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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能力的教會 

Herry牧師 

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不可以先暫時起立一下？再次的謝

謝江媽媽給我這樣一個榮幸的機會在這邊傳講。好不好我們

簡短的為你旁邊的家人做個禱告，為他祝福一下。我們每一

位都常常的需要禱告，而且不放棄的持續禱告，向耶穌獻上

感謝。 

敬拜部分《I worship you》（我敬拜祢） 

我們繼續向神來禱告，當我們敬拜團在敬拜唱歌的時候，

我們會持續的向神禱告。「是的，主啊，我們愛祢，我們來到

這裏敬拜祢，我們來到這裏榮耀祢，也謝謝祢的同在。」我們

持續的找不同的家人禱告好嗎？因為我感覺到再過幾分鐘

神跡會爆發！「是的，主啊，我們敬拜祢！」神的大能在這裏，

聖靈的能力在這裏。哈利路亞！我們大家一起大聲地鼓掌來

讚美祂！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們！ 

請坐，我們要來看《以弗所書》第二章，《以弗所書》其

實是講到門訓，門訓就是讓我們能夠有果效的被建立，若是

你讀完《以弗所書》，你就會知道神的旨意，比如說：教會在

家人層面的呈現是怎麼樣，教會在軍隊方面的呈現是怎麼樣，

教會怎麼樣代表神在地上執行神的旨意，也會看見教會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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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榮耀的一面，你也會看見收割，所以我今天的資訊會就教

會各個層面來講我們怎麼樣被建立。教會是神的身體，我們

的任務是在地上建立神國文化。 

新冠疫情之後，教會還有整個社會在文化信仰上面有很

多的落差、反差跟遠離，懼怕的靈也大大的增加。所以我今

天資訊首先會講到教會有關於家這方面的事情，還有教會怎

麼樣是一支軍隊，還有教會如何在地上成為神國的大使，還

有教會得勝的一面，當然最後是靈魂的大收割，教會必須有

靈魂收割的概念，這非常重要。 

《以弗所書》第二章，神的話大有能力。神的話有能力

是嗎？我們非常的驚人，神的話能夠帶出多大的果效，耶穌

所說的預言一個一個的實現，在我們眼前一個一個被揭開。

當疫情結束之後，我們看見爭戰，爭戰之後，又有一些爭戰

的謠言，現在我們就有很多的懼怕，懼怕……懼怕……懼怕

不同的政黨，民主黨、共和黨或者是獨立黨。但是我告訴你

們：神的兒女們！在你們的裏面沒有懼怕。舉起手說：「我不

是被給予懼怕的靈！」阿們！ 

《以弗所書》第 2 章第 13 節：「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是靠著

什麼？是靠著耶穌的血，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注意我們所得

到的恩賜、我們所得到的地位、我們所得到的位分，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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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耶穌的寶血！ 

《以弗所書》第 2章第 14節：「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

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

的牆。」祂使我們和睦，就是說祂是我們的和平。當祂拆毀中

間隔斷的牆的意思是什麼？現在凡事都可能。請注意，若是

我們說我們沒有耶穌的血的話，很多的事情就說「也許」。今

天你有耶穌的寶血就是什麼？凡事都可能。我們要為了主來

稱謝祂的寶血。因著主的寶血，使我們今天有可能，能夠再

次與天父有親密的關係。我們與天父的關係不是僕人跟主人

的關係，而是那麼親密的關係。因為耶穌的寶血，凡事都有

可能。如今因著耶穌的寶血，我們可以和天父有親密而且滿

足完滿的關係，所以說耶穌的寶血使我們與他親近，而且他

的寶血使我們的和平，使我們今天能夠跟天父有一個那麼親

密、那麼完滿的關係。這是多麼驚人啊！當神走進你的房間，

而且與你對話，安慰你，你覺得這非常驚人嗎？驚人啊！哈

利路亞！ 

我很渴望這個，我渴望這些日子來臨，當這個微風吹起，

然後天使就會到各個的房間就位，在那個房間裏面，天上的

膏油會緩緩的滴在你的身上，然後他會跟你說話，他說：「我

的孩子啊，我愛你」，因為耶穌的寶血就有可能。因著分離就

造成了痛苦跟懼怕，主的寶血也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和希望。

罪和死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因著罪和死使我們難以去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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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神的愛。但是耶穌的寶血，使這一切都可能，他是答案！

