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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衝出狹窄之地！ 
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 

講員：Tim Sheets，Chuck Pierce 
中譯：神國度的資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Vfwf2QCss 
 

 

【宣令突破的一晚】 

 

（Tim Sheets：） 

 

擊破！破除！突破！ 

 

彌賽亞這位突破者，正在我們前面興起！我感到在我們的氛圍中，彌賽亞這位突破者，今

晚正在興起，對這個國家，這個世界，發出宣令！ 

 

就讓祂興起！因為當突破者臨到時，突破的天使也會臨到！來聽到突破的聲音在這片土地

上發出！來聽突破的聲音在這裡響起！我們宣告，當彌賽亞在祂的軍隊前帶軍行進時，我

們的信心提升！突破！讓這個行軍進入你的心裡！讓這個行軍進入你的聲音！擊破！破除！

突破！ 

 

我們與你一同爭戰！我們與你一同行軍！彌賽亞我們的主，祢正在突破！衝破敵人的封鎖！

衝破邪惡人士的陣杖！衝破不法的行徑！衝破敵擋我們的君王的！讓上帝的軍隊行進！ 

 

擊破！破除！突破！上帝的軍隊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衝破不法的行徑！我們對抗地獄的作爲！謊言的靈，我們對抗你！我們的君王正在戰

爭中等待我們加入祂！ 

 

打開！打開！戰士興起！我們啟動自己！主，我們加入突破的上帝的陣營！在我們之前咆

哮！在我們之前奔跑！今晚啟動祢的軍隊！啟動活神的軍隊！ 

 

爆發！破除！把敵人打碎、分散！這是我們憑信心發出的宣告！ 

 

突破的 Ekklesia 

 

Ekklesia 正在爆發！Ekklesia 正在突破！Ekklesia 正在衝出重圍！ 

 

主說，「你現在會看到勇猛無懼的膽氣出現在我的 Ekklesia 身上！每一民族的餘民，都會

清楚地聽到我發出的來行動和前進的呼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Vfwf2Q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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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當聖靈以我國度的 CEO 被重新介紹進入你的世界時，你會看到激進勇敢的五重

職事，在同一個目的當中合一。使徒、先知、牧師、教師、傳福音者，現在會從我進行

訓練的隱藏之處，於聖靈的能力當中興起！」。 

 

「勇敢又熱情的使徒和先知們將從原住民當中興起！他們會用自己的聲音發預言！我隱

藏和訓練的使徒和先知們將從亞裔的社群當中興起！他們會用自己的聲音發預言！使徒

和先知們將從非裔的社群當中，在美國和世界興起！他們會說出我告訴他們的預言！我

之前所隱藏的，你留意觀看他們的興起！我所預備的巴基斯坦社群的使徒和先知們，現

在將會興起！」，主說，「猶太裔的使徒和先知們將會興起！西班牙裔的使徒和先知們

將會興起！」 

 

「五重職事將從所有族裔當中興起！他們會興起，宣告我的話！他們會興起，宣告我的

心意！他們會興起，宣告他們所接受的訓練的目的！你會看到，我在這些社群所預備的

使徒和先知們，將對這些社群的人們的內心說出我所說的，這將會轉化，切換，改變！

因為我已用我的能力來恩膏他們，以帶來切換和改變！所以他們現在會勇敢並熱情地興

起！」 

 

「積極熱情的變革者今晚已被點燃！因為我已經將我的話語如同火焰點燃般地放在他們

身上！」，主說，「宣告！因為你的時候臨到了！興起，宣告出我所說的，並加以行動，

啟動我榮耀的 Ekklesia，我掌權的教會，讓她在我的國度中協同，使所有支派都合而為一，

在協同、擴大，增加的榮耀的新時代中，興起和追求聖靈！」。 

 

我說，「我所禱告的合一，現在已經凝聚和啟動，如同我的國度和力量的前所未見的一

股能力！當從每一個支派所組合的 Ekklesia 和五重職事興起，宣告出我所說的，我的禱告

就得著回應。他們不會妥協，他們不會屈服，Ekklesia 的餘民會興起和追隨！我的天使軍

隊也會興起，並與他們一同追隨！同心合一中，聖靈會領導歷史中最偉大的戰爭！祂也

會讓你得到最巨大的勝利！」。奉耶穌的聖名！ 

 

踏入戰艦！ 

 

請大家跟我一起禱告。主，我們禱告，祢在非裔社區所隱藏的使徒和先知們，現在會聽到

耶穌這位君王的呼召而興起，揚起他們的聲音，帶著巨大的權柄開始宣告你所說的！我們

宣告，我們說在這個 Ekklesia，我們說在這個地區，我們也大膽地說，在這個國家，在這

個世界，我們歡迎你！在這個含括一切的 Ekklesia，我們歡迎非裔的先知！我們歡迎非裔

的使徒！我們歡迎西班牙裔的先知！我們歡迎你們所有人！在基督裡面全都合而為一！讓

上帝的國度的能力和合一，在世界各地都被看見！聖靈，這正是我們與祢同意的！我們說，

我們完全同意祢所說的一切！釋放出它們！釋放出它們！ 

 

