也要
⽤悟性禱告︔我要⽤靈歌唱，也要⽤悟性歌唱。
在林前14章14節講到說，我可以⽤⽅⾔來禱告，我也

可以⽤悟性來禱告。
每⼀個⼈，神其實都呼召你，⽽且給你⼀個資訊。那

每個⼈就會問：「到底神給我什麼資訊呢︖」你的資訊就
是——你這⼀⽣，你不能夠給出你不是的。因為你這個⼀
⽣，你的資訊就是你這個⼈的⽣命。你能夠打擊那個獅⼦
跟殺死那只熊，這是你⽣命的得勝。記住你⽣命的⾒證不
是從穀歌研究來的，你的資訊是你裏⾯產⽣出來的。所以
當你複製別⼈、仿照別⼈的時候，其實你並不⾃在的，因
為那不是你⾃⼰。你想要成為⼀個你所不是的⼈，其實你
很疲累。你知道當你成為你⾃⼰，你是這麼的尊貴。在我
⾃⼰的事⼯裏⾯，我看很多⼈傳講，當那個⼈講得很好的
時候，我就想模仿他，像他⼀樣。當我看⾒⼀個很⽕熱的
傳講者，噢，整個會場都著起⽕來，每個⼈都被聖靈充
滿，我就說我要跟他⼀樣，我就學那個⽕熱的傳講者，我
就這樣說：「⼤有能⼒啊！」我就這樣⼦跳啊，叫啊，我
這麼渾身解術的傳講，可是傳講完之後我整個⼈癱了。太
累了！我只能⼤吼⼤叫⼤概15分鐘。就是告訴別⼈，要成
為不是你的這個⼈，其實很難的。當我看⾒了⼀個傳講
者，他就是這樣⼦的唱啊，別⼈就開始哭啦，然後他就
說：「神的同在就在這裏啊！」我也想像他⼀樣。那個講
道的⼈他穿⽩⾊衣服，所以我就學他，我也穿⼀身⽩⾊的



衣服。我說：「每個⼈都閉上他的眼睛，哈利路亞！」當
我打開眼睛的時候，會眾⼀半以上都睡著了。就是說要成
為你不是的那個⼈很不容易。
【林後4:6-7】那……我們有這寶⾙放在瓦器裏，要顯

明這莫⼤的能⼒，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這邊講到
說:」我們有這個寶⾙放在我們這個瓦器的裏⾯」,跟這個
器⽫無關，⽽是這個器⽫裏⾯盛裝了什麼,就是基督在我裏
⾯，就是神榮耀的盼望。他說，這個瓦器的裏⾯有什麼︖
有寶⾙要顯明莫⼤的能⼒！若是要講到是否合格，其實我
是不合格。感謝主，主的寶⾎使我有資格！榮耀歸給神。
【約7：37-39】……從他腹中要流出活⽔的江河

來……
在約翰福⾳7章37到39節，神應許我們，從我們的腹

中要流出活⽔的江河來。但是這個「器⽫」，它要被栽在
那個溪⽔旁邊。
【詩1:1-3】……他要像⼀棵樹栽在溪⽔旁，按時候結

果⼦，葉⼦也不枯幹。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詩篇第1章第3節講到說，這個⼈、這個器⽫，就像⼀

棵樹要栽在溪⽔旁，栽在湧流的溪⽔旁邊才會結果⼦，葉
⼦不枯幹。
【以賽亞書61:3】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代替灰

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
「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以賽亞書第61章第3節講到：「我們就好像⼀棵公義

樹，被栽在神殿中，⽽且叫他得榮耀。」⼤衛、以賽亞和
保羅都清楚的啟⽰到，我們要栽種在神的裏⾯。同時，還
要教導我們怎麼做屬靈爭戰，保羅說：「你要為真理打那
美好的仗。」他知道怎麼在聖靈的恩賜裏⾯運作，也與主
有親密的關係。保羅策略性地把我們擺在⼀個正確的位
置。
【使徒⾏傳13:2】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



