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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邀請⼤家先站⽴⼀會兒，就是⼀會兒。我特別要
歡迎線上上的弟兄姊妹，我也希望你們線上上跟在實體現場
——慕主先鋒教會領受同樣的膏抹，神會⼤⼤的祝福你們，⽽
且觸摸你們。阿們!

我也想要特別謝謝我親愛的江牧師,若是沒有江媽媽，我
們就不可能在這裏，謝謝你對神的委身跟順服!我們為著江媽
媽，向神感謝、讚美、⿎掌!

有多少⼈相信2022年會⼤有能⼒︖只有⼀些的⼈相信︔現
在要有更多⼈，整場都相信好嗎︖好像聽起來只是有5個⼈⽽
已︔感覺好⼀點，可是感覺好像姊妹比較相信。

好，我們⼀起向神來禱告，我們向神來禱告。我現在說：
我們向神禱告，不是向神輕輕的禱告，可以⼤聲。哈利路亞！
讚美主！繼續的禱告！哈利路亞！繼續！繼續專注禱告！繼
續！更⼤聲！可以更⼤聲！謝謝！謝謝耶穌！謝謝祂！繼續向
耶穌來禱告。每⼀位都來唱，繼續的禱告，敬拜祂。「深深愛
祢，耶穌！深深愛祢，耶穌！我愛祢超越⽣命中⼀切。深深愛
祢，耶穌！深深愛祢，耶穌！噢，我愛祢耶穌。」我們⼤聲向
神來⿎掌，向耶穌說：「我愛祢」我們跟耶穌⼤聲⿎掌來讚美



祂，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現在請聽，忘記你⼀切的煩惱，忘
記你⼀切的痛苦、疼痛，忘記你⼀切的失望，我們就是單單的
來敬拜神。讓我們敬拜神！敬拜！我們敬拜祂，不是因為祂能
為我們做什麼，⽽是因祂就是神。⼤家請坐。

 【提後 3:1】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來到。

今天，我們要來看提摩太后書第三章，我們要從提後第三
章開始:「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來到。」就是說，
非常危險的⽇⼦來到。另外⼀種版本是說：「非常艱苦困難的
⽇⼦來到。」另外⼀個版本是說：「試驗的⽇⼦來到。」就是
在末世的時候，試煉⼈⼼的⽇⼦會來到，危險的⽇⼦會來到，
困難艱苦的⽇⼦會來到。這邊講到末世，特別是指當耶穌升天
之後，從聖靈澆灌下來到今天被稱為末世，因為末世並不是按
照我們的年曆來計算。比如說：我們有三天，比如說三天。舊
約講到是先前的⽇⼦，在前約，在先前的⽇⼦，神祂主要是有
⼀些的作為。但是現在，我們要經歷耶穌的顯現，還有末世聖
靈的顯現。⽗神祂是掌權的，祂在前⾯，好比是第⼀天︔⽽耶
穌來到世上彰顯出來，我們說是好像是第⼆天，在第⼆天的時
候，耶穌是主導，祂掌權，但是我們仍然看⾒⽗的作為，還有
聖靈的⼯作。

在約珥書第⼆章28節，

【珥2：28】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預⾔，你們的⽼年⼈要做異夢，少年⼈要⾒異象。



這邊說以後有⼀件事情會發⽣，在另外⼀種版本就是說，
在末世會發⽣這些事情。所以在這邊，末後的⽇⼦就是指聖靈
⼤澆灌的⽇⼦。他說在末世的時候，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
氣的。約珥書第2章的預⾔，我們看⾒在使徒⾏傳第2章第4節
實現。

【徒2：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聖靈已經澆灌下來，在⾺可樓裏⾯的每⼀位都⼤⼤的被聖
靈充滿，每⼀位在⾺可樓裏⾯的都說起⽅⾔來，我們在使徒⾏
傳看⾒約珥書第⼆章預⾔的實現。

【徒2：16】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在使徒⾏傳⼆章16節，彼得起來說，在約珥的時候有這樣
⼦⼀個預⾔。所以我們說到三天的最後⼀天，第三天——就是
當耶穌三天死裏復活之後，聖靈澆灌下來。現在我們就是處於
這個末後的⽇⼦——第三天。