現在，完全充滿我！在每個種族當中，先知正在興起！使徒正在興起！地獄對這件事情不

知如何是好！火熱的人們正在興起！火熱的人們正在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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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認為你是來搭乘一艘傍晚的郵輪，如愛之輪，「對尋求者敏感的」（注 1），那麼

你可是搞錯了！你是踏入一艘戰艦，我們的槍已裝滿了子彈！ 

 

我已非常厭倦，地獄破壞我們的傳承！我已經非常厭倦，地獄告訴我，牠認爲我應該做什

麼！我已經非常厭倦，地獄試圖毀壞我們的國家！我已經非常厭倦，地獄肆虐到處說謊！

我已非常厭倦，地獄說教會是可有可無的！我們是上帝的後裔，我們與基督同為後嗣，我

們可是必不可少的一份子。 

 

假如陰間的門無法勝過我們，那麼我們為何要表現得好像牠真能勝過我們一樣？ 

 

主，我們宣告，讓祢在各族各民當中已經預備好的五重職事，在這些族裔裡被釋放出來，

同時也在國度呼召的合一目的中，一起協同、融合！奉耶穌的聖名！我們與此同意，阿門！ 

這會導致一些巨大的突破出現！ 

 

聖靈的議程 

 

當聖靈告訴我，我們必須每個月一次在週五晚，於這個 Ekklesia 中心聚會時，祂對我說，

「這是你的議程。我要你來敬拜，聆聽我的話，我當下所說的話，再將它禱告到地上」。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議程，然而我認為它是我們能夠來做的，最有能力的其中一件事。因

為假如我們敬拜，我們能夠聽到祂正在說的，也將它禱告出來，我就會看到事情改變，爆

炸性的能力在地球上彰顯出來！ 

 

自從 5 月 31 日，那實質的五旬節過後，事情開始轉變。它在我的裡面迴盪，是戰士的心

興起，要與我的君王一起同行爭戰。美國裡也有些事情正在轉換，我從沒有看過有這麼多

人來禱告。不論我去到哪裡，或者是跟什麼人談話，他們的裡面都有一個決心。那是一個

「下定決心」在他們裡頭興起，說道，「不行！不能夠這個樣子！我們的上帝更大！我們

的上帝更偉大！不行！我們要來改變事情！絕對不行！」。有一個要站立起來的「下定決

心」出現。這也是過去這些聚會所關乎的。 

 

謝謝大家的觀看，也謝謝大家加入我們。過去我們邀請了 Barbara Yoder，我們也邀請了

Dutch。恰克，Dutch 上次表現的還不錯，沒有搞砸。每個月我們都有非常優秀的講員，下

個月將是 Jane Hamon。之後的那個月份，將會邀請 Dutch 來重啟，是在總統選舉之前的月

份，請大家不要錯過。 

 

我們不認為可以完成我們的任務，假如我們沒有邀請恰克來告訴我們，他從主所聽到的。

他是罕見並獨特的其中一號人物，能夠如此清晰地聽到神的聲音，並且能夠把它們分享出

來。這不僅是一個「準」或「不準」的事情，假如你回溯他的人生，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個

非常清楚地與神同行的紀錄，這是我非常感恩的。我從來不會坐在那裡，等著恰克來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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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是坐在那裡等著來聽神要說什麼。我感到我們一定得邀請他來這裡，他也很親切地

答應我們的邀請。 

 

也許是 12 年或是更久的時間，恰克在美國進行 50 州之旅時，我第一次遇見他。他對我發

的預言，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甚至要說，恰克對這個神的家，對我和我的妻子所發的某些

預言，假如沒有這些先知性洞見的啟動，我都不知道我是否還能來做我現在正在做的。我

是如此的感激，感到很榮幸能夠把這個講台交給神偉大的僕人，恰克皮爾斯，來跟我們分

享，不管神正在說什麼，並且來做任何你要做的。 

 

【不同的年份】 

 

只有神能 

 

（恰克皮爾斯：） 

 

我的妻子今天早上問我，「你已經參加了這麼多場 ZOOM 的聚會，為什麼你決定今天一

定要飛到俄亥俄這裡聚會呢？」。因為這週我已經參加了三場 ZOOM 的聚會了。我回答，

「因為這裡有某些我喜歡的人，並且我對一直待在家裡已經厭煩了」。 

 

我要請大家想想，去年我飛了 578,000 英里，而今年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轉換。通常我一年

會在全世界飛行 450,000 英里，因此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調整。這其實還挺不錯。

我和 Pam 結婚了 48 年，在整個婚姻中我都沒有像最近跟她共處過這麼長的時間。她說，

「只有神能夠在你的人生中辦成這件事！」。我很明白，但我也求問祂，「我到底做了什

麼而配得這些？」。因為我是與一般的牧師不同的，我不是一個駐守在當地型的人物。因

此，過去這幾個月是很有趣的一段時期，大部分時間我也都待在我們的地方。 

 

另外一個讓我感到我必須親自來俄亥俄州的原因是，因為神跟我說話。這也是我在這場的

聚會中要分享的信息。祂對我提到關於俄亥俄州的事情，是針對這裡的話語。也因此，我

花了一些時間回顧過去關於俄亥俄州所釋放出來的預言。我很抱歉地說，從我上次來這裡

已經過了 18 年。從上次我們聚集一塊兒，一同賣力推進已經過了 18 年。這次能再度親眼

看到這麼多人，真是令人驚異！ 

 