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
⼯。」
【使徒⾏傳 19:12 和合本】甚至有⼈從保羅身上拿⼿

⼱或圍裙放在病⼈身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
使徒⾏傳第13章第2節講到，他們⼀起禁食禱告的時

候，保羅和巴拿巴得到特別的委任，要分派他們去做神呼
召他們的⼯作。我們看⾒這個⼈經過神的修剪，經過神的
潔淨，經過神的試驗，經過神⼤能的充滿，以致於在使徒
⾏傳19章，我們看⾒他⾏了許多非常的奇事。保羅⾏非常
奇妙的事情：他的⼿帕、他的圍裙都可以使病⼈得醫治，
⽽且鬼魔能夠出來。這也是我對於教會的渴望！在我們中
間揀選器⽫，預備你們，神的⼤能充滿你們，以至於神的
⼤能可以從你們裏⾯爆發出來，叫神跡奇事發⽣！
【使徒⾏傳19:20和合本】主的道⼤⼤興旺，⽽且得

勝，就是這樣。
【哥林多前書2:4和合本】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

⽤智慧委婉的⾔語，乃是⽤聖靈和⼤能的明證.
【使徒⾏傳4:33和合本】使徒⼤有能⼒，⾒證主耶穌

復活︔眾⼈也都蒙⼤恩。
在使徒⾏傳第19章第20講到：「神的道⼤⼤興旺⽽且

得勝。」保羅非常的興旺，他在林前2章4節講到：「不是
靠⼈的智慧跟才能，⽽是靠聖靈和⼤能的明證才能⾏
事」。在使徒⾏傳第4章第33節講到：「使徒⼤有能⼒，
⾒證主耶穌復活，⽽且眾⼈也都蒙⼤恩。」我們舉起⼿來
說：「⼤的能⼒！⼤能⼒！」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神的⼤
能要充滿這個地⽅，⽽且從這裏流出去。在舊約的裏⾯，
神其實是預備這個種⼦。神在舊約，不管祂所做的、祂所
⾏的、祂所創造的，祂所組織的，為的就是這⼀個種⼦可
以產⽣。
【創世記 3:15】……女⼈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

他的腳跟。



 【申命記 18:15】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
間給你興起⼀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
創世紀第三章15節講，女⼈的後裔就是要折斷踐踏蛇

的頭。申命記第18章講到，神要在他們中間興起像摩西這
樣的⼀個先知。其實都是指著這個種⼦——也就是後裔
——就是女⼈的後裔。我們說，⼀直的繁衍繁增，增加增
⽣，為什麼︖因為這嬰孩為我們⽽⽣，政權擔在他的肩
上，這樣的⼀個平安跟政權要⼀直的加增無窮、加增無窮
產⽣出來！我不明⽩為什麼有⼀些⼈他們會退休——他們
服侍神會退休，你們服侍神是不可能退休的！你要更加的
⽕熱！⽽不是退休。
【利未記 6:12】壇上的⽕要在其上常常燒著，不可熄

滅。……
利未記講到，壇上的⽕是從不熄滅的，就是壇上的⽕

要⼀直燒著。
舊約全部都是在預備這個種⼦——就是後裔要彰顯出

來。藉著預⾔，不管舊約的律法或者是表徵，都是指向這
個後裔、這個種⼦。當你看到太、可、路、約四福⾳，你
就看⾒這個種⼦——就是主的後裔怎麼樣彰顯出來。

 【⾺可福⾳ 1:14】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
利，宣傳　神的福⾳，說：「⽇期滿了，　神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
在⾺可福⾳⼀章14節15節，當初所講的種⼦後裔已經

顯明出來了，這是約翰下監以後，他宣講神的福⾳，他
說：「⽇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過
去舊約所預⾔的今天已經顯明出來。

 【創世記 22: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
福……
在創世紀22章18節講，地上的萬國因這個後裔得福。

