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本文乃譯者根據講員視頻，義務整理的私人筆記。今提供出來，獻給神和祝福眾華人肢體。請尊重講員以及譯者版 

權，除修改錯誤，請勿變更，刪減，加添等等，或進行商業行為。感謝神！祝福華人肢體全然領受神要祝福我們的  ！ 

 

主題：【超越的 5778 逾越節】第七場：加速的加速！ 

日期：2018年 3 月 31 日 

講員：Jennifer LeClaire 

 

https://store.gloryofzion.org/products/passover-5778-a-time-to-go-

beyond?variant=6437234180128 

 

（24：13）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大家好嗎？我想你們一定是比現在的歡呼還更好的。

Jane Hamon剛剛才釋放了強而有力的信息。你們一定是大有收獲。 

有多少人會用方言禱告？請大家起立。讓我們在聖靈中禱告。（方言禱告）

今天上帝要帶領你們到某處，是眼睛未曾看過，耳朵未曾聽過的。祂賜給你

夢想。祂賜給你委任。祂賜給你異象。你領受到了外袍。你領受到委任。上

帝恩膏你。我們正處在一個重新對齊的季節！一個重新分派任務的季節！任

何無法震動的，將不會被震動！ 

你們當中某些人覺得自己卡住了。你們當中某些人覺得自己遭遇困境。你們

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勉強地過日子罷了。但是上帝今天要告訴你，“我正在帶

給你一個更新！我正在帶給你一個再生！我正在你的身後吹出我的靈的一股

新的風！你會從你所在之地興起！”，主說，“你將會前進！你將會前進！

你將會前進！”。 

我看到主正在償還你失去的時間。祂不只是贖回時間，祂還在讓你生命中的

時間加速！我宣告，“不再遲延！不再遲延！我破除你生命中遲延的

靈！”。我看到你，如同上帝的先知性的軍隊般興起！我看到你，釋放出上

帝對你自己的生命說出的預言！甚至是在你對別人發預言之前就對你自己的

生命發出預言！因為你正是你自己的最佳先知！ 

我剛剛看到靈界裡有一個開口。我剛剛看到天堂打開，天使在這裡上上下

下，釋放出任務，傳遞信息；因此，在接下來的 45 分鐘，假如天使拍你的

肩膀，傳遞信息給你，可不要驚訝。 

哈利路亞！大家來對神發出讚美的歡呼！耶穌！耶穌！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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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如果你們想坐下來，請便。如果你們要站著，也請便。你們也可以坐

在地上，因為你們是自由的！在主的同在中，你們可以做想要做的。哈利路

亞！ 

我要來尊榮使徒恰克皮爾斯和他的同工，統籌安排了這麼一個美好的慶賀耶

穌基督的慶典。我也感到很高興和尊榮，這裡有著影響列國的屬神的子民。

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參加我每天早上 6 點的禱告直播？請對我揮揮手。其它的

人要得到釋放才行，並且要起床！（觀眾大笑）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來自

世界各地，對你們而言可能是早上三點，五點等等。我每天早上都在臉書上

現場直播，而參加的人是來自全世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接著我要對其中一點做更深入的分享。Dutch 講

到，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時代。我很喜歡來查考詞彙的定義。因為這會幫助到

我真的理解和領受。我們聽到“時代”（era）這個詞彙。但其真正的意涵

為何？使徒芭芭拉昨晚開始談到天使，以及天使的幫助。上帝在去年對我提

到，豐收的天使被釋放出來；而當芭芭拉昨晚也提到財富轉移以及天使的協

助。這是我們要賣力進入的其中一件事。換句話說，我們要擴展信心，我們

要相信上帝必會成就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帝會轉移財富和差派天使幫助，以

讓你被呼召來從事的得以成就。 

聖經提到，“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 6：7）。這真理不僅適用

於金錢，而是凡你當初所種的，你都會從中收成。不光是金錢，而是適用於

每件事。一句好話；一個禱告；你們當中某些人需要更多人來為你代禱，那

就請你先擺上自己去為別人代禱，領袖們！你們當中某些人在家庭中需要和

好，那就請你自己先去成為別人家庭中的和事佬。然而，這當中是有天使在

旁效力的。 

（29：29） 

我從沒看過如此眾多的天使的活動，是如同我在去年所看到過的。這正在增

多，這是時間的記號。這正在增加，也將會增加。因此，要留意天使的動

靜 。 還 有 一 個 你 需 要 留 意 的 天 使 ， 就 是 轉 換 的 天 使 （ angel of 

transition）。我曾是名新聞從業人員，所以我喜歡來發問。假如你正經歷

轉換，請對我揮揮手。我親愛的神啊，我想只有三個人沒有揮手。我想，我

自己是活在轉換中的。當我才剛剛開始覺得調適過來，日子感到過得有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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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了，神就開始擴展我，改變我，總是有些新的，總是有些不同，總是有些

更多的東西跑出來。對此，我相信這正是神的方式，因為好像跟我有交流的

每個人，轉換的程度都像我一樣！ 

然而，在轉換的過程中，是有天使臨到的。有些是擴展的天使，有些是傳信

息的天使。。。上次我上 Jim Bakker 的節目，他請我談論關於天使的事

情。他問我，“你最喜歡的是那一種天使？“。根據聖經，是有不同類別的

天使的。我回說，”Jim，你這樣讓我挺為難的。因為每種天使我都挺喜歡

的。我會想要支取任何天使的幫助。但是既然你問了，我想，應該是爭戰的

天使吧！“。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但爭戰似乎成了我的口頭禪。換句話說，當你在服事，

想要來推進神的國度，那麼你就會面臨一些爭戰。有些人對我說，“你並不

需要來爭戰，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來敬拜耶穌就好了！這就是你全部需要來

做的”。我確實相信要來敬拜耶穌，阿門？但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

次，我們在新約裡看見我們是被呼召來爭戰的；我們是被呼召來攻城略地直

到祂再來；我們是被呼召與執政掌權的，以及其它的黑暗權勢爭戰；我們是

被呼召務要抵擋魔鬼，順服神，這樣魔鬼就必逃跑；我們是被呼召不要輕忽

魔鬼的詭計。。。因此，今天我要對你們說，我們必得要爭戰！ 

要通過門，必須要爭戰！門的另外一邊，有爭戰！爭戰是現實的一部分，但

這不是要讓你害怕，因為你擁有勝利！哈利路亞！奉耶穌的名！ 

根據詩篇 103：20，天使是聽從你口中所出的神的話語；神的心意是經由你

的口表達出來。神顯示給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必須讓天使開始來幫你做

事，因為他們是在那裡豎起耳朵，他們等在那裡，直到上帝的心意，神的話

語從你口中釋放出來，以致他們能夠為了你的人生執行出來。因此，我們必

須非常小心我們口中所出的話語。 

而天使的活動在增加。豐收的天使，轉換的天使。上帝也對我提及破繭而出

（metamorphosis）。破繭而出正在臨到！主顯示給我，有些基督的子民隱

藏起來；而有些人在上個季節看似在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快速地前進，無論是

在職場，家庭，不管是哪個你待在其中的山裡頭，假如你感到自己在前進，

在成長，然而突然之間，也許就是隔夜之差而已，你感到自己好像被遺棄

了。我聽到了台下有些人在笑，我聽到了一些應證。你心裡想，“到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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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事？我正在行動，我正在震動，我正在爬升，我正在與神同行；然而突