Dutch，最佳拍檔 

 

Dutch 和我的妻子 Pam 有相同的生日。他們的言行也很相似。Dutch 和我將我們的恩賜協

同運作，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美國這裡，對我來說他是最佳的搭檔。但是想想，假如我們生

活在一起，他可是有可能對我非常兇的人。大家看看，當他不在這裡的時候，我是多麼和

藹可親的人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今年我可是非常的思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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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經歷了背部動大手術的危機。當然在這一次全球的事件當中，我們可以說是一路

軍事演練般地經歷過了。我們不能夠像我們所希望的一樣一起扶持。但我相信神在這當中

有美善的計劃，這正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時，我也要釋放祂賜給我關於 Ohio 的話。 

 

「逾越節的預言」 

 

在這段期間，Charisma 打電話問我，「是否有可能在八天之內寫出一本書？」。我說，

「也許吧，反正我也沒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們說，「我們希望得到關於對於現在的話

語」。也因此，「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在五月底之前就出版了。我要鼓勵大家去購買，

因為這本書值得你購買。 

 

我讀了 Tim 最新的著作，昨天我也為他寫了推薦，這本書是很了不得的書籍。可以說是

在過去的五年到七年當中，Tim 所寫的最棒的其中一本書。這本書蘊含了我們所生活的這

個時期，以及根據神所告訴我們的，我們所朝往的目的地爲何。它會幫助你在未來的六年

行得穩健踏實。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解釋為什麼。 

 

還有另外一本書我也在重讀，「揭開屬天的爭戰計劃」，這本書也能夠帶給大家非常多的

幫助。我剛剛在聽 Rachel 所帶領的敬拜，她一直唱出書中所記載的許多問題。因為我們

正處在心思意念的戰爭中，我們也正在神同在與否的戰爭裡。在所有這些爭戰的動態裡，

我們必須明白如何作戰，而這本書是非常能夠幫助大家前進的。 

 

「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是關於從去年的 8 月 2 日，神開始對我們說的話。多年以來，每

年大約這個時候，我們的同工們都會聚集一起尋求神。我們會尋求神在下一個年度裡，祂

要做什麼。我們的年曆總是根據聖經中祂希伯來盟約的計劃；因此，它是根據明白整本聖

經的希伯來時間系統而建立的。我們總是根據希伯來曆的年份，以及羅馬曆的年份來尋求

主。所以，每年從八月開始，我們就開始尋求神對於下一個年度的心意。 

 

【進入新時代】 

 

初熟果子的聚會 

 

Tim 提到關於使徒性中心的這些聚會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早期的 Ekklesia 所做的，是每

個月聚集一次，這就是他們運作的方式，他們並沒有每個星期天聚集，也沒有在每個安息

日聚集。從 1978 年開始，我和妻子就每週守安息日。初代的門徒並沒有在每週的安息日

聚集，而是每個月一次會有初熟果子，新月的聚集。每一次月亮轉換的時候，門徒就會根

據聖經聚集一起。它是與時間相關的事情，因為與收穫有關係。 

 

神在這些聚會中所要做的，正如 Tim 剛剛提到為何會舉辦這些聚會。神會把人們帶來就

近祂，先知性的啟示會釋放出來，然後他們會把釋放出來的啟示作為禱告的指引，以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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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klesia 前進。因此，你在這裡所做的，是非常卓越的合乎聖經的模範。讓我們為此來感

謝神！ 

 

行動的歷史性的新界域 

 

去年八月我們尋求神的時候，我們領受到，我們不光是進入一個新的年份。對此有關的最

棒的一本書籍，是 Tim Sheets 所寫的《榮耀的新時代》（The New Era of Glory）這本書。

我們不光是進入一個新的年份，我們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進入新時代與轉換進入一個新的年份，或是一個新的 10 年是不同的。實際上，它是轉換

進入一個行動的歷史性的新界域！因此在這段期間我們所做的，就是來轉換進入這一個

行動的歷史性的新界域。所以，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確實地尋求將會發生什麼。 

 

存於 DNA 中的跨越的能力 

 

就希伯來曆而言，我們是進入 5780 年，這正是一個新時代。在希伯來文中，數字具有文

字方面的意義，也有圖像和聲音方面的意義，它是一個全面性的語言。 

 

上帝為什麼要揀選希伯來文成為祂盟約的語言呢？因為祂是與亞伯拉罕立下盟約。「亞

伯拉罕」在希伯來文的意義是「能夠跨越的那一位」。也因此，藉著主耶穌基督以及祂

寶血的能力，我們被接上亞伯拉罕的祝福。這表示，我們每一個人的 DNA 裡面都存有能

夠跨越的能力！對身邊的人說，「我們正在跨越！」。 

 

被祝福超越 

 

這就是為何，我們總是要從希伯來文的觀點來研經。神的聖言是繞著三個主要的節期。聖

經是繞著逾越節，五旬節和住棚節所寫的。收割的節期以及初熟果子的節慶，讓你從豐收

進入豐收，再進入豐收。使你總是保持豐收的心態，以及蒙祝福的心態，直到神的祝福超

越你為止！這對美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祂現在所說的是，你將會被祂的祝福超越！你是