阿們！我們說：「謝謝耶穌，謝謝主祢的寶血。」 

今天我們談論某個主題，比如我們現在講到屬靈方面永

恆的生命。很久以前發生的神跡今天要再次發生。好不好？

我們大聲說阿們！謝謝你們大聲說阿們，你知道嗎？當你們

大聲說阿們的時候，我得到大大的鼓勵，若是講員進來說「真

的好灰心！好失望！世界要結束了！好，拜拜，再見」。這時

候你是不是就覺得很可怕呢？ 

我們來看《羅馬書》5 章 8節：「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

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神彰顯祂

的愛、祂的接納，你知道被神接納是何等的重要？接納，即

使有些事情我們也不是都接納，但是神不看我們是罪人，祂

就這樣子接納我們！所以為什麼耶穌的寶血是那麼的驚人！

你想想看，你在一個地位，今天你必須要接納每一位，你會

怎麼樣？我不可能接納每一位呀，但是耶穌的寶血不管是我

的罪惡、不管是我的錯誤、不管是我的失敗，他說：「Henry，

沒有關係，我就是完全的接納你。」即使 Henry 他有時候連自

己都不接納自己。但是主說：「我接納你，即使你還在做罪人

的時候，我就將基督差遣到你的面前。」發生了什麼事？我們

的罪債還清了、我們被饒恕了、我們被稱義了、神的震怒不

在我身上，但最重要的是，我在靈裏得醫治了，我被恢復了！

這很驚人！你們說：「我得醫治了，我被恢復了！」這是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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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 

今天請仔細聽我說，我希望你們有信心、我希望你們知

道這是可能的！你和天父可以有親密圓滿的關係，是可能的！

是可能的！因著耶穌的寶血，我在靈裏面得醫治、被恢復！

正因著耶穌的寶血，我自由了！從咒詛得自由！所以即使是

咒詛的權勢，在我的身上沒有任何的權勢！舉手，我們說：

「在我的生命中毫無咒詛的權勢！咒詛的權勢在我身上無能

力！在我的生命中沒有能力！」今天當你離開這裏的時候，你

對孩子的所有擔憂不再在你的身上，因為這些咒詛擔憂的權

勢在你身上毫無能力！阿們！所以，我已經得自由了！得醫

治了！得痊癒了！得赦免了！我的罪債還清了！我從神的憤

怒中被拯救出來了。今天，我也不受限於魔鬼仇敵牠所有的

活動，在第 14節講到說：「隔斷的牆已經被拆毀了。」 

《以弗所書》2 章 18—19 節：「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

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

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是神家裏的人」

就是指教會，我們要非常的注意，在第 19節神講到教會是一

個群體，藉著個人我們形成一個群體，所以你絕對不要讓自

己做獨行俠，你要跟教會在一起，因為神的大能是藉著教會

群體被彰顯出來，在這個群體的裏面才有更多的成長空間。

因為神已經悅納了我，所以我們神是接納每一位。現在，主

耶穌的寶血藉著聖靈使我們可以成為神的居所，所以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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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祂的百姓，祂要把我們連接編織在一起。為什麼？因為