我們有兩個預⾔，⼀個是講到說，末後的⽇⼦聖靈要澆灌
下來︔但是另外⼀⽅⾯也說，末後的⽇⼦，危險艱難的⽇⼦會
來到。所以你有聖靈的澆灌，但是你也會遇到試煉的⽇⼦。

【彼前1：20】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
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



在彼前⼀章20節，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
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另⼀種版本就是說他——基督是這位
⼈⼦，在末世為我們顯現。聖靈將耶穌顯明給我們，所以基督
是在創⽴世界以前就已經被揀選知道的，但是如今在末世才顯
明出來。

 【來1:2】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曉諭我們…… 

在希伯來書第⼀章，說在末世，藉著祂的兒⼦來曉諭我
們。是⼀個試煉的⽇⼦，也是⼀個聖靈⼤澆灌的⽇⼦，耶穌在
末世的時候⼀直被顯現出來，彰顯出來，顯明出來，因著聖
靈，耶穌被顯明出來︔也因著聖靈的澆灌，神藉著他的兒⼦向
我們說話︔在先前的⽇⼦，他藉著許多的先知來曉諭我們︔但
是如今在末世，要藉著他的兒⼦向我們來告知。

今天有⼈要得醫治！好不好你告訴兩位說：「今天某⼈會
得醫治！」哈利路亞！有⼈會得醫治！有⼈⼀定會得醫治！阿
們！⼤聲點！帶著信⼼說：「有⼈今天會得！」

在路加福⾳第21章從25節，

【路21：25】⽇、⽉、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
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這邊也說到，在末世的現象，⽇⽉星辰都要顯出異兆，但
是在地上邦國也有困苦，在末後的⽇⼦，也就是聖靈⼤澆灌的



⽇⼦，就是耶穌神兒⼦被顯現啟⽰的⽇⼦，這是第三天，地上
的邦國會困苦、會痛苦、會困惑。

【路21：26】天勢都要震動，⼈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
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說，在末世的⽇⼦，就是神兒⼦啟⽰的⽇⼦，⼈因著懼
怕，他們會嚇得魂不附體。他們整個⼈沒有辦法承受將要來的
事情，這裏非常重要。在末後的⽇⼦，地上的邦國會有困苦，
⼈⼼因著驚嚇、恐懼他們會失常。第26節這邊是講到說，到時
候⼈⼼，還有⼈的整個⼼思意念都會恐懼，為什麼︖因為他們
可以常常感受到，他們可以感受到⼀絲的困難、痛苦將要來
臨，這是現在普世的⼀種現象。會有困苦，因著恐懼⼈⼼會消
化。全世界的每⼀位，除了我使徒亨利以外，都會期待壞消
息︔還有愛麗絲也不會︔其他⼈都會因著期待壞消息⽽懼怕。
但是我奉耶穌的名，我拒絕⼀切的懼怕！

在詩篇第11篇第三節，

【詩11：3】根基若毀壞，義⼈還能做什麼呢︖

這邊⼤衛他問了⼀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根基若毀壞，義
⼈還能做什麼呢︖」若是邦國都困苦，若是每⼀家每⼀⼾都懼
怕，他們預期困苦會來，問題是，我們義⼈——我們當做什麼
呢︖

在路加福⾳第8章，



【路8:1】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神國的福⾳。

聖經明說：他周遊各城各鄉，從⼀個城市⼀個鄉村到另外
⼀個鄉村，他宣講神國的福⾳好消息，舉⼿宣告，我們說：
「好消息——福⾳。」你期待好消息——福⾳嗎︖我期待好消
息。那神國的好消息——福⾳是什麼︖

在⾺太福⾳第12章第28節

【太12:28】耶穌說：“我若是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
的國臨到你們了”

所以根據耶穌所說的話，⾺太福⾳第12章，福⾳的其中⼀
個現象，就是靠著聖靈將鬼趕出去。根據⾺太12章28節，就是
「我靠著神的靈趕鬼」，是靠著聖靈，那「神的國就臨到你
們。」

現在我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斥責鬼魔的靈離開我們，出
去、出來、離開、離開.....