如何被祝福超越的，將會讓你吃驚！相互影響如何開始發生，將會讓你驚訝！ 

 

【留意 5780 年的節期】 

 

普珥節出現的攻擊 

 

所以，從去年的 8 月 2 日，我們開始考查「PEY」這個希伯來文。我們發現它與普珥節有

關，與逾越節有關，也與五旬節有關。這引起了我的注意，突然之間也讓我意識到，我

們必須留意今年的節期，因爲它們會帶領我們進入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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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尋求主的時候，我在筆記本裡記下了兩件事情。當 Charisma 要求我提供過去的文

件記載時，我把它傳給了他們。當時我在筆記本裡記下了這句話，「明年的普珥節時會

出現一個攻擊，它會試圖局限我們，抹除神在地上正在進行的工作！」。這是我在去年

八月的時候記載下來的。 

 

真正的逾越節 

 

接著我又記載，「這一次的逾越節將會成為一個現代的逾越節！」。 

 

許多人都知道，我們已經守逾越節好多年了。是很大的逾越節的節慶，有時候我們有一萬

個人來參加。我們有場所可以容納 5000 個人。然而 Robert Heidler 總是說，「原始的逾越

節，神的子民必須回到自己的家，關上門，他們必須獨處，真正的來敬拜神。人們不能聚

集在一起，而是以一個家庭為單位，準備好來為未來爭戰」。Robert 每年都跟我這麼說。

我回答，「也許有一年神真的會怎麼做！」。 

 

今年，就是今年，從原始的逾越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躲在自己關上門的家裡頭，直到今年，

我們突然回到新世代的起始。只是這一次不僅是猶太人，也包括外邦人。 

 

突然，神說道，「我要確定我所有的一個新人，猶太人和外邦人全部關起來，以致我能夠

讓他們全新開始，來逾越和跨越！」。告訴身邊的人，「我們正在跨越，並且我們會持續

跨越！」。 

 

神重塑祂的百姓 

 

因著逾越節的這一個領受，所以我知道一定會有一個現代的傳染病大流行出現。這就是我

們正經歷的，我以「身體軟弱」來形容的這個現象。因為以某種方式，神使用這一個軟

弱來重塑祂的百姓。祂從這個軟弱，創造了一個神聖的暫停。雖然在這當中，有許多我

們並不喜歡的事情出現。 

 

有人問我，「你會戴口罩嗎？」，我說，「假如我餓到一定要去餐館吃牛排的話，那麼我

就會為了去吃牛排而戴口罩！」。假如有某些地方我一定要去的話，那麼我就會爲了能夠

去那裡而穿上全身的防護服也在所不惜。我不會太過驕傲而試圖跟別人穿的不同。因此，

有許多事情冒出來，今年不像以往一樣的有趣。我的意思是，像我這樣的飛航記錄的人，

他們會讓你坐頭等艙，好好的照顧你，但是現在他們甚至連水都不給你。怪不得 American 

Airline 的營運利潤回轉，因為他們正在用美國航空的票價販售機票，卻採取 Spirit Airline 

這樣的廉價航空公司一樣的航運策略。所以，這一陣子有許多非常有趣的事情發生。 

 

全球性的經濟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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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當中，我真正關心的事情是，可能會出現一場全球性的經濟重組。假如神的子民沒

有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就可能沒有辦法正確的轉入下一個季節！因此，我在

《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裡，有一整章提到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後果，總結了我們所在對抗

的。書中提到許多激勵人的事情。它不是會讓人感到悲觀或沮喪的書籍。 

 

有人說，「去年的八月你就知道了，然而當時你為什麼不告訴大家，我們將會面臨一場會

殺死許多人的傳染病呢？」。我回答，「果真如此，對所有的其他人來說，豈不變成一件

真正有趣的事情？」。我說，「這就是真正的先知運作的方式」。 

 

真正的先知是運用頭腦與神的心來運作的。因此，直到神的心對於所發生的表達出來之

前，你都必須守口如瓶。從你得到的啟示當中，你也必須學習運用智慧。 

 

【逾越節的時代】 

 

明白逾越節，跨越，時機和地點 

 

過去這一段前進的日子，是個非常有趣的時期。我還要說的是，不僅是今年的這個逾越

節改變了我們，現在我們實際上是進入一個逾越節的時代！這就是為何，你必須明白逾

越節的內容，並且當你進入每個關鍵地點時，知道如何跨越。這變成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除此之外，你還必須明白時機和地點！這就是為何，我現在人在 Ohio 這裡。 

 

關乎美國未來的中心地帶 

 

我覺得 Ohio 這裡是影響美國的未來非常重要的中心地帶。另外一個我要去的地方就是賓

州，我會去匹茲堡。這個地區擁有會決定我們國家未來的一些東西！我們來看見這一點

是非常重要的！ 

 

唯有神的榮耀得以平靜的暴動 

 