然之間，我感到自己陷入蠶繭中“，實際上，你就好像一隻蛹一樣。因為，

在毛毛蟲破繭而出變成蝴蝶前，它是隱藏的。要知道，上帝對你抱存更大的

心意；祂將要對你顯明另一個的層次！ 

大約 10 或 8 年前，我離開一間非常虐待人的使徒性教會。我所做的服事，

全都跟著終結在這個教會裡。我所有從事教導的機會，所有宣教的機會，全

都是通過這個教會。但當我跟隨主的帶領離開那裡，我經歷了一個隱藏的季

節，因為我可說是被剝奪一切，再也沒有服事的機會。我離開那裡以後，經

歷了一場巨大的隱藏的季節，可能也可稱之為曠野吧。我知道自己現在在對

某個人說話。 

你可能也可稱之為曠野。但是，你絕對不能輕視曠野時期。你必須了解，經

由這場破繭而出，上帝正在帶領你進入另一個榮耀！祂正在帶領你上的更

高！祂正在推你更深地進入祂的心意！這一切全都值得！ 

我經歷了一個隱藏的季節，以及 9 個月的增值時期（increments）- 這將會

發生在你們當中的某些人身上。我正在用主的話，對你們說話 – 在 9 個月

的增值時期後，上帝重新生出敵人試圖要在我的生命中進行殺害，偷竊，和

毀壞的。在 9 個月的增值時期後，我得到我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的合約。接

著，著作合約就持續不斷。從那時開始，我就是一直在加速中。 

（34：50） 

還有另外一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去年 11 月在我跟翟辛蒂，吉姆歌珥，以

及其他先知們在先知性長老使徒委員會（Apostolic Council of Prophetic 

Elders）聚集時，主開始對我提及“加速的加速“（ accelerated 

acceleration）。你們喜歡嗎？有誰喜歡這件事呢？祂開始對我說，”加速

的加速“，就在我開始禱告和宣告的片刻之後。本來是有著耽延接著一個耽

延，又再出現一個耽延。 

Dutch 在幾年前的講道中提到，“再也不會有耽延！將會有生產和改變出

現！”。而現在有一個加速的加速將會出現在任何一個想要此出現的人們身

上！我們必須抓住這一點！所以，我要對你們宣告，要穿好你的 New 

Balance 這牌子的運動鞋，因為要開始對此以及你生活中的其它事情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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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預備好來加速！預備好來跑步！我宣告，聖靈的風正在你身後！你必須

預備好與主同跑！ 

你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停頓，耽擱了這麼久。你們幾乎都忘記了，也把你的跑

步鞋棄之樓閣；但這是把它們找出來穿上的時候，因為凡是敵人想要偷竊，

搶奪，破壞的，主說，“你將會帶著我的復仇跑入當中！我會補償你！“，

主說。”我會把你失去的時間補還給你！“，神說。一個加速的加速！ 

還有，革新的靈（spirit of innovation）。主對我顯示，革新的靈正在重

返教會。因為許多人停頓了下來，但是他們知道，還有更多！須多領袖心裡

明白，還有更多！他們知道，還有別的地方可去。他們知道，是有遠比方

案，過程等等更重要的，是關乎同在！ 

一個革新的靈歸來。革新是藉著神的靈，而非教會成長的模式。革新的靈臨

到你的生命中。聖經提過機智的革新，我相信現在正在會場裡的某些人，是

具有創業家的心態的。假如你覺得上帝有賜給你革新的想法的人，請你現在

揮揮手。請大家環顧這些舉起來的手！天父，因著革新的靈臨到袮子民的身

上，我現在要感謝袮，奉耶穌的名。我感謝袮有這些代表們出現在會場。我

請求袮，上帝，請袮賜給他們瘋狂般的恩寵，奉耶穌的名，就在這個門戶打

開的年份！讓他們找到對的門戶！讓他們從本應來幫助他們的那些人身上得

到恩寵！帶給他們財務上的幫助！帶給他們金錢，所有讓那革新落實所需的

資源！哈利路亞！請大家蒙受祝福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哈哈！ 

這個房間裡會出現百萬富豪。我看到你了。你們當中某些人會因為撒種而成

為百萬富豪；有些是因著上帝賜給你的機智的革新推上市而制富。有些人可

能在這個時代還沒有看到財富出現，但是你是在永恆當中累積財寶。看清累

積在哪裡才是真正重要的。一個革新的靈回到教會，並停駐在你的人生中！ 

（38：10） 

還有兩點要分享，接著我要花全力來講述最後這一點。之前使徒芭芭拉也談

到運動。大約是幾個月前，主開始對我提到“運動中的運動”（movement 

of movement）。哇！運動中的運動！在這房間裡，有著運動外加的運動出

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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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衛要與歌利亞爭戰時，有多少人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當時都是膽顫心