但是當神——耶穌祂被顯明出來之後，此時就給了我們⼀
個委派，我們每⼀位新約的信徒都有⼀個任務，不管你是



不是使徒、或者你是⼀位舞者、或者你只是⼀位幫助者。
為什麼他要給我們聖靈︖就是我們每個⼈都能夠繁衍這樣
的資訊，我們現在是在⼀直擴張倍增的時刻，不管你的地
位如何，這個異象、我們⼈⽣的⽬的、神給我們的任務，
就是祂的政權和平安要加增無窮！
耶穌基督的回來是基於他的新婦成為⼀個順服的新

婦。亞伯拉罕、以撒、以利亞，以薩迦、基甸，他們完成
神給他們的任務跟角⾊︔⾺太、⾺可、路加、約翰、保
羅，他們都扮演了他們的角⾊，⽽且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那麼，現在聖靈已經來了，為什麼︖所以在這個時刻，再
也不是有關於保羅了，也不是以利亞了，是有關於每⼀位
信耶穌的⼈。
他說，要去，使萬民做主的⾨徒，天國的福⾳要傳遍

天下，在那個時候，末了就會來臨。所以，你再也沒有藉
⼜說：「我不知道我的⼈⽣⽬的，我不知道我的呼召、我
不知道我的異象。」當聖靈澆灌你的時候，你就像保羅⼀
樣領受聖靈，我們每個⼈都要成為天國的⾨徒，去繁衍這
個天國的福⾳資訊，直到主再回來。我們開⼜說：「耶
穌！」我們開⼜說：「耶穌！」我們說：「是的 !耶
穌。」不管你是婦女，不管你是⼩孩，不管你是年輕⼈，
不管你是年長的，不管你是猶太⼈，不管你是希臘⼈、外
邦⼈，當聖靈臨到我們的身上時候，我們再沒有藉⼜說：
「我們不能夠去傳福⾳。」天國要藉著我們傳揚出去！這
個資訊要藉著我們傳揚出去！哈利路亞！
保羅倚靠的聖靈要興起我們！我們說：「所有的先

知，所有的使徒，所有的神的教師，五重職事都要被興
起！」「你們需要！」我說：「你需要！你需要興起！」
靠著聖靈的⼤能，你裏⾯所放棄的要得著實現！靠著

聖靈的⼤能，所有的攔阻、所有的障礙、所有的帳幕，還
有你裏⾯⼀切的限制，都要完全被破除，破除!沒有限制!
靠著聖靈的⼤能，所有鬼魔的堅固堡壘今天都要破除！靠



著聖靈的⼤能，你身體上所有的軟弱跟疾病都要完全的破
除，離開我們！靠著聖靈的⼤能，我們身上所⾯對的⼀切
的巫術，今天都要完全的破除！
我們說：「⽕！」⽕！⽕！願神興起祂強⽽有⼒的軍

隊。祂並不怕這些這些⿊暗的權勢，讓神興起⼤能的軍
隊！我們會穿過⼀切的障礙，我們有突破者的恩膏，就是
達利比拉新的恩膏，突破者的恩膏。神是突破的神！
矽⾕的⼈們，你們將要看⾒神的⼤能，我看⾒已經開

始改變了，矽⾕的故事和寫照要開始改變。主的靈如此
說：「屬靈的氛圍已經因著天使的造訪⽽改變了。」神要
在灣區、在矽⾕做突破的⼯作：過去是⿊暗的矽⾕，今天
要變成⼤復興、⼤覺醒的地⽅︔過去是邪惡的地⽅，如今
要成為神最美好的地⽅。我們說：「是的！主，是的！阿
們！」是的！是的！是的！主，我們向祢回應。
奉主救贖的名說：「我們是靠耶穌的寶⾎救贖的。」

我們被神呼召，被神恩膏，神已經在我們裏⾯動了善⼯，
神就要完成祂所開始的善⼯。阿們！若是你相信我今天所
傳講的，請你舉起⼿來！
好，請為我們彈琴。我覺得今天使徒要興起，有些使