舉起⼿來說：“奉耶穌基督的聖名”⼤聲說：「奉耶穌的
名，每⼀個在我的⽣命中、在家中的鬼魔邪靈，命令你出來、
出來、出來、出去、出來、離開…….」當你這樣命令牠們離
開，耶穌說：「你正在練習⽣活的福⾳」



我不明⽩教會為什麼不⽤帶著權柄趕出汙鬼，那是這些教
會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至於我和我家，我們是常常奉耶穌
的名趕出汙鬼、趕出邪靈，我們說：「是的。」

2020年將是非常驚異、奇妙美好、非常好的⼀年，神要⽤
恩寵來護衛我們，將不可能轉成可能，也會越來越好！⼤能的
神將要臨到你，新的層次要向你打開，為什麼︖因為列國在懼
怕中，但是耶穌已經向著祂的教會彰顯，阿們！所以恐懼對於
教會來講是好事，因為神和教會可以在恐懼中被⼤⼤的彰顯出
來，因為神不是給我們懼怕的靈，祂是給我們能⼒的靈，是⼤
能。

路加福⾳8章2節這邊講說

【路8:2】過了不多⽇，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　
神國的福⾳。和他同去的有⼗⼆個⾨徒，還有被惡鬼所附、被

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拉的⾺利

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

約亞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都是⽤⾃⼰的財物供給

耶穌和⾨徒。

他差遣⼗⼆個⾨徒⼀起出去，那幾個婦女也跟隨耶穌，這
邊講到說，他治好了好幾個婦女，其中⼀個曾經有七個鬼從她
身上趕出來，所以耶穌他醫治疾病的，他也醫治好那些被鬼附
的，被邪靈的捆綁，然後就跟著耶穌到處去傳講神國的福⾳。
有⼀位是叫抹⼤拉的⾺利亞，但有⼀位是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



⼦約亞拿，還有⼀位叫蘇撒拿的，蘇撒拿被耶穌醫治好了，然
後就成為這事⼯很⼤⼒的⽀持者。蘇撒拿的意思就是說：「耶
和華⼀直恩待我」，要是你的名字也叫蘇撒拿，你說：「阿
們！耶和華常常向我施恩」，我們這邊沒有⼈叫蘇撒拿或者叫
亞拿，亞拿的意思「恩典」，你的名字叫的話，你也可以說：
「阿們！」但是我覺得我⾃⼰也叫做亞拿，我也叫做蘇撒拿。
我的名字就是使徒亨利•亞拿•蘇撒拿。

當很多⼈聚集的時候，耶穌就開始跟他們說比喻

【路8:8】又有落在好⼟裏的，⽣長起來，結實百倍。”耶
穌說了這些話，就⼤聲說：“有⽿可聽的，就應當聽！”

【路8:10】他說：“　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至於別
⼈，就⽤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聽也聽不明。”

第8節聖經說，就是有些神的道——種⼦進入⼈⼼好像好
種，結實百倍。我們講到這個⼟其實是指著⼈⼼，有些種⼦是
掉在好⼟裏，就是結實百倍。在路加第8章讓我感覺到有趣的
是,耶穌告訴⾨徒們：「你有⽿就應當聽」，這裏是講了屬靈
的⽿朵，就是說這些⼈他可以有⼀個屬靈的辨別⼒，在這樣的
⼀個時刻當如何⾏，這就是為什麼靠著聖靈的⼤能，當全世界
都懼怕的時候，但是你確是要結實百倍，奉耶穌的名祝福你
們，我們說：「是的！」耶穌說你們有⽿可聽的，就應當聽，
聖靈所講的話。你需要聽⾒，你要知道這個比喻是對⾨徒說
的，不是對外⼈說的，因為在第10節他說：「神國的奧秘只叫



你們知道︔至於別⼈，就⽤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聽也聽
不明。」 耶穌他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為什麼
呢︖因為有神的聖靈在你們裏邊，可以明⽩神國的奧秘，就是
說神國其實是⼀個奧秘，但是這個奧秘卻是向教會彰顯，這是
⼀個隱藏的知識，是⼀個你可以去尋求到的知識。我們想要乘
駕風暴之上，我們必須要有隱藏的知識。