驚的。他們的膝蓋都顫抖地彼此互撞。大衛在現場出現，從他口中冒出來的

話是，“嘿，讓我出場”。他所說的是，“我來豈沒有緣故嗎？”（撒上

17：29）。 

上帝賜給你們當中某些人，是為了某種目的而存抱的如此熱情；就好像是它

會讓你夜不成眠，你看著新聞就因此而悲傷不已。如同祂讓某些人投身在性

販賣的拯救上。祂要經由你而誕生出來；那個義怒，你所感受到的神聖的焦

慮擔心，實際上正是神在攪動你，要起身行動！若不是加入一個既有的運

動，就是來開始一個。 

我們是正處在一個運動中的運動的季節！奉耶穌的名，我差派你衝鋒陷陣！ 

假如上帝呼召你來誕生一件事情，不要退縮起來。是的，我們都知道敵人像

吼叫的獅子，到處尋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宣告，牠可是無法吞吃你！我宣

告，你會高乎其上！我宣告，你有信心的盾牌，可以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

你不會懼怕敵人的反彈！我破除害怕敵人反彈的那個懼怕！奉耶穌的名！我

們不會對敵人告訴我們的，對我們顯現的，像個懦夫一樣屈膝！我們會根據

上帝的帶領來正面迎敵！我們會遵從聖靈的指引！ 

我要告訴你們。會場中的某些人是應該要來生出運動的。有的人在說，“我

算哪根蔥啊！“。讓我來告訴你，你是誰！你是君王的孩子！活神的靈停駐

在你的裡面！你是無法被停止下來的！你是無法被震動的！ 

（40：41） 

上帝最後對我顯示的這點，也是現在我們要深入了解的。可能是昨晚，講員

有提到美國會出現巨大的釋放。在這個季節中，我們看到人們的生命裡出現

巨大的釋放。而上帝對我顯示，祂將會讓你從釋放進入夢想成真！（from 

deliverance to delivery of your dream） 

我不在乎你來自何處。祂會讓你從釋放進入夢想成真。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明

白，假如你有一個懼怕的靈，而你得到自由了，那麼你一定很高興。但是光

是高興還不夠，因為神對你的人生存有夢想，祂想要看到你賣力進入。你是

有命定的！你是有呼召的！你是有目的的！神要用勝利的靈幫助你越過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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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大家現在來歡呼！奉耶穌的名！你們今天早上很強壯！我想你們開始相

信了！哈利路亞！ 

難道不是使徒芭芭拉說的，是來狂野的時候了！我很喜歡這句話！我真喜歡

這句話！我們正處在一個來狂野作夢的季節！我們正在一個狂野作夢的季節

中！這就是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正在一個 karios 的時刻！是基督的身體來跨越的時刻！但是敵人在許

多的信徒身上造成癱瘓。換句話說，看起來你是沒法前進的。因為每一次你

試圖要前進，敵人就像一塊大磁鐵一樣，用過去的失敗，過去的被拒絕，敵

人或其他人加諸在你身上的各種傷害和傷口，硬是把你吸回去。但是上帝今

天要對你說，“是來讓過去的留在過去的時候了！因為我為你預備了未來和

希望！我的心中為你存留夢想！我會將你從過去的傷害中釋放出來！我也會

為了我的榮耀，讓你進入你的夢想！“。上帝是位美善的神！ 

我們正處在 karios 的時刻，是來進入超越的時刻！但是基督身體中的許多

人正卡在落後裡（stuck in the behind）。（大家興奮起來）哈，我的意

思可不是如此。你們能相信台下的人竟然如此反應嗎？我知道你們心裡在想

著同樣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撒旦退我身後去吧“這樣的退後

（behind）。教會裡大家歡笑是挺好的，我告訴過你們，你們是自由的，你

們的表現就像是自由的人。我很喜歡。 

上帝賜給我一些先知性的話語。我要讀出來，注解，談論。今天我要來激勵

你們。因為這是來超越的時刻！這是來超越你之前的所在地的時刻！而這是

需要來做點夢的！就好像我們昨晚所唱的歌，“讓我們大張著眼作夢！”

（dream with our eyes wide open）。我喜歡這首歌。因為當你大張著眼

作夢的時候，你就看到上帝要你看到的，並且你會朝此邁進！哈利路亞！全

然清清楚楚的！ 

（44：12） 

讓我來讀讀這一段話，算是對此的一個註解。上帝說，這段話是要給你的。

這是給我的，但也是給你的。假如你不想要的話，我要把你的那分也拿走；

但這是要給你的，所以要抓住它！ 

“我正在用我的榮耀在你身上作記號！我正在將你從裡到外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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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在此先暫停。有多少人知道，所有真正的改變，全都是從內部開始的？

這正是你的破繭而出的過程的一部分！這正是上帝所正在做的一部分！祂正

在這個季節，送出一個新的身份，一個新的任務！我告訴你，有一個新的對

齊，新的任務，但這需要一個破繭而出的過程！ 

祂說，“這是來追逐我的一個新季節！你將會更有效率！你將會更有效能！

你將會事半功倍！你無法看到，也很難相信，但是我是撰寫的那名作

者！”，主說，“把限制挪走！把蓋子拿掉！”。 

對於今年，我要來加些註解。上帝在昨天早上還是兩天前告訴我，祂正在對

追尋者釋放出協同效應！ 

聖經中提到，祂是賜獎賞給尋求祂的人的那位神。祂是賞賜那些懇切尋求祂

的人的獎賞者。在這個季節中，祂正在釋放神聖的協同效應給那些神聖的尋

求者。我要告訴你，神聖的聯結，正要臨到你！神聖的重新聯結，它們正要

臨到！ 

讓我來讀這些句子。“把限制挪走！把蓋子拿掉！”。在馬戲團裡，有多少

人曾去過馬戲團？當大象還是頭象寶寶的時候，他們會拿一條繩子綁住那小

象的腳，我不知道實際上他們會綁多久，可能好幾個月，也可能好幾年。繩

子一邊綁在象寶寶的腳上，一邊綁在柱子上。牠能夠行動的所有範圍，就是

繞著那柱子。當象長大，人們把繩子解開，這象仍然不會在超越之前的範圍

外行動。這就是敵人在許多人的心思意念裡所做的。因為我們可愛的，但是

了解不多的父母告訴我們，去跟第一個對你表示好感的異性結婚就好了，這

樣子比較安全；或者是找一個有保障的行業做做就好了，反正你永遠也不過

就是個學校老師，或者是開拉圾車的。。。假如這真是上帝呼召你去做的，

那真是很棒！然而，我們若是接受了這種限制性的想法，是敵人加諸我們裡

面的限制性的想法，那麼今天我們就得來破除它！ 

上帝說，“我正在為你打開新門！不僅僅是恩寵而已，我正在將你從恩寵轉

換到打開的天堂！”。你能活在打開的天堂下，這絕對是可能的！你可能要

一路爭戰才能到達，你也可能要爭戰才能保持一直活在打開的天堂下，但這

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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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說，“你不需要拼命，而你也不會缺乏；我會行在你前面！為你開路！

那個神聖的聯結就要臨到了！它就在眼前！”。 

關於神聖的聯結，你必須要加以分辨。因為並非所有的聯結，全都是神聖

的。讓我告訴你，有些的聯結是出自魔鬼的。有些人是魔鬼差來進入你的生

命，這看起來是件好事，聽起來是件好事，感覺也好像是件好事。這也許真

是件好事，但並非是合神心意的事！ 

也有些你生命中的對齊，是與一些非常好的人聯結的，但這並非神聖的聯

結。然而，你與誰對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假如你與錯誤的人對齊，那

麼你就佔了正確的那個人的位置了，這點你了解嗎？ 

神聖的聯結就要臨到了！你會看到，你也會知道！ 

主說，“我確實在對你所面臨的困難，賜給你雙倍的祝福！”（double for 

your trouble）。哇！這真是一個來歡呼的理由！ 

（48：36）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但我的人生中可是充滿了困難。而上帝是如此信實地補