從去年的年底我們開始討論的另外一個 PEY 的字是「暴動」。 今年會是充滿暴動的一年，

事情在氛圍中到達被如此攪動的一個地步，只有神的榮耀可以讓它平靜下來！ 

 

明白逾越節的原則 

 

我真的相信為何現在我要告訴大家，因為來了解這點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現在不

僅是魔鬼在世界四處騷動，我們也正處在一個幾分鐘前提到的「我們正在興起」的時刻。

身為神的子民，我們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 

 

因此我開始查考現在變得非常、非常重要的逾越節的原則。我發覺到這是一個真實的問題：

為了把他們帶出去，祂必須先把他們拉到旁邊！祂是以軍隊的方式將他們帶走。「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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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會不拿來使用的詞彙，但它卻是教會的模型。神將以色列人以軍隊，以支派的方式把

他們帶出來。每一個領地裡的每一個子民，祂都以志同道合的戰爭方式將他們聚集一起。 

 

接著祂將他們帶出來，是帶著財富並進入財富的。祂將他們帶出來，並讓他們進入祂已等

待了 476 年，希望祂的子民能夠得著的一個應許。這對美國的現況來說，並沒有多大的不

同。祂已經等待許久，希望我們能佔領這片土地。 

 

神又說，「你會從一個現代的逾越節進入一個當今的五旬節的心態！接著，我會帶你進

入一個你從未到達的境界！」。所以，告訴你身邊的人，「預備好來超越！」。 

 

SCHIZO 

 

我要回到 15 年前，以告訴大家我們當時在這裡所成就的事情。有時候我們會迷失、錯過

神所曾經說過的，但是你可以留意觀察神在這裡所做的工作，記起我們過去在這裡曾有了

不得的聚集 - 「先知學校」的聚集。那是在 2005 年，15 年前的事情了。 

 

從那時開始，我們開始宣告，我們會進入一個新的五旬節。Tim，來聽聽你剛剛說的。我

覺得有時候我們看不見神如何將我們帶入那一個對的時機。當你提到五旬節時，你開始講

到，「要預備好來迎接打開的天堂」。 

 

而在 15 年前，當我們來這裡聚會時，我們兩位很要好的朋友，他們到處服事，特別是在

13 個殖民地的地區服事的 John & Sheryl Price，當他們要來參加「先知學校」的聚集時，

她看到對著這個地區的天空的雲朵呈現這幾個字。她就畫出來這幾個在俄亥俄州的中城

（Middletown）上空出現的字，把它們傳給也來參加「先知學校」聚集的 Robert Heidler。

她問 Robert，「你知道這些字是什麼意思嗎？」。它們是希臘文，15 年前在這個地區正上

方的天空出現的希臘文。這些希臘文的意思是「SCHIZO」。 

 

「SCHIZO」的意思是「猛烈撕開，撕裂，打開或展開」（to rend, tear violently, open or 

unfold）。在這整個地區，有一個撕裂正在發生！在美國的這一個地區，有一個撕開正在

發生！這帶我們進入肯塔基州，帶我們進入印第安納州，賓州，西維吉尼亞州。在這整

個地區，有一個撕裂正在發生，也包括密西根州的一部分。 

 

神並沒有改變祂的心意！換句話說，祂是說，「我正在撕開這個東西！你現在所正在做

的，正開始得到一個打開的天堂停駐在你們的身上！將會有一個動態的流，在天堂和地

球之間不停的流動！」。 

 

與天堂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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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開始，我們看到許多不同的事情發生。這帶我們進入這個時代所關乎的。這接下

來的 10 年，是關於與天堂的聲音面對面，以致這聲音以如此的方式滲入我們，讓我們除

了把它釋放出來以外，別的什麼也做不了！ 

 

換句話說，15 年前所開始的，現在這裡獲得了如此的打開，是 18 年前無法打開的。倘若

真的打開，那是從地獄而來的，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們。「先知學校」的結果每況愈下。而

現在，突然之間，神說道，「我已經讓事情就定位，現在你們將從這個地區展現出我是

誰。現在我不是在你的上面，告訴你我正在做什麼；我是帶你來與我面對面，所以你可

以用新的方式展現出我正在做的！」。 

 

當我們前進時，這就是這個地方所關乎的。所以，你會看到猶大支派的行列，他們大大張

口，咆哮、咆哮、咆哮前進。 

 

（題外話）她很寶貴。我們有 15 個孫子孫女。他們從來不會安靜下來，所以這個寶貝也

不會影響到我。你只是要學會如何用話語來安撫他們，或者仔細傾聽，那麼你就會發現在

其他人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現在你們看到，留在家裡隔離在我身上所帶來的影響了吧！可

以告訴你們許多故事。 

 

Pam 經歷了血糖異常的危機。她已經是素食者 10 年了。而現在她變得如此有紀律。你可

知道酗酒的人是如何生活，他們在家裡到處藏酒瓶，偷偷喝酒，你讀過這些故事，我也會

服事這些人，只是我的對象不是酒，而是烤餅和肉汁，以及麵包和奶油。現在你知道我所

有的惡習了。 

 

【神聖的出埃及】 

 

與「得以呼吸」抗爭 

 