【申命記29:29】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
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孫的】

【但以理2:22】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也與他同居。

他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神同居。神知道⼀切的事
情，他知道未來要發⽣的事情。他知道暗中的，所有的光明與
他同居，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我們的資訊不應該是從所有的
媒體，臉書、網路上新聞等所有的媒體，應該是從我們耶穌基
督來的。

【詩篇25:14】耶和華與敬畏他的⼈親密，他必將⾃⼰的
約指⽰他們。

耶和華將他的秘密向那些敬畏他的⼈彰顯，他會將他⾃⼰
的約指⽰那些敬畏他的⼈，就是神的秘密會這樣⼦去指⽰，還
會這樣將他的約向他們彰顯。2022年，我們這位親愛的耶和



華，他會將他的約向我們開啟，⽽且是向住在至⾼者隱秘處的
⼈彰顯。

【伯29:4】我願如壯年的時候，那時我在帳棚中，神待我
有密友之情。

但是約伯他在29章說，我願如壯年的時候，那時我在帳棚
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他說當他在壯年的時候，根據我的版
本說，神的秘密在我的帳篷中跟我彰顯。就是神祂的⼀個隱藏
的奧秘，在我的帳幕——我居住的地⽅。你現在可以觸摸⾃已
的頭說：「奉耶穌的名，願神祂⾃⼰的秘密駐留在我的裏
⾯。」如果你相信神的秘密會向我們彰顯，你⼤聲的說：「阿
們！」智慧的靈會向你開啟，打開你的眼睛，看⾒你從未看⾒
的。當我正在傳講這些話語的時候，你們的⼼思意念靈裏就開
始被開啟，你會被開啟，知道神怎麼樣醫治病⼈，神怎麼樣彰
顯他的神跡奇事，神怎麼樣在復興列國，你都會開始知道。

【箴⾔ 25:2】將事隱秘乃神的榮耀

在箴⾔第25章第2節這邊講說，將事隱秘乃神的榮耀。神
其實會隱藏祂的秘密。⽽你我是神的君王，因為聖經上講我們
在天上與神執掌王權，所以神的榮耀會將這樣的⼀個秘密，很
神秘的、很奧秘的事情把他隱藏起來，但是我們是神的君王，
我們要將這些事情查清去尋求答案。這個秘密不是在外院得到
的，這個秘密是在內室裏⾯所獲得的，是在裏⾯。裏⾯！裏



⾯！裏⾯！不要停留在外院，進入內室！進入內室！是進入內
室！進入內室！進入內室！

【路11:10】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
⾒︔叩⾨的，就給他開⾨。 

在路加福⾳第11章，耶穌他教導如何禱告︖他這邊講到說
你要祈求你要敲、要叩⾨，你要尋⾒，你要尋找，祈求其實是
屬於外⾯的，祈求是⼀種你的需要，就像⼀直跟神要，我要⼯
作，我要結婚，我要吃巧克⼒，我要錢，所有你物質的需要，
你就⼀直跟神求。尋求開始進入內室了，你尋找是要尋找賜福
的那位神，因為神將奧秘事隱藏，⽽君王將事查清。這邊說：
「你若是祈求就給你們，每⼀位你都是尋找會尋⾒。」這邊另
外⼀個版本說：「你祈求、情詞迫切⼀直祈求，你就會得
著」，就是你⼀直尋找你會得到答案。如果說你⼀直的⼀直叩
⾨，⾨就會向你打開。叩⾨，⾨就打開。

【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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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以賽亞書45章第3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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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講到暗中的⼀個寶物，我說我要把⼀個暗中的寶物給
你，⽽且在那樣⼀個內室，有⼀個隱藏的財寶也會給你。願你
在這樣⼀個聖靈⼤澆灌的⽇⼦，還有神試煉的⽇⼦，神要將我