償我。等一下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今天我要來建造你們的信心！因為這是我

們預備來超越的時候！這是我們預備來跨越的時候！這是我們預備來進到前

所未曾進入之處的時候！我要你們離開這裡的時候，是充滿了電，並且狂野

地作夢！ 

接著上帝對我說了些話，絕對是完全改變我的想法的，並且是永遠的改變！

祂說，“我賜給你的能有多少，是正如你對我所相信的程度！”。接著祂

說，“你到底能多麼相信我？”。祂又說，“再度來作夢！來作狂野的夢！

來作巨大的夢！來與我同作夢，我就會與你同作夢！”。 

來思考一下，你能夠多麼地相信祂？祂會照著你所相信的程度，將之賞賜給

你！ 

你們當中某些人懷抱著巨大的夢想，但是你的信心並沒有與你夢想的大小相

稱。但是我們今天會得到這樣的信心！我們將會超越！奉耶穌的名！我真希

望今天有五個人來同意我，那麼不到一個心跳的時間，我們就可以改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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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帝的心意，是要有一個巨大的家庭，是關於靈魂，靈魂，靈魂。。。

祂要使用你做為祂榮耀的媒介！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見證，因為我要你們今天能抓住一些東西。我的

女兒再過幾週就要滿 21 歲了，你能夠想像嗎？她長大成人，這讓我感到自

己變老了。有的人說，“你看起來不像是夠老得能寫出 25 本書”。我回

說，“我從 5 歲就開始寫書了”。哈利路亞！我知道自己看起來不像是能寫

出 25 本書的人。我希望自己比實際年齡看起來還要年輕。女士們，對嗎？

我們希望自己比實際年齡看起來更年輕。 

當我女兒兩歲大的時候，我先生在 30 歲時就經歷了中年危機，跑去拉丁美

洲跟一位大約年僅他一半歲數的女孩結婚，把我們拋棄了。我記得當時自己

還沒真的算是得救，但我心裡明白這是神的作為。然而我是對神頗為生氣

的。有多少人知道，神從來不會做錯事，但有時候我們會遷怒於祂？我還記

的自己趴在床邊，因為我女兒晚上睡不著，她每晚都哭泣和叫喊著“爹地，

爹地。。。”。這讓我非常的生氣。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對神揮拳相向。問

祂，“為什麼袮容許這件事情發生？”。我怪罪於祂。 

這是我人生中一件非常受創的事件。我只好賣力掙扎地試圖恢復正常的生

活。而不過是幾個月後，我因著一件錯誤指控的案件而入監。他們說，“你

要被關五年”。我說，“親愛的上帝啊，我的女兒才失去父親，現在她又要

失去母親嗎？但我是無辜的啊！”。然而他們還是說，“你要被關五年”。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傳福音的來監獄裡。你們難道不感激有監獄事工的

存在嗎？傳福音的來到監獄裡！當時我並沒有吸毒，但我最好的朋友是吸海

洛英的，她是海洛英的上癮者。我本要搬去紐約市，因為我在一家名列

Fortune 500 的公司裡上班。正當我要從邁阿密搬去紐約的時候，突然有一

天，警察來敲我的門，把我帶走了。我這個吸食海洛英的朋友對我做見證，

她說，“我本是個吸毒者，但是上帝救了我”。我想，假如上帝能夠救她，

那麼就一定也可以救我！我已經沉到谷底，沒有辦法更糟了。因此，我交托

出去，我把所有都交托給上帝。我說，“感謝袮，耶穌，請袮進入我的心，

改變我的生命。我需要袮！”。 

當時我申訴三次，法官都駁斥回來不讓我假釋。他們說，得要關 5 年才行。

而當我得救的時候，上帝馬上開始對我說話。祂說，“第 40 天的時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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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出監！”。我說，“第 15 天，可好？”，因為那天是快要到第 14 天。

但是祂說，第 40 天。接下來，我領受到一個又一個的應證。你知道的，當

你還是一個基督徒嬰孩的時候，我知道你做過這樣的事情。當你要求應證，

你就打開聖經，在一翻開的那一頁上，馬上手指著一節經文，而那節經文就

是你得到的應證了。而超自然的，每一次我手所指到的就是像“在曠野的 40

天”，“40 天的下雨”。。。每一處我指到的，都是 40 天。因為我無法知

道要如何用更好的方法求應證，所以主自己對我做了應證。 

我就把這件事情告訴每個我在監獄裡遇到的人。我告訴了在牢房裡上下鋪的

室友，我告訴了 CO，哦，對了，這是監獄裡的懲教人員（Correction 

Officer），假如你從沒入過監，不知道他們是誰的話。我告訴他們，“我

在第 40 天就會出監！“。他們說，”你哪裡也去不了“。我說，”我一定

會出監。因為我是無辜的”。我的室友說，“我也是無辜的”。所有其它的

女囚犯全都說她們也是無辜的，因此她們開始唱起來，”我們是無辜

的。。。“。結果，全監獄裡的犯人全都變成無辜的，連一個有罪的人也沒

有。一個也沒有！但我真的是無辜的。 

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必須經歷一些審訊。這並不是在監獄的牢房裡而是不

同的部門。她們去見法官，有些人哭著回來，說道，“我被判了 10 年“；

有些人很高興，說她們會被釋放。而我所是最後一個去聽審訊的。我獨自一

人待在那裡，一直對耶穌禱告，”拜托袮耶穌！請袮做點什麼！。。。“。

這就是當時我的禱告生活，我就只會禱告，”耶穌，幫助我！耶穌，幫助

我！謝謝袮，耶穌！”。 

但僅管如此，這還是能托著你很久！這比那些宗教化的法利賽人所做的華麗

辭藻的禱告還更能托著你！我並不反對華麗辭藻的禱告，但是你並不需要做

聽起來很棒的禱告，才能觸動神的心！ 

他們進來對我說，“你的律師在電話上，你要跟他說話嗎？“。我說，“那

挺好的”。我接過電話，律師說，“你喜歡今天就回家嗎？”。我說，“今

天是第 40 天，看起來是對的日子！”。 

讚美神！哈利路亞！ 

（55：33） 



12 
 

 
 * 本文乃譯者根據講員視頻，義務整理的私人筆記。今提供出來，獻給神和祝福眾華人肢體。請尊重講員以及譯者版 

權，除修改錯誤，請勿變更，刪減，加添等等，或進行商業行為。感謝神！祝福華人肢體全然領受神要祝福我們的  ！ 

 