PEY 所看似的，就是你的口打開，發出宣令。換句話說，祂花費我們這麼久的時間，帶

領我們到達來宣令的一個地步。神必須把我們帶到旁邊，讓我們能進入這個地步，使祂

的聲音能以如此的方式在我們裡頭形成，以致我們能夠說出必須說出的！ 

 

藉此，對於我們現在所正在做的，祂必須來教導祂的子民，就從這一次的逾越節開始。 

 

PEY 的涵意不僅是你發出聲音，說話，和呼吸。來看看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所抗爭的，

大部分地方我們都必須帶著口罩才能進行活動。我們在與「得以呼吸」抗爭。這點在去年

就已經告訴大家，我們將會與「得以呼吸」抗爭。 

 

命令新的打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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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真正在做的，我們是在命令一個新的打開出現。換句話說，那顯現在你們上方，

涵意爲「撕裂」「撕開」的 SCHIZO 的雲朵，現在在地上的我們是正在命令這一個新的打

開出現！你正為你的家庭命令一個新的打開出現！你正在命令你的地區的敬拜有一個新

的打開！你正在命令你的疆界有一個新的打開！你正在命令你的國家有一個新的打開！你

正在命令一件事情，並且觀看它展顯出來。這就是 PEY 的字彙。 

 

帶著宣告的自信前進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句經文是以賽亞書 45 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

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祂要告訴我們，關於你的兒子女兒的未來。「並

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吩咐我」。「吩咐我來做」，這就是為何祂必須把我們拉到旁邊，

讓我們到達擁有一個新的自信來宣告的地步！這正是在我們的中間所發生的事情。帶著

這樣的自信，我們正在前進。 

 

神聖的出埃及 

 

埃及，正是以色列人當初必須離開的狹窄之地。關於出埃及，這是我要你們明白的：在每

一個關鍵的時代，它都會出現在神的子民的人生裡！因此，我們現在正處在神聖的出埃及

中。我們不能一直被俘虜，而無法到達神想要我們到達的地方。這就是剛剛使徒 Tim 所

發的預言。 

 

神為何要這麼做？因為我們陷入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奴役當中。我們所有人全都是如此。

你可能對於這種奴役是如此熟悉，以致你寧可餘生全活在這樣的奴役當中。 

 

去年我就給了這個預言。我說，華盛頓特區你們要預備好。你們認為你們所造成的這些紛

爭讓每件事情都被控制的很好，但是神正預備要以祂如何在地上的界域開始設定一個新的

秩序而讓你吃驚！ 

 

我觀看我們現在正如何運行，它就像我們必須進入下一個危機之前的一個緩刑。奴役的目

的是要將你限制在一個狹窄之地。保羅在羅馬書 6、7、8 章就提過，奴役會讓你陷在如此

狹窄之處，使你被局限而無法完全表達出你真實的身分，你所要成就的，以及你所在的地

域所關乎的。 

 

奴役 vs. 種族主義 

 

奴役跟種族主義並不相同。不要被這兩者搞混。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陷入被奴役之中；而

種族主義的根源則可以回溯到該隱和亞伯。種族主義的根源永遠都是反猶太主義的。無論

如何，你並沒有真正進入上帝突破的次序當中，並且你將某些事情高舉於某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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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者，請勿如此行。純粹為禱告/代禱之目的，並且不藉此文收奉獻者，不在此限。請尊重譯者意願，也請勿刪除這段註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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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奴役臨到你被俘虜和被壓迫之處。你可能被讓你被擄的東西而奴役，個人性的，肉

體性的，屬靈性的，情緒上的，都有可能。 

 

【成爲美國的統治的聲音】 

 

8 月份的危機 

 

現在是我們必須來衝破這些被擄的這個月份的結尾了。等一下我會跟你們解釋。當你在

聖經裡研究各個月份，你會發現以色列人到達一個被如此限制的月份，他們同意了與他

們未來的應許相違背的誹謗者。這正是我們此刻所面對的，八月份的危機！實際上，我

們可能放棄賣力進入那改變美國所有的進程的，而來同意目前所待的狹窄之地！ 

 

我很喜歡 Tim 剛剛在台上設定這個聚會的進程。我們不能同意讓我們陷在狹窄之地的那

些。另外一個我覺得必須親自來到這裡的原因是，在與狹窄之地有關的最後一個週日、最

後一個週末、最後一個安息日，我必須在宣布奉耶穌的聖名，破除這些的地方來慶祝它！ 

 

狹窄之地的月份正是以色列人來同意咒詛的月份。你可以去民數記 12、13、14 章裡查考，

閱讀這幾章的經文。這是他們突然之間就對於所面臨的情況非常不滿意的時候，然而他們

決定要親眼目睹神的應許到底是什麼。因此摩西從每個支派中選出一位領袖，差派他們進

入應許之地。 

 

他們進去了，他們品嚐到，他們觸摸了，他們看到神的應許是多麼的了不得，擺在他們眼

前的那偉大和豐盛。接著他們看到為了持守和奪得那應許所將面對的爭戰，突然之間他們

就改變心意，並且出口詆毁這個應持。 

 

成爲統治的聲音 

 

你知道接下來的整個故事。他們回去，12 個探子中的 10 個，除了說壞話以外什麼事也沒

做。有兩個探子說，「我們可以打倒這些巨人。我們可以進去對抗他們」。然而，「10」

成為統治的聲音。 

 