們的靈打開，看⾒隱藏的財寶，唯有我們在隱秘處——內室才
會找到。我們說：「阿們！」

【但2:19】這奧秘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
以理便稱頌天上的神。

這邊是說有⼀個奧秘的事，在夜間的時候，異象向但以理
顯明，但以理就開始稱頌天上的神。猶太⼈所需要的⼀個隱藏
的秘密，是在夜間的異象中向但以理顯明了，我們⼀起來讀好
不好︖⼀起來讀林前第4章第1節，我們每⼀個⼈都⼀起⼤聲的
讀，來！

【林前4:1】⼈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
管家。

好，我們再⼀起同聲讀，「⼈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
為神奧秘事的管家」可不可以⼤聲︖⼤聲再⼤聲！我們齊聲⼀
起讀，「⼈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
神他指定我們來明⽩神的奧秘。

今天每個在座的⼈， 2022年神要使你成為祂奧秘事的管
家，關於你的個⼈、你的健康、你的家庭，為著神的榮耀，神
要讓你成為這些奧秘事的管家。因為這邊是說我們是神奧秘事
的管家，那神的奧秘是在哪⾥呢︖神的奧秘在我們中間。我們
要說：「我們是管家、是神奧秘事的管家！我是神的管家、是
神奧秘事的管家」。是醫治的奧秘、敬拜的奧秘、釋放的奧



秘、神⼤能的奧秘，讓這些能夠從我們中間釋放出來，奉耶穌
的名！是的，阿們！

【路8:11-13】“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就是　神的道。那
些在路旁的，就是⼈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裏把道奪

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那些在磐⽯上的，就是⼈聽道，歡喜

領受，但⼼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試煉就退後

了。

在路加第8章的比喻裏，13節有⼀些種⼦落在路旁的⽯頭
地，我們知道「地」是指著我們的⼼，13節這樣講有些⼈聽了
道，他們當時是領受了，但是因為沒有根，就是有⼀些時候他
們暫時有信⼼，但是當試煉來的時候他們就退後了，這就是在
新冠病毒居家避疫的時候所發⽣的。有些⼈好像他們有信⼼，
但是當試煉來臨，即使到今天，有些⼈因為懼怕新冠狀病毒，
他們不敢來到教會實體敬拜神。不管你怎麼讀，耶穌因祂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可是都是你頭腦的知識，你的裏頭⼀點都沒有
信⼼。我們奉主的名宣告：「我們要超越⼀切的控制，我們要
超越⼀切的疾病之上，是為著神的榮耀。阿們！」相信的話，
你要⼤聲的說：「阿們」！當試煉的時候他們就後退了，為什
麼︖因為他們的「地⼟」是很多的⽯頭。

【但11:31】他必興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除
掉常獻的燔祭，設⽴那⾏毀壞可憎的。作惡違背聖約的⼈，他

必⽤巧⾔勾引︔惟獨認識　神的⼦民必剛強⾏事。



在但以理書第11章，但以理他預先知道猶太⼈他們要經過
⼀連串的試煉，⽽這些預⾔後來都實現了。因為當時波斯有⼀
個領袖，他會興起來欺壓猶太⼈，逼迫非常⼤，他不許猶太⼈
獻祭，也不允許他們在安息⽇的時候來敬拜神，也禁⽌猶太⼈
讀《聖經》，⽽且他也不讓他們把那些偶像移除。若是有些⼈
不順從的話就要被殺，所以在但以理裏⾯，他在預⾔的先知的
裏⾯，他看⾒的這些異象，他就想到說這麼⼤的⼀個逼迫跟壓
制，這些猶太⼈怎麼能夠倖存呢︖但是在第32節，但以理得到
了答案，他說：「那些違背聖約的⼈，他們必⽤巧⾔勾引⼈
的」。這邊就是說，他們這些違背聖約的⼈，他們怎麼樣⽤巧
⾔來勾引⼈。好像我們⾃⼰以為我們做對的決定，但是事實上
不是按照我們的⽅法，神祂也許轉變。

但以理看⾒了⼀個先知性的異象，他說唯獨認識神的⼦民
必剛強⾏事，⽽且站在位上，即使是逼迫、即使是壓制很⼤，
卻帶來更⼤的神的彰顯。以⾊列⼈被更加地苦待的時候，他們
的⼈數更加地增加。2022年我奉耶穌的名宣告是加增的⼀年！
我們舉起⼿來宣告說：「奉耶穌的名，2022年是加增的⼀
年！」更⼤聲說：「是增強、加增的⼀年！是增強、加增的⼀
年！是增強、加增的⼀年！……奉耶穌的名增強！」。