我們正處在一個巨大釋放的時候！無論捆綁你的是什麼，來相信神！來再度

作夢！你不需要被你的過去捆綁！我不在乎你過去發生了什麼！你有一個更

好的未來！我不在乎別人對你做了什麼，饒恕他們，放掉它！上帝為你預備

了這麼多更大和更好的事情！你可以來苦毒（bitter），或是來變得更好

（better）！ 

這裡的某些人經歷過巨大的背叛，是出自那個你非常親近的人，與你同行，

但是把他們的鞋跟踏在你身上往上爬。但是上帝今天要告訴你，“這個背叛

是為了你的好處！”。因為若非如此，你是不會離開他/她的。因為你是忠

誠的，因為你是忠心的，因為你就是不死心，還是要再試一次，希望這次的

結果能夠改變。因此，上帝讓你看到他們的真面目。但是，不要變得苦毒。

這個背叛是為了你的好處！我很感謝神，我的先生拋棄我。你知道為什麼

嗎？因為他是信假神的，而上帝禁止我停留在那個位置。假如我還與他維持

婚姻的關係，到頭來我會直通往地獄去！ 

但是神！一切都在祂的憐憫中！ 

我在第 40 天出獄了。我的雙親不敢相信我竟然出獄了。他們認為我可能會

被關五年，因此他們把我的公寓退掉了，他們也把我的車子，狗，我所有的

東西都給拿走了！所以，我出了獄，沒有先生，沒有任何錢，因為我費盡所

有積蓄就為了要出獄；我也沒有狗，我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我所有的，就

只有神！我所有的，就只有耶穌！而這也是全部我所需要的！因為祂是萬王

之王！祂就住在我裡面！我把所有都交托給祂！我把所有都視為糞土，我

說，“神啊！我全力投入！就是袮和我，我們倆人來對抗全世界！”。哈利

路亞！ 

就是你和祂，來對抗全世界！你不需那些東西才能來對抗敵人，你所需要

的，就是來賣力前進！你只需要來賣力前進！ 

讓我告訴你一些事情。當我出獄的時候，我最大的夢想也不過就是能夠為

Charlies Stanley 的 In Touch 雜誌寫篇小文章罷了。我說，“假如我能夠

進入 Charlies Stanley 所辦的 In Touch 雜誌社做事，那麼我就心滿意足

了”。我只不過想要使用我的恩賜來服事神而已；我只是想要使用我的才能

來為神的國度效力。然而，我一點也不知道的是，我竟然會成為全世界最大

的基督教雜誌社，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性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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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位美善的神！哇！。。。上帝是美善的神！上帝是美善的神！祂是美

善的！ 

祂對你有一個夢想！祂比你的夢想還要大！這就是為何你還沒有成就你的一

些夢想！因為，你的夢想啊，我的朋友，它們太小了！神對你有大得多的夢

想！ 

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會寫出 25 本暢銷書，被翻成 5 種語言。我一點也不

知道，神對我的計劃是要去到列國，來教導關於耶洗別的事情。讚美神！興

起先知，哈利路亞！我原本一點也不知道。 

當我剛從監獄出來，為了要出獄我花盡了每一分積蓄。我的先生留給我一大

筆債務；國稅局的債，信用卡的卡債。。。你隨意叫的出名字來的，我全都

有份。這就是我當初所負的債務，非常的壓迫人。我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

能夠安安靜靜地吃完晚餐，而不會有討債公司的電話打來要債。 

我不知道的是，上帝的夢想比我大得多。今天，我百分之百的脫離債務！我

名下有五份地產，以及 23 英畝的土地！全都付清！因為上帝對我人生的夢

想，是要能毫無攔阻地傳講福音！ 

我要把債務從你身上破除掉！奉耶穌的名！我現在釋放出財務的自由！上

帝，我們為了錯誤地支配袮的金錢而悔改！但是我們知道，上帝，袮讓我們

的債務超自然的完全免除，這對袮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奉耶穌的

名！大家來相信我！大家來相信我所宣告的！ 

假如你今天來撒種，相信上帝會免除你的債務，假如祂能夠為我這麼做，祂

也一定會為你而做！祂會這麼做的！ 

（1：00：19） 

大約 6 個月前，神開始對我講到一個新的夢想。祂開始對我提到，從

Charisma 這雜誌社的職務上退下來。人們認為我大概瘋了。“你為什麼要辭

退這麼一個在基督教的媒體中，享有如此崇高聲望的工作呢？假如你辭退這

個職務，那就挺難找到比目前這個還更高的職位了！”。但是上帝開始對我

提到一個新的夢想。Charisma 雜誌社是一個很棒的組織，我對他們一點也沒

有不滿。但是上帝說，“20 年後，你不會希望自己把時間花在建造一本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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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你會希望自己將時間花在建造神的國度！”。祂在多年前告訴我，“我

將要差派你去許多國家“。因此，就像我辭職一樣的快速，一個國家接一個

國家，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開始邀請我去服事。 

我跟大家分享這些不是要來誇耀。因為我就像保羅所說的一樣，是最大的罪

人。若跟上帝分離，那麼我就什麼也不是。我今天這麼分享，是要表達上帝

不是一個勢利眼的神。你的人生也許看似停頓不前；也許看似所有都在敵對

你。你們當中某些人可能遭遇過我無法想像的災難或悲劇，但是上帝是更大

的！上帝要將你從災難中釋放出來，進入得勝！奉耶穌的名！ 

來相信這點！在你之前的，會比你的過去還要美好！來狂野地作夢！我們必

須要狂野地作夢！我們必須要來狂野地作夢！ 

聖經提過，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 55：

9）。而我今天要對你們說，祂的夢想比你們的還要狂野！我們必須要轉換

我們的思想模式！我們必須竭力達成神為我們的人生所預備的夢想！祂對你

的人生真的有夢想！祂確實如此！祂愛你是如此之多！ 

諾貝爾獎得主喬治·伯納德·肖（George Bernard Shaw）曾經說過，“你

們看到事情，說道，『為什麼？』。但我是在作從未在現實中出現過的夢

想，說道，『為什麼不呢？』”。 

為什麼不呢？為什麼不是你呢？為什麼不是你呢？為什麼下一位百萬富豪的

創造家不是你呢？你將會回饋到神的國度裡，對嗎？你不是為了滿足你個人

物質的欲望，你是嗎？不是的！你要來推進神的國度，那麼，為何不是你

呢？你為何無法去讀醫學院，拿到文憑，拯救生命，為何不是你呢？你為何

不能成為基督教最大的媒體機構中下一任的編輯呢？為何不是你？ 

不論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是什麼，為何不是你呢？魔鬼要告訴你，你太年輕

了！你太老了！你的教育程度不夠！你太白了！你太黑了！你是不知怎麼的

就是不對勁！但是你知道嗎，牠是太邪惡地讓人能夠來聽牠講的！你需要來

做的，就是停止來聽魔鬼的那些錯誤的預言！因為魔鬼是會對你發預言的。

牠會告訴你的。 

你去看醫生，拿到糟糕的檢驗報告；他們說，癌症正在吞噬你的身體，魔鬼

會對你發預言，“你死定了！”。你必須也對魔鬼發預言，你必須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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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說。。。”。你知道嗎，打屬靈爭戰的最佳方法，就是像耶穌一樣，