祂可以在我們中間居住啊！所以祂把我們編織連接在一起。，

祂把我們聚集在一起，祂住在我們中間，而且祂正在與我們

同在的時候，祂的目的、祂的旨意就可以藉著教會彰顯出來！

我們說：「阿們！」 

祂的目的是什麼？神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使黑暗的地

方有光，使光照在黑暗之處。所以，我們要使灣區矽谷發出

光來，阿們！祂的目的是什麼？是黑暗之處有光。所以，神

把我們的家人編織在一起，當我們編織在一起的時候來建立

神的目的。當我們一起來完成神目的的時候，你會發覺你置

身於戰場，但是神的寶血也使我們在爭戰上能夠有能力，因

為我們被賦予能力可以進行屬靈爭戰。當黑暗使我們沒有辦

法讓光自由地發出來，所有的攔阻——就是對於光自由發出

來的攔阻，今天，我們奉耶穌的名，我們斥責你離開！我們

說：「神的家——教會要在黑暗之處興起發光！要在黑暗之處

興起發光！哈利路亞！」黑暗的一個文化、一個環境，我們個

人生命中也有一些黑暗面；氛圍上也有一些黑暗權勢的壓制；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語言或者我們的習俗也都有些黑暗之處，

但是，福音的真光更有能力。我們說：「謝謝耶穌！」因為，

福音的真光是大有能力的。敵人的一些攔阻，是使我們的真

光沒有辦法自由地發出來。你要知道仇敵黑暗的權勢，就是

要攔阻所有的光從黑暗中照出來，包括我們的社會、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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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我們的個人、我們的健康都沒有辦法照出光來。在這

時候你需要領受聖靈的大能使你可以爭戰得勝。 

《詩篇》144 篇第 1節：「耶和華—我的磐石是應當稱頌

的！他教導我的手爭戰，教導我的指頭打仗。」意思是什麼？

我們這的每一位，我們知道如何爭戰。我們這沒有一個人有

藉口，因為聖靈的大能已經訓練我們知道怎麼樣打仗。有人

說：「聖靈什麼時候教我呢？」你記不記得當你有困難的時候、

當你失業的時候，那是神對你很好的訓練，榮耀歸給神！彼

得也警告我們說：「你們要謹慎，我們的仇敵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這個很重要，有很多鬼魔使者的

彰顯是很明顯的。但是，那種集體高層次鬼魔的運作其實還

沒有顯露出來。 

《哥林多後書》11章 14節：「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

旦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其實有一些鬼魔的伎倆是隱藏

起來的，聖經上講是隱藏起來的，你的肉眼其實是沒有辦法

感受到的，是看不見的；有一些鬼魔的彰顯是明顯的。但是，

當光持續增加的時候，那些鬼魔的黑暗就要被曝露出來。神

正在增加祂的光、祂在增加祂的火、祂在增加它的爆炸力，

所以，一切被隱藏的需要被揭發出來，因為黑暗不能久久地

隱藏起來。牠好像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你不容易察覺。我

們說：「奉耶穌的名！所有鬼魔的活動，在我的活動空間隱藏

的要被揭發出來、被摧毀，奉耶穌的名！」我們再試一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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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覺到很驚人！我們舉起手來，你帶著權柄和信心來說：