這正是我要告訴大家的。今晚我們聚集在俄亥俄州這裡，是為了要改變美國的統治的聲

音！上帝一定要有一群能夠來改變統治的聲音的子民！ 

 

當你查看俄亥俄州的中城（Middletown）的地理位置，它是這個國家的未來的一個十字路

口，位居肯塔基州，賓州，印第安納州，西維吉尼亞州的中心地帶。 

 

突然，主說，「我命定你們成為統治的聲音！就從現在開始！」。就在今晚，以某種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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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德州舉行聚會，但神並沒有揀選德州成為統治的聲音。我太清楚神了。當你已經幾

百萬、幾百萬英里的這樣子跟隨祂，當祂說「這是我的地方」的時候，你是會明白的。 

 

這裡會成為祂未來的統治之聲。現在，將手放在腹部這裡，說道，「這表示，祂的聲音就

在我的裡面！」。這表示，未來這裡會成為一個來宣令的充滿活力的聚會場所！這表示，

這裡會讓我們這一個國家，衝破狹窄的切換，並破除正在運作的抵擋我們的咒詛之能力！ 

 

從歷史的那一刻直到三年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這段期間都一直有在運作中

的咒詛在抵擋神的子民。我們有咒詛如何運作的歷史可循，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但是有些事情發生而造成轉換，這個轉換是從這個國家開始出現的。也因此，咒詛試圖將

我們轄制在狹窄之地，它要將我們捆綁到沒法衝破，沒法突破，沒法破除的地步。告訴身

邊的人，「我們正在衝破！」。 

 

【狹窄之地的切換】 

 

通過狹窄之地 

 

狹窄之地並不是一個舒適容易的地方。但是今晚，我們要通過它！今晚我們的通過，不光

是這裡，也不僅是個人，也是針對我們的國家！ 

 

切換的三個階段 

 

切換的過程有三個階段。切換會有一個結束出現。這就是為何我們不喜歡切換，因為你必

須讓某些東西死亡。切換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困惑，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就是我們

正在經歷的。接著，它會有一個新的開始。逐漸的，你會進入一個新的開始。 

 

在曠野中 

 

來想想，當他們在應許之地窺探後，帶著可怕的報告歸回，約書亞和迦勒必須卡在這一個

糟糕的情況當中 40 年之久。在這 40 年當中，同樣的事情他們做了一遍又一遍，從來無法

脫離狹窄之地。因為它是與曠野，bemidbar 相連的；這表示你是處在兩者當中，並且你如

何一路通行是非常危險的一個過程。 

 

每一位曾經生產過的婦女都明白這件事情。你到達一個切換的地步，並且有些東西一定得

給出去，已經沒有回轉的餘地了。 

 

我的妻子 Pam 的第一次懷孕，我仍然記得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個過程。她進了產房，但是

胎兒會冒出來又縮回去。反反覆覆的好幾次之後，最後護士壓住她的胃部，開始用力把胎

兒往外擠。醫生用鉗子看了看，說道，「我們有問題了」。我說，「無論如何，就是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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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個孩子弄出來！」。因為我們本來無法有孩子，這是我們第一個落實的應許。我說，「盡

一切可能的努力，把這個孩子弄出來！」。這整個生產過程是非常戲劇化的。 

 

經過了第一胎，第二胎才 8 分鐘就生出來了。這對我在前往機場，又前往醫院的路程中，

也是非常戲劇化的一個過程。你絕對無法想像，我當時尖叫的如此大聲，還要拼命開車趕

路。尖叫和開車，尖叫和開車，Pam 說「孩子的頭已經出來了」，我又繼續尖叫和開車，

尖叫和開車。最後，我必須把 Pam 所有的藥丸都吞下去。 

 

對未來釋放供應的最關鍵時機 

 

因此，切換並不容易。我們必須彼此幫助來通過。陷入狹窄之地的景況是，假如你無法

脫離曠野，那麼你就沒有辦法進入恢復。假如你無法經由切換而賣力通過狹窄之地，那

麼你就會被困住和局限，你的人生前景就變得岌岌可危而非一片光明。這對我們而言，

是一個非常先知性的看見。 

 

我們正處在狹窄之地！對此，我的希望是，俄亥俄州以及附近這整個地區，能夠幫助我

們通過它！假如在狹窄之地你不進行調整並通過的話，那麼你就沒有辦法到達你的新的

地方。它看似奇怪，但你未來的管理取決於如何面對狹窄之地。 

 

今晚，我要大家來明白這一點。這也是爲何，《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是如此有幫助。

我們正處在對於我們的未來釋放供應的最關鍵的時機！ 

 

美國今日的光景 

 

當你查考聖經，在路加福音 18 章這裡，有一個有錢的少年官對耶穌說，「我要來當你的

門徒。我要來跟從你」。耶穌對他說，「那麼就變賣你一切所有的來跟從我」。他回說，

「噢，那太難了！我沒法做出這樣的轉換」。他就走了。主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

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我確實認為這正是美國當今的光景！我確實認為，這正是今晚我們要賣力推進的！ 

 