經上說，我會活下來，不會死亡；並且宣告出來上帝了不得的話語！ 

你的寶貝孩子開始走入歧途，魔鬼就開始發預言，牠開始說，“他是永遠都

不會回家的！他會死掉，下地獄！你不知道他們涉及了什麼。今晚我就要奪

走他的命！”。但你必須對魔鬼發預言回過去！說道，“經上說，我照著神

的心意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離！（箴 22：6）他正在回

家！奉耶穌的名！”。 

假如你在面臨財務方面的問題，魔鬼對你發預言，“你會失去你的房子！你

會失去。。。你會失去。。。”。你要來對魔鬼發預言，“經上說，我的上

帝會供應我一切所需（參-詩 55：22），是照著耶穌基督裡的豐盛和榮耀

的！”。 

你必須對魔鬼發預言回嘴過去！這就是大衛在戰場上所做的。但歌利亞說，

“我要砍下你的頭”；大衛回嘴過去，說道，“就在今天！再不耽延！”。

就在今天！ 

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曾說過，“若要設定目標，或是作一個新的夢，你

是永遠都不會太老的！”。 

（1：05：03） 

來想想亞伯拉罕。亞伯拉罕的夢想是要擁有自己的後代。但是他的妻子不能

生育。希伯來文的“不孕”（barren）這個詞彙，是非常深厚的，雖然它並

沒有 12 個不同的含義，而只是“不育”這個意思而已。但是你知道字典的

定義是什麼嗎？“沒有生產力的”（unproductive），“不結果子的”

（ fruitless ） ； “ 沒 有 利 潤 的 ” （ unprofitable ） ； “ 空 虛 的

“（empty）；” 精神呆滯“（mentally dull）；“愚蠢”（stupid）。 

敵人要你感到可能會失敗並且看起來很愚蠢而心存懼怕。這就是為何你們當

中有一半人不會去追求你們狂野的夢想，就是因著害怕失敗，或是因著別種

緣由心存恐懼。你不想要看起來很糊塗，也不想看起來很愚蠢，但是你不會

的！信靠你的必不致羞愧（箴 25：3）。今天這裡有多少人是信靠神的？信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來 11：1），所以敵人要來略奪你的希望，以致牠殲滅

你的信心能夠得逞。但這不會發生！今天可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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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信心正在上升！我能夠感受到！信心正在上升！我感受到了！ 

在創 15：2-6 裡，亞伯拉罕對主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我

甚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亞伯蘭又說：「你

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

「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於是領他走到

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

後裔將要如此。」“。 

亞伯拉罕只想得一子。他滿心所願也不過如此。他說，“主啊，我沒有任何

後裔“。他甚至不是說無眾子，而是說無一子。然而耶和華叫他到外邊，抬

頭看看是否能數算星星，而他的後裔也將是如此。以前我想像亞伯拉罕走到

外邊，真的抬頭開始數算星星；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十

五。。。二十。。。五十。。。一百。。。糟糕，搞混了，再重新開

始。。。 

重點是，天空有太多的星星，他的後裔是數不過來的。你難道不慶幸亞伯拉

罕是個信神的人嗎？否則，今天我們甚至不會在這裡！這位信心之父，你能

想像得到嗎？ 

哈麗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注 1）是位逃脫奴隸而成為在 1800 到

1900 年代領導廢奴主義者的一名領袖。她曾經說過，“每一個偉大的夢想都

是源自一個夢想家。永遠都要記得，你擁有能力，耐心和熱情來摘星，來改

變世界！“。 

當我舉目遼望，我看到眾多改變世界的人！這就是我所看見的！今天我要對

你說，我奉耶穌的名宣告，無論你來自哪個城市，無論你來自哪個國家，你

正在奪回你的信心，再度來作夢！你正在奪回國家！你會走在打開的天堂

下，因為你決定要如此行！你會不記代價直到達成！這也許會需要一些屬靈

的操練，但是你將會突破！我在你身上釋放出突破者的恩膏！奉耶穌的名！

一個突破者的恩膏，來衝破那試圖要來擊潰你的！來衝出那試圖要壓垮你

的！。。。爆發出來！爆發出來！爆發出來！。。。耶穌！ 

（1：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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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試圖要讓亞伯拉罕數算天上的星星，來狂野地作大夢，不顧事實的真

像是，他的妻子是不孕的。聖經中提到，亞伯拉罕將之視為事實般的相信

了。這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之前我對你們說過，你就是自己生命裡的最佳

先知！來對自己發預言！照著鏡子，對你自己發預言！“你擁有突破者的恩

膏！你遠不只是名征服者！。。。“。不要去到鏡子前，對你自己說，”我

今天的頭髮可不好看“，”看看我臉上的那顆痘子“。。。要這樣子對自己

發預言，”我看起來氣色很好“，”我在基督裡看起來真美“，”我在主裡

是很美貌的“，”我是挺有恩膏的“。。。哈利路亞！來對你自己發預言！ 

亞伯拉罕狂野地作大夢，而上帝在為彌賽亞的來臨在鋪路！ 

哈拿也是不孕。撒上 1：10-11 提到，她不孕，心裡愁苦；因為心裡愁苦，

所以禱告。我很喜歡這點，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心裡愁苦，她不會試圖隱藏自

己心中的苦毒。你知道有些人對某個人說，“你看起來有苦毒“，”我可沒

有苦毒！“。”很抱歉，你好像被冒犯了“，”我可沒有被冒犯！“。。。

你可知道要如何來冒犯一名基督徒嗎？那就去對他們說，”你好像被冒犯了

“，結果就是，他們要不是已經被冒犯，就是會立即被冒犯到！“我可沒有

被冒犯到，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樣子是錯的”。承認被冒犯就好像是犯了一

個惡名昭彰的罪一樣。 

而哈拿心裡愁苦，她去禱告。看到了嗎，假如你心裡愁苦，那就去禱告，神

會來釋放你。你們當中某些人心裡有苦毒，你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你周

圍的每個人卻是知道的。聖經中關於具有根源的提到了兩件事情。貪愛金錢

是魔鬼的一個根源，苦毒則是敗壞了許多人的另一個根。我知道自己在對這

裡的許多人說話。你並沒有在聽我說的，而是在與神對話，那真是太棒了！

假如你有苦毒，那就去禱告，請求主來釋放你，因為這裡正運行這釋放的恩

膏！ 

哈拿對主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

女，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讓

我再來讀一節經文。箴言 13：12，“所盼望的遲延未得，令人心憂；所願意

的臨到，卻是生命樹”。 

哈拿得到了她突然的突破。我要對你發預言，奉耶穌的名，對於那些持續賣

力推進的人，你們會得到突然的突破！有一個突然的突破！你突然的突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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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到了！你需要來抓住它！聽著！這個突然的突破是屬於你的！我們甚至是