「奉耶穌的名！所有在我的領域裏面隱藏的鬼魔的活動，我

現在奉耶穌的名！命令你們要被曝露出來，現在，被摧毀！」

火啊！是的，現在有些在破除了，有些人現在覺得頭痛就離

開他了；還有你肺裏那個壓制、那個沉重受壓也離開了，輕

鬆起來了。 

有時候在屬靈爭戰的時候，你沒有辦法用你的言語來形

容到底是什麼東西？你沒有正確的辭彙，但是你可以說：「火！

降下來！離開！」在屬靈的爭戰裏面，你不需要有一些神學的

那些文字，希臘文、希伯來文或者是那些參考書，串珠怎麼

樣來使用，神得勝的軍隊是最簡單最單純的一支軍隊。我們

現在繼續來說：「奉耶穌的名！」再大聲帶著權柄說：「奉耶穌

的名！所有的黑暗，在我的領域裏面隱藏的，出來！出來！

出來！」不要忘記講耶穌的寶血。 

我媽媽告訴我：「請你在傳講的時候不要用方言。」但是，

有時候我覺得方言要從我的裏面冒出來，我想要講方言，（正

在講方言），就像我現在正在講方言。 

仇敵牠會躲起來，我們必須要明白有一些鬼魔的運作跟

進行，有些是明顯的，有些是很不明顯的，所以你必須要藉

著禱告在信心的裏面來破除牠。阿們！ 

我現在要開始講教會有關家人的方面。我們講到愛的層



 9 

面、家人連接的層面、軍人屬靈爭戰的層面，也講到教會是

家人相聚的層面。我們在聖靈裏面的合一跟在信心真道上的

合一非常的重要。很多屬靈的權勢，不管你個人多麼強、有

多大使徒性的恩膏，都沒有辦法摧毀這些黑暗權勢，必須要

集體的恩膏、整個教會的恩膏才能夠拆毀屬靈黑暗的權勢。

也就是說，沒有你，一些堅固營壘是沒有辦法破除的。告訴

你了，你就想說：「我不知道他們需要我哎。」然後，也講到

教會是神的代表的一面，在地上代表神的國跟目的。其他的

方面我要來談一下，也就是我們的肉體、鬼魔還有世界。世

界、肉體和鬼魔跟我們的信仰是對立的。肉體、世界、鬼魔

會產生不好的果子，肉體、世界、鬼魔會產生捆綁和壓制，

我們不能夠容許這些在教會的裏面生根，因為這些會攔阻神

的教會、神的國的目的、還有它的有效度在整個教會裏面產

生。肉體、世界、鬼魔是跟神的旨意所相敵對的！你請跟我

說：「肉體、世界、鬼魔不會影響我的信仰！」當我們宣告的

時候，就是禁止這些黑暗的權勢進攻到你自己的領域來。我

們再次的舉手，我們說：「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宣告：肉體、世

界、鬼魔不會決定我的信仰。」 

那什麼決定我的信仰？神的話。神的話決定我的信心，

也就是說你成為教會的一員，神家裏的一份子，就是說你在

神國裏面爭戰的地方，你是神國福音的大使、你是一個在禾

場收割靈魂的工人，若是你想在基督的裏面得勝，得著榮耀，



 10 

你必須依靠神。「我必須依靠神！我必須依靠神！我必須依靠

神！」告訴你的家人：「我必須依靠神！」我們要成為家人、我

們要成為一支軍隊、我們要成為神的大使、我們要成為神榮

耀的得勝者，我們必須要依靠神！我們一起說：「我必須依靠

神！我必須依靠神！我必須依靠神！」哈利路亞！因為我若是

牧師的話我必須要依靠神，我的身體有疾病的時候必須要依

靠神，當我為我的孩子禱告的時候，我必須要依靠神啊！我

必須要依靠神啊！我必要依靠神為我開門，我不能夠依靠人，

因為我們的神拿著大衛的鑰匙，當祂開門的時候，沒有人能

夠關這個門啊！祂有這鑰匙，我必須要依靠神來開這扇門。

若是你今天在找新的工作，今天你要奉主的名說：「主為我開

門。」若身體有疾病，要神為我身體開門；我若是希望在我身

上的重軛能夠被破除，我必須要依靠神，因為神的膏油厚重

破除這些重軛。我禱告說有一個大翻轉，在美國要有翻轉，

我必須要依靠神。我告訴你美國要翻轉。我看見美國正在翻

轉，聖靈的風要吹到全國。為什麼？因為在職場、在不同的

位置，有人在裏面信靠神。我必須依靠神打開門，我必須依

靠神砍斷鎖鏈，我必須依靠神來翻轉這一切。 

所有仇敵偷去的，不管是健康或者什麼事情，我必須要

依靠我的神把這些奪回來。請舉手，「奉耶穌基督的名，我相

信那些被偷走的祢正在恢復。」現在禱告一分鐘，所有被仇敵

竊奪走的，我必須依靠神幫我奪回來，我們的時間、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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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我們的平安、我們的財務、我們的健康……「主啊！