就是認識神的⼦民他們會剛強，⽽且他們會開始來擄掠。
在⿊暗、痛苦、壓制、逼迫那個危難的⽇⼦，這些認識神的⼦
民必剛強⾏事，他們不會被這些所淹沒打敗，⽽且他們為著神
的榮耀，可以興起站在位上，這就是神現在要做在我們當中



的。祂要興起⼀⽀⼤能的軍隊，破除⼀切仇敵的壓制，你要預
備好領受聖靈⼤澆灌的能⼒，你要預備好領受超⾃然的恩寵，
預備好要領受神跡、奇事、異能，你要預備好領受⼤復興！因
為過去是不可能的，如今已成為可能。我們說：「主，是的！
過去不可能發⽣的，如今要發⽣」。我看⾒天⾨已經打開了，
神差遣祂的天使，神的天使就在我們當中。神要⽤祂的⽕回答
我們的禱告。我們說：「⽕！⽕！⽕！……」

我們來⼀點⾳樂，當敬拜上升到神那邊的時候，預⾔就會
降下來。以利亞跟以利沙當他們想要預⾔的時候，就說差遣⼀
個樂器⼿來彈琴。我不知道他怎麼樣又發預⾔又吃東西又聽⾳
樂，同時怎麼發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麼能跟以利亞⼀
樣，但是我們是要禁食得到預⾔，所以你想要得到預⾔，你要
禁食，請禁食好嗎︖若是你吃中國⼤餐的話，你禱告的時候你
會看⾒那些食物。

這邊講到說：「認識神的⼦民，他們必剛強」。第⼀你要
認識神、你要剛強、然後你要⾏事，記住了這是先知性的異
象。但以理是末世的⼀個先知，整個但以理書第11章，他領受
的不是當下的，⽽是⼀直到現在、⽽且是進入永恆的異象。他
的異象先⾒不是短視的，⽽是長遠的。即使他看了這麼多的困
難，他說在這個試煉的⽇⼦會發⽣什麼︖就是認識神。你要剛
強，然後你要去⾏事︔保羅在提摩太也是說「末後危險的⽇⼦
要來」︔耶穌說：「⼈⼼會嚇得魂不附體」︔但以理說：但是
「末後的知識會增加」，所以試煉還有困難的時刻，同時會降



下聖靈，會增加我們對神的認識，他說對神的認識增加。即使
困難⼀直在增加，即使逼近會增加，但是你若是認識神的話，
你會剛強你會⾏事，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箴3:5-6】你要專⼼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的聰
明，在你⼀切所⾏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箴⾔3章第5節說：「要依賴耶和華」，⽤你的全⼼，不
要靠你⾃⼰⼩腦袋的聰明，因為你的頭腦沒有辦法認識神。這
裏有個差別，就是你是⽤你的頭腦運作還是⽤你的⼼來運作︖
對於神的認識要增加，那些認識神的⼦民要剛強⾏事。

【彼後3:18】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
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彼後第3章18節這邊說是可能的，在恩典和知識上⼀起在
成長這是可能的，在恩典和對神的認識上⼀直地成長。我信任
神在新的⼀年，我會在祂的恩典和認識祂的知識上⼀直長進。

【約17:3】認識你獨⼀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
基督，這就是永⽣。

約翰福⾳17章第3節說：「你要認識你獨⼀的真神，這就
是永⽣」。書本、知識沒有辦法把你帶入永⽣，⽽是聖靈的開
啟，使你的⼼思意念轉化，你的⼼思意念得著那個光亮，你才
能夠明⽩永⽣。