從一個突然的季節，進入到一個立即的季節！那些一個季節又一個季節讓你

逃避的事情，還不是一個突然，而是一個立即，我是在講釋放出一個神蹟！

奉耶穌的名！你知道這立即是什麼嗎？這是一個神蹟！是一個神蹟！哈拿得

到了她突然的突破。 

箴言 29：18 提到，“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海倫凱勒是位盲人，也是個

聾人和啞巴。但是她從哈佛大學畢業，發明了稱為”點字“（Braille）的

語言。她說，”唯一一件比失明還更糟糕的事，就是擁有視覺，卻沒有異

象！“。 

哇！主，請袮今天來恢復我們的異象！奉耶穌的名！在已經妥協的異象，在

大利拉來到，將你子民的異象變得模糊不清，主，請袮來恢復異象！（參士

16）奉耶穌的名！你們當中某些人是肉體上有視力的問題，你們將會在這場

聚會結束前得醫治！你們自己檢查看看！自己檢查看看！這將會發生！將會

發生！ 

（1：13：05） 

我要來讀一個故事給你們聽，然後我就要結束了。這個故事是關於迪士尼

的。我現在住在邁阿密，但是我是來自奧蘭多（Orlando）的。基本上，迪

士尼可說是在我的後院，橘林（Orange Grove）的裡頭。後來迪士尼買了這

片土地，開始建造樂園。所以我是常常去迪士尼那裡的，當我是個孩子的時

候，我是很高興去迪士尼的。迪士尼這位可能是最會作夢的人，曾說過這段

話，“假如你有勇氣去追求，你所有的夢想全都可以成真！“。你必須有勇

氣，才能夠超越！ 

迪士尼這麼說，“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挺有趣的！“。 

他說，”假如你能作得了夢，那麼你就絕對成得了事！“。 

他也說過，“第一，去思考；第二，要相信；第三，來作夢；而最後，得勇

敢！“。 

你可能會認為，他光是說說是挺容易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你必須明白，他

不是一直都站在世界的頂端的。讓我來分享這個故事。我在達美的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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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一部關於迪士尼的記錄片。我也找到一份文稿，是類似地解釋了這同樣

的事跡。我希望你們能領受到我所要分享的。我並沒有寫這份文稿，但我要

讀給你們聽。 

“1934 年的一個傍晚，華特迪士尼上到一個錄音台前，面對一群動畫製作

者。大約花了 4 個鐘頭的時間，迪士尼講述了白雪公主與 7 個小矮人的故事

“。大家熟悉這個故事嗎？”迪士尼熱忱地講述了整個故事。最後，他終於

對大家宣布，要將白雪公主與 7 個小矮人的這個故事製作成一部正常長度的

電影“。大家必須要了解，這並非是迪士尼的工作室所要製作的第一部動畫

電影，當時全世界從來沒有人製作出一部正常長度的動畫電影。從沒有人做

過！這將會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以前也只有大約五分鐘長度的動畫，會穿插

在電影中播放罷了。這些動畫製作者說，『這得膽子夠大，才能來做他所做

的』。而好萊塢製片工業其餘的從業人員，全都心存懷疑“。 

有多少人知道，對於該與誰分享你的夢想，你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是會冒出

許多專門批評論斷的三姑六婆（Negative Nancys and Debbie Doubters）

來把你的夢想偷走。來想想約瑟“犯錯手冊“中的那一頁。他把神賜給他的

異夢分享給他的哥哥們，結果他的哥哥們把他扔在坑裡，雖然神還是讓這件

事情顯現出祂的榮耀。但要知道，有時候你的口風得要夠緊！ 

“好萊塢聽到風聲，結果他們就群起來在媒體上攻擊他。他們稱呼他為『迪

士尼的諷刺劇』（Disney’s folly）。換句話說，『你是個傻瓜！迪士

尼！你以為你誰啊？』“。 

這就是他們會說的。他們會說，”你辦不到的！“，”你一定會破產！

“，”在 X 歲之前，X 分之 X 的人都會得癌症“，”這些多的學生是永遠都

無法畢業的“。。。這些人到底是誰？今天你要停止聽他們所說的，來開始

聽上帝所說的。 

迪士尼開始躍入未來。來聽聽他所說的。“這是被預言過的，任何人能夠靜

觀其變。但只有一個可以成功的方法，那就是埋身投入，不計一切代價，拍

攝影片。在金錢，才能或時間方面都不要有任何妥協”。（注 2）這就是你

必須要做的！當上帝給你一個夢想，就是不計一切代價的投入！就是來投入

你所有的一切！假如上帝對你說話，那麼祂就真的會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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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說道，“會有支援異象的供應”。我個人相信，確實會有支援異象的供

應，但我也相信，有時候會有關乎支援異象的供應的爭戰。人們說，“假如

是上帝叫你去做的，那麼要得到供應的金錢是一點也不會困難的”。噢，上

帝啊，這樣宗教化的東西。停止來殺掉我的夢想！咧咧咧。。。這就是宗教

的靈聽起來所是的。 

這裡有沒有任何人有宗教的靈呢？因為我是被差派來在下一個講員上台前，

拔除掉你們裡頭的宗教的靈的根。我看到某些人指著身邊的人，這是不是挺

壞的？ 

迪士尼是在整個國家正陷入癱瘓的經濟大蕭條的時期時，付諸行動的。要知

道，當時大部分的人民甚至無法負擔得起電影門票，而他竟然訂立目標，要

來製作有史以來製作成本最昂貴的電影，就在經濟大蕭條的期間！當時預定

的製作成本是五十萬美元。若是今天，這樣的經費預算還不算太多，但是在

經濟大蕭條的期間，財務會是個問題，最後的花費也遠超出當初估算的 10

倍。問題接踵而出。洛衫機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提到，“迪士尼永遠都無法

完成製片，他是沒法發片的”。 

接著事情出現轉機。在 1937 年的 12 月 21 日，這部電影在洛衫機的 Carthay 

Circle Theatre 首映，這是好萊塢黃金時代最著名的其中一家電影院。（注

3）那時，好萊塢所有有頭有臉的人物全都出席。喬治·伯恩斯（George 

Burns） , 凱利·格蘭特（ Cary Grant） , 瑪琳·迪特里希（ Marlene 

Dietrich），金潔爾·羅傑爾斯（ Ginger Rogers），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他們從頭到尾地看完整個影片。之後他們一致