祢來恢復！」我要聽見你們聲音的迫切，大聲的講「今天，被

仇敵偷去的，都要恢復！」榮耀、榮耀……來，我們來禱告一

分鐘，讓神開門、讓神翻轉。來，恢復我的時間、恢復我的

健康、恢復我的財務，恢復！恢復！複還給我！複還給我！

恢復！舉起你的手來宣告恢復，「祢恢復我的健康！」現在正

在發生，現在正在恢復！來，恢復我的孩子！恢復我的敬拜！

因為居家避疫我們失去了敬拜，因為居家避疫我們失去了人，

因為這個瘟疫我們失去了時間，但是現在奉耶穌的名我們說：

「時候到了，該恢復了！奉耶穌基督的名！」有些人在疫情期

間，失去你的事業、失去你的健康、失去你的思想，因為你

憂鬱。《聖經》說，這些事為你效力，使復興可以來臨。阿們！

是的，這些都一起效力，仇敵認為可以把你打垮，再次奉耶

穌基督的名，你要再站起來就更強壯！是因著耶穌的寶血！

耶穌的寶血！我們絕對不失去寶血的權能！寶血永不失能力！

永遠不失去！科技會改變、季節會改變、人會改變，但是主

耶穌的寶血，我說：「主耶穌的寶血」你們大喊說：「耶穌的

寶血不會失去大能！」哈利路亞！ 

榮耀！榮耀！繼續的敬拜。主耶穌的寶血！我們起來謝

謝祂的寶血，「主！我們謝謝祢的寶血」，耶穌的寶血永不失

去權能。因著耶穌的寶血神跡發生，因著耶穌的寶血復興正

在吹向我們！不斷對神稱謝，「主，我謝謝祢的寶血，謝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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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血，謝謝耶穌寶血。」耶穌的寶血！榮耀！只有主的寶血！ 

請聽！很快我就要來禱告，神的洪流正在流淌，祂的風

正在吹，我們要在集體的信心裏面來行動，你預備好領受恩

膏嗎？我們要在醫治神跡奇事裏面運行，你預備好了嗎？代

禱者、先知、使徒，現在有東西在釋放出來，你們要領受！

我們在集體的信心裏面。若是你要敞開的門、你需要被翻轉、

你需要健康、你需要和神有親密的關係、你需要有突破的話，

可以到前面來，唯有主耶穌的寶血，天堂的榮耀要降下來，

讓我們集體的相信。好不好我們一起揚聲，一起大聲的釋放

榮耀，釋放火。現在舉起手來就是敬拜祂。若是你會講方言，

你開始講方言，就是相信！相信！相信祂！相信祂！更大聲！

更大聲！哈利路亞！揚聲禱告，揚聲向神禱告，哈利路亞！

是的，向神禱告。「是的，主，我們相信！是的，主我們相信，

相信祂。」我們用方言來禱告，來領受，說：「是的，主，我

們相信！主，我們相信！」唯有主耶穌的寶血！「主，謝謝祢。」

榮耀！榮耀！奉耶穌的名！「主，我們愛祢，我們愛祢。」榮

耀！榮耀！觸摸！觸摸！火！ 

好不好我們請醫治團隊、牧長團隊和小家長都可以出來

為人禱告，每個人都被禱告到。醫治團隊請出來，牧者們出

來為每一個人禱告。 

我們繼續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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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耶穌的名，讓祢的風吹起來，讓祢聖靈的大風刮起！

聖靈的大風刮起！火！火！火！火！火！火！充滿這地！充

滿這個地方！不管你坐在後面或者線上上，讓醫治、釋放突

破，火！火！火！火！火！火！正在湧流，正在流向每一個

地方，有些人感覺到熱，有些人感覺到被醫治了，有些人的

眼睛被打開，在靈裏會看見事情正在發生。是的，正在發生。

有些人會領受新鮮的聖靈，新鮮的聖靈的浸！新鮮聖靈的施

洗！新鮮的聖靈的浸！聖靈的浸！領受聖靈的啟示！領受聖

靈！領受！好不好？每個人都有被禱告到了嗎？每一個人都

有被禱告嗎？我們彼此代禱。好不好在這神的恩高的裏面去

為某個人禱告，把祝福留給他？為人禱告是很美好的，你可

以去為你的家人禱告，好不好與你的肢體來一起禱告，與他

們一起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