【提後3:7】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真道。

我們再看提後第3章第7節，這邊其實是講到⼈的「⼼
⼟」，當你⼀直⽤你的頭腦去認識神，就是說你雖然很努⼒地
常常在學習，若是沒有聖靈的啟⽰跟⼤光，無論你是怎麼樣的
學習，即使你很努⼒，可是你仍然沒有辦法明⽩真道。認識神
不是知道有關於神的事實，就是神祂的真道在我們的⼼中紮
根，⽽我們能夠在⽣活、⾔⾏舉⽌中活出來。神預備我們的
⼼，藉著謙卑成為很好的⼟地，你的⼼要是好⼟地來承受神的
道，所以基督可以藉著你彰顯出來。「好⼟」就是我的⼼願意
去領受真道。

【雅1:21】……存溫柔的⼼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
你們靈魂的道。

【但11:32 】……惟獨認識神的⼦民必剛強⾏事。

【弗3:16】求他按神的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
⼼裏的⼒量剛強起來

【箴24:10】你在患難之⽇若膽怯，你的⼒量就微⼩。

在雅各書第1章21節說,⽤⼀個謙卑溫柔的⼼領受神所栽種
的道。在但以理書裏說，在⼀切的困苦逼迫當中，他卻指明⼀
條路，就是那些認識神、認識神、真認識神的⼈，他說：「這
些認識神的⼈必剛強壯膽！」在以弗所書第三章⼗六節，保羅
為以弗所教會禱告：「按著神的豐盛的榮耀，藉著神的靈叫我



們⼼裏的⼒量剛強起來。」神的知識是我們裏⾯的⼒量。在箴
⾔24章，你在患難之⽇，你若是膽怯，你的⼒量就微⼩。教
會，請聽，如今是末世了，但是卻是聖靈⼤澆灌⽇⼦。也就是
說，試煉的⽇⼦也會同時到來，聖靈⼤澆灌跟試煉是同時來
的。

耶穌說：「很多⼈都會⼼臟病突發，為什麼︖因為太害怕
了！」所以聖靈澆灌跟試煉的⽇⼦是⼀起的。但以理也說，認
識神的知識也會增加。我們對新冠病毒的研究，種種的變種，
都是⼀種知識，⼀會變這個，⼀會變那個，這些都是知識。那
個不是我們的問題，那個不是我們的份，他是說：「你們是認
識神的⼦民！你們應當剛強！」。⽽且他們剛強⾏事！

我現在奉主的名破除新冠狀病毒的能⼒！我現在奉主的名
破除⼀切疾病的靈！⼀切新冠狀病毒的靈！我奉主的名，破除
你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是的，奉耶穌的名，我們破
除死亡的靈。我的神！我的神！對於那些認識他們神的⼈，他
們會剛強。是的，保羅他也禱告：「我們⼼裏的⼒量剛強起
來」，他們將要剛強！。因為他們認識他們的神！，他們剛
強，他們會竭⼒的⾏事，他們會照這個神的旨意⾏事。我們會
有超⾃然的神跡，我們會有神超⾃然的介入。我們的⼀些捆
綁、監牢都會被破除，⽽且神會有⼤醫治、⼒量！不要放棄！
我說：「不要放棄，不要放棄！停⽌！你不要投降！你要堅持
持續！繼續！在隧道的過頭有亮光射出。在那個磐⽯的後⾯有
⽔泉要產⽣。我們要破除這個磐⽯，⽔泉要噴湧出來。」



我們站起來，跟三個⼈講說：「不要放棄！不要放棄！不
要放棄！你要剛強！不要放棄！不要放棄！你不要放棄!這是
教會的時刻，是的，到教會的時間了，是教會興起的時間，在
逼迫中都會要興起。」你要和使徒⼀起禱告，可以兩個、三個
⼀起禱告，我們要⼀起來為復興禱告。神的⼤能要充滿這個地
⽅。

你準備好了嗎︖我們⼀起來為復興禱告。⼿牽著⼿，我們
⼀起同⼼合意的禱告，今天聖靈降在我們身上。可以再⼤聲⼀
點,情詞迫切的禱告，兩三位同⼼合意奉主的名禱告，神就在
我們當中，⽽且他要成就我們所禱告的，我們奉主的名同⼼合
意禱告，我們⼀起為復興禱告，讓聖靈的風吹向我們。讓聖靈
的風吹滿這個會場！讓天⾨打開！