同意，就算迪士尼沒有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麼他也是成就出極度難以

置信的事情。 

我相信你們都看過白雪公主，知道這個故事的發展。當白雪公主死掉的時

候，所有的觀眾都在流淚，戲院裡沒有一個人的眼睛是乾的。我們是在講所

有這些赫赫有名的成年男子，凱利·格蘭特，查理·卓別林。。。都哭得像

個嬰兒一樣，就為了部卡通片。迪士尼知道自己成功了！他成功了！歷史告

訴我們。戲院裡的椅子鋪著紅色天鵝絨布。但因為絨布上有淚痕的印記，所

以戲院不得不將絨布換掉。 

（1：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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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這裡要告訴你們。來作夢！上帝差派我來這裡告訴你們，來作夢！ 

上帝並不偏待人。祂過去在我生命中所作的，正是神蹟！而祂也要在你身上

做同樣的事！ 

請大家都站立起來。有多少人得到激勵？這並不太困難！並不怎麼困難！對

所有信靠祂的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天父，今天我來感謝袮！藉由聖靈的恩膏，我破除耽延！我破除沮喪洩氣！

奉耶穌的名！ 

我感謝袮！主，請袮用新鮮的靈來充滿我們！攪動我們的心！賜給我們夢

想！賜給我們異象！幫助我們以袮的方式看見！因為袮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

念，袮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而我們今天要來同意袮，主！ 

不論要付上多少代價！不論面對的攔阻有多大！我們要與我們的活神同站

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在袮裡面，袮也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宣告，神若幫助我們，無人能抵擋我們！當天堂全都站在我們這一邊， 

到底是誰在抵擋我們，這一點也不重要！ 

大家來歡呼，哈利路亞！ 

（1：21：30）（恰克：） 

讓我們來感謝神！讓我們為著這個信息來感謝神！ 

這正是讓我們預備好來跨越的信息。我告訴你這點。你深呼吸，抓住這點。

你宣告，“我要再來作夢！”。 

告訴身邊的兩三個人，“我正再度來作夢！”。 

告訴身邊的兩三個人，“你的加速就要開始加速了！”。 

再告訴身邊的兩三個人，“我真高興，你沒有在監獄裡！”。 

我很高興講員沒有問，這裡有多少人曾蹲過監獄。監獄正是被差派來幫助社

區之處。 

主，我們為這個信息來感謝袮！這信息讓我們全都進入信心的一個新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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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我們稱頌袮！ 

我會至少來買她所著作的兩本書。她著作了 ”撒旦致命的三重

奏 ”( Satan’s Deadly Trio ） ， “ 擊 敗 耶 洗 別 ” （ Defeating 

Jezebel）。這是今年將需面對的其中一個大爭戰！至少這些書是目前的一

些關鍵書籍。我很高興除了我以外，有其它人看到這些屬靈爭戰的書籍。

“屬靈爭戰的戰略計劃“（The Spiritual Warfare Battle Plan），我很

喜歡這本。 

主，我們感謝袮差派 Jennifer 來此！主，我們祝福她，以及她得勝的見

證！ 

（1：23：42）（完） 

注 1：可參考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iet_Tubman。 

注 2：可參考 - http://www.tfaoi.com/aa/9aa/9aa225.htm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5JDwAAQBAJ&pg=PA38&lpg=PA38&dq

=walter+disney,+plunge+ahead+go+for+broke&source=bl&ots=pqwTugQQ-

O&sig=YYVnSuO8l46jySljHR_xcFAjN5Q&hl=en&sa=X&ved=0ahUKEwjHjtj5tLra

AhVr4oMKHQK6BjoQ6AEIRzAF#v=onepage&q=walter%20disney%2C%20plunge%2

0ahead%20go%20for%20broke&f=false 

注 3：可參考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thay_Circle_Theat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iet_Tubman
http://www.tfaoi.com/aa/9aa/9aa225.htm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5JDwAAQBAJ&pg=PA38&lpg=PA38&dq=walter+disney,+plunge+ahead+go+for+broke&source=bl&ots=pqwTugQQ-O&sig=YYVnSuO8l46jySljHR_xcFAjN5Q&hl=en&sa=X&ved=0ahUKEwjHjtj5tLraAhVr4oMKHQK6BjoQ6AEIRzAF#v=onepage&q=walter%20disney%2C%20plunge%20ahead%20go%20for%20broke&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5JDwAAQBAJ&pg=PA38&lpg=PA38&dq=walter+disney,+plunge+ahead+go+for+broke&source=bl&ots=pqwTugQQ-O&sig=YYVnSuO8l46jySljHR_xcFAjN5Q&hl=en&sa=X&ved=0ahUKEwjHjtj5tLraAhVr4oMKHQK6BjoQ6AEIRzAF#v=onepage&q=walter%20disney%2C%20plunge%20ahead%20go%20for%20broke&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5JDwAAQBAJ&pg=PA38&lpg=PA38&dq=walter+disney,+plunge+ahead+go+for+broke&source=bl&ots=pqwTugQQ-O&sig=YYVnSuO8l46jySljHR_xcFAjN5Q&hl=en&sa=X&ved=0ahUKEwjHjtj5tLraAhVr4oMKHQK6BjoQ6AEIRzAF#v=onepage&q=walter%20disney%2C%20plunge%20ahead%20go%20for%20broke&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5JDwAAQBAJ&pg=PA38&lpg=PA38&dq=walter+disney,+plunge+ahead+go+for+broke&source=bl&ots=pqwTugQQ-O&sig=YYVnSuO8l46jySljHR_xcFAjN5Q&hl=en&sa=X&ved=0ahUKEwjHjtj5tLraAhVr4oMKHQK6BjoQ6AEIRzAF#v=onepage&q=walter%20disney%2C%20plunge%20ahead%20go%20for%20broke&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cx5JDwAAQBAJ&pg=PA38&lpg=PA38&dq=walter+disney,+plunge+ahead+go+for+broke&source=bl&ots=pqwTugQQ-O&sig=YYVnSuO8l46jySljHR_xcFAjN5Q&hl=en&sa=X&ved=0ahUKEwjHjtj5tLraAhVr4oMKHQK6BjoQ6AEIRzAF#v=onepage&q=walter%20disney%2C%20plunge%20ahead%20go%20for%20broke&f=fal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thay_Circle_Thea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