徒要興起!你感覺那個⽕，或者像油這樣澆灌在你的身
上，仇敵魔鬼向你撒謊說：「醫治的⾨已經關了。」牠向
你撒謊說：「⼀直在延遲，沒有實現。」撒旦是說謊者，
因為我的神是做快事的神，神可以在轉瞬之間動⼯，神可
以快速的移動。神說,祂可以恢復這個時間，祂可以帶我們
進入永恆。
我們先在⽅⾔裏⾯禱告，我們神祂是⼀個充滿⽕熱的

神，以利亞明⽩神是賜下⽕的神，他想說：「賜下烈⽕！
讓神得到彰顯！」魔鬼不能在我們身上有任何的權勢，我
們說：「在今天這個時候牠要離開。」我們不要對仇敵太
好——講⼀些非常好的委婉的話，今天不要這樣，神的聖
⽕，要把仇敵完全的毀滅，完全的燒毀！



今天你再跟三個⼈說：「今天，在我⽣命中的這件事
情，就了結了︔在我⽣命中，今天會了結︔在我的⽣命
中，這些事情會了結了！」這件事情今天要藉著神的聖
⽕，要有所了結！我們要恢復以利亞的⽇⼦！約書亞的⽇
⼦像什麼樣⼦︖他說：「你要堅強，只管站住，因為我們
必須要爭戰⽽且得勝。」
今天，我們「⽩天的雲柱」在哪⾥︖他說：「40年前

我怎麼樣強壯，40年之後我也⼀樣的強壯。」40年之後，
他說：「我仍然能夠爭戰，我仍然能夠這樣的得勝！」這
樣的⼀個後裔，地上萬國都要因著他得福。
我們繼續在聖靈裏⾯禱告，專⼼的在聖靈裏⾯禱告，

⽤⽅⾔禱告。有些⼈正在興起！有⼈正在興起！我們繼續
⽤⽅⾔禱告，有⼈正在興起，不是靠著才能勢⼒，⽽是靠
耶和華的靈才能成事！是的！
美國屬於耶穌的！我們宣告美國完全屬於耶穌！美國

不屬於巫術，我們拿起權柄改變這裏的氛圍。是的！是
的！是的！謝謝耶穌！我們宣告，我們的屬靈權柄能夠轉
變這個屬靈氛圍！疾病得醫治！壓制離開！繼續在聖靈的
裏⾯跟著聖靈來禱告，讓恩膏充滿這個地⽅。
主，我們永遠被改變！尊貴主！祢是威嚴尊貴的主！

永遠為王！
我們⼀起來敬拜。
我現在要禱告。若是你在事⼯裏服侍主，好像你覺得

是⼀個很蕭條荒涼的時刻，因著諸般的原因，好像你的熱
情已經減退了。若你想要恢復，我請你到前⾯來。你裏⾯
的熱⽕好像減低了，好像你覺得：「我需要退休了！我不
做了！」好像你現在不知道：「主，祢到底呼召我要做什
麼︖」但是今天有⼀個更新的⼤能要在你的身上！好，就
很快的往前⼀步，我們其他的⼈繼續的敬拜，就是今天你
想要恢復你⼼中的⽕熱，更清楚神對你⽣命中的呼召，你
可以到前⾯來接受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其他⼈我們繼續的舉⼿單單的敬
拜！主，我照著我的本相來到祢的⾯前，尊貴的主，耶
穌，我們愛祢。
讓這個聖靈的風吹向你！吹向你！聖靈的氣息吹進你

的裏⾯。謝謝耶穌！領受！是的，主，觸摸！觸摸他們！
耶穌，我們愛祢。其他⼈你們可以暫時坐下來，我們來為
前⾯的⼈禱告。
神在觸摸你們，現在聖靈正⼤有能⼒的在觸摸你們！
謝謝耶穌。你再也不⼀樣了！祂是好神，我們的神真

好，祂是全能的神！耶穌，我們愛祢！神的膏油厚重在這
裏，神的膏油在這裏！主，讓祢的恩膏厚重充滿這裏！耶
穌，我們愛祢！主，謝謝祢賜下新鮮的恩膏！新鮮的膏
抹！主啊，我們饑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