主啊，降下祢的榮耀！……我們奉主的名宣告，榮耀復
興！主啊，你聖靈的⼤風，你復興的靈降下來吹在這個地⽅！
耶穌，我們向你降服！主，我們向你降服！……是的，興起祢
的⼤軍！主啊，那些認識你名的⼤軍要興起！那些剛強的⼈要
興起！就是照著你的旨意⾏事的的⼈。

⼤聲！更⼤聲！已經有些東西在被破除，我們要更有信
⼼。是的！是的！

（江媽媽：）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明年，仇敵會將
更重的重軛要臨到弟兄的身上，牠要奪⾛弟兄的命定和呼召。
牠要讓你⼯作、環境、經濟，重壓到你沒有⼒量。但是神說：



「到1⽉1號以前，祂的⼀個能⼒的靈要特別臨到弟兄。」⼀個
能⼒的靈臨到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們，你要領受這樣能⼒的
靈。來到前⾯，仇敵⼀毀掉弟兄，他的孩⼦也都被毀掉了。所
以弟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起舉⼿為弟兄們禱告，弟兄
們跟神說：「神，我需要你這個能⼒的靈進到我的裏⾯」。

（使徒亨利：）在座的每⼀位、每⼀位都舉起⼿來，我們
先為前⾯的弟兄們禱告，讓神恩膏能⼒的靈降在他們的身上。

（江媽媽：）神說，要興起弟兄成為新婦戰⼠。

（使徒亨利：）全所有的奉獻給神，再⼀次全所有的獻給
神。⽕！⽕！⽕！繼續的禱告！繼續的禱告，讓這個⽕降在你
的身上。⽕！⽕！⽕！主，充滿他們！⽕！。好不好︖我們更
⼤聲的禱告，我想要聽⾒禱告的聲⾳。讓我們的禱告⼀直從我
們的腹中流出來，像江河⼀樣。你在⽅⾔的禱告中，你的腹中
要就是活⽔的江河，⽽且⽕要澆灌下來。我們其他的⼈繼續⽤
⽅⾔來禱告，讓江河湧出來，讓江河湧出來！繼續的禱告！你
可以專⼼地禱告。⽕河要流出來，充滿了這個家。

每⼀位，不管你坐在哪⾥，你站在哪⾥，都⼤聲的⽤⽅⾔
來禱告，讓⽕河湧流出來充滿這個地⽅，讓所有的壓制都被砍
斷、都被破除！咒詛被破除！咒詛被破除！咒詛被破除！在神
的⼤能中興起！在神的⼤能興起！神的榮耀降下來，神在榮
耀，在這裏。領受神的榮耀！主啊，你的榮耀在這裏。降下你



的榮耀！神啊，你的⽕降下來！⽕！⽕！⽕！⽕！⽕！⽕！
⽕！⽕！⽕！⽕降下來，讓⽕持續的燃燒！神的⽕！神的⽕！

我聽⾒主說：「是的，咒詛已經被破除！」。是的，相信
領受咒詛已經被破除！⽽且你的重壓也被挪除。就在今天，這
個重壓已經被挪開了，已經提起來了，重壓不在你的肩膀上
了。奉耶穌的名：重壓已經離開了！重擔離開了！新鮮的膏
油！新鮮的膏油，你們會得著新鮮的、新鮮的、讓喜樂的河流
湧出來！謝謝主，新鮮的！完全的更新！新鮮的！……

（江媽媽：）神說，祂今天要恢復⽗⼦的關係，如果你跟
⽗親，或者你跟你的兒⼦的關係有⼀些嫌隙，有⼀些不好的關
係，你今天可以跟主求，主今天祂要給你恩典，你就跟主求，
主要使你們恢復關係。所以，如果青年⼈，你跟⽗親之間有⼀
些疙瘩，有⼀些嫌隙，你跟主求：「主啊，給我恩典！讓我的
⼼可以歸向⽗親，我的⽗親的⼼也會歸向我。」神今天會修復
⽗⼦的關係！

（使徒亨利：）吸氣！吐氣！吸氣！吐氣！不管你在哪
⾥，讓今天神的⽕來觸摸你。不管你在哪⾥，領受神的恩膏。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