大家也要記得，為了讓駱駝穿過針眼般的門，商人必須將從絲路千里迢迢帶來的所有香料

和美物從駱駝身上卸下，擺在旁邊，即使在這個時刻這些貨物很容易成為竊盜的囊中之物，

但是這些商人還是必須這麼做。駱駝必須先通過針眼般的門，然後商人才把所有的貨物再

重新一個接一個放在駱駝的身上。我們正處在通過針眼，以致可以重新裝載的過程當中！ 

 

轉換任何你需要轉換的 

 

來留意聽我要告訴你的。我們所有人，我們全都處在通過針眼的時機！也因此，我要告

訴大家，神有一個恢復的次序，祂也有一個昌盛的次序和突破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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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八章提到，「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這是在不願

意進去應許之地的所有人全部死掉之後。 

 

現在所發生的其中一件事情是，有一個正在死去的結構正在防止我們進入。這與年齡一

點關係都沒有。因為約書亞和迦勒一直等待了 40 年之久，直到 80 歲了他們才說，「讓我

們進入吧！」。因此，它與年齡一點關係也沒有。 

 

事實上，今天在這裡任何超過 80 歲以上的長者，今年你們將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發預

言！任何 70 歲以上的銀髮族，將會斷除前所曾斷除的俘虜的能力！你將進入用帶著巨大

權柄的話語來破除攔阻你獲得應許的俘虜！60 歲以上的人，神說，你正在脫離血氣而進

入神所為你預備的完全！50 歲以上的人，神說，要對你的土地和你的家庭宣告禧年！我

還可以持續不斷地教下去。 

 

接著，神說，「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祂給你的」（參申

8:18）。對於這節經文，沒有人比 Dutch 的教導還更為清楚明白。「力量」或「能力」的

實際意思是，祂讓你能夠調適，以致你得以昌盛。假如需要的話，你甚至需要改變你的

顏色，也就是轉換任何你需要轉換的。 

 

釋放時機的恩膏 

 

在我今晚開始發預言之前，我要釋放時機的恩膏在你們身上。今晚，我們正處在神的時

刻！「時機的恩膏」表示，你已經通過一個過程，而神讓你在這裡，預備好來前進！這

表示，你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換時刻！ 

 

這裡是神告訴我，我們應該做的。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參來

13:8）。 

 

主有一天早上叫醒我。祂問我，「我是誰？」，我回答，「祢是神啊！」。大家可還記得

摩西問道，「他們若問我，是誰打發我到這裡來，我該如何回答呢？」。神說，「你要對

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在希伯來文中，這表示，「我

會成爲你需要我成爲的任何人！」。 

 

我說「你是神，你會成為任何我需要你成為的！」。祂又問我，「我是如何運作的？」，

我說，「祢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祂說，「這正是我要我的子民明

白的！因為我以我的形象創造他們。即使他們活在三度空間裡，但是他們並沒有全力推進，

邁入他們的未來」。 

 

【啟動樞紐的能力】 

 

命令並傳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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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你坐在這裡，你是活在你的過去，你也活在你的現在。接著祂說，你可以命令一個預

期的結果臨到！你可以命令並創造你的未來！這就是讓我們變成先知性的因素。 

 

在這當中所發生在你身上的是，神並沒有受限於時間，然而我們是受限於時間的。時間

是個圓形，但我們卻以直線來看時間，這就讓我們退縮，並說道，「我的過去正造成這

些影響」，或是「這就是所正在發生的！」。不用多久，你就被綁在你的過去。當你被

綁在你的過去，你就會錯過賜給你的時機，接著你就不會對你的未來發預言！ 

 

今晚正是個時機！這就是為何會舉行這些聚會！因此，我們正從一個被默然接受的時間，

進入一個永恆超過我們目前的境界而開始運作的時刻滿足的時間。是神帶領我們來到這

裡！爲何如此？因為信心是運作在時間和地點之中。祂預先就定準我們的年限和所住的

疆界（參徒 17:26）。祂為何要預先定準？是為了要我們在那個時間和地點表達並抓住祂，

而突然之間，在使徒行傳 17 章提到，我們可以揣摩而得並將祂帶下來，創造出一個新的

地平線。這就是這些聚會所關乎的！突然之間，我們就在這麼做！ 

 

我們正處在非常積極地為應許來賣力，得著未來我們所需要的能力之轉換的時刻！「財

富」這個字是與能力有關，與恩寵有關，與未來每一件我們所需要的有關。神將我們聚

集在這個中心地帶，這個使徒性中心，以致我們可以來成就這件事情！ 

 

成爲國家的支點 

 

現在我要請大家站起來，明天早上我們會進行更多的討論。今天晚上我還沒有提到神告訴

我的有關你們的事情，以及我們將要如何來行，這兩件明早會談到的。 

 

當你經歷過一些地方，你就能夠感到祂的同在現在正在這裡。你不會想要就是回到祂過去

提到的一些事情。你會想要聽到祂現在正在說的話。然而，祂引領我回溯的一句話就是，

「這個中心地帶將成爲這整個地區的軍火庫！」。因此主說，「開始發展我這裡的子民

的武器！開始解開被鎖在他們裡面的武器！開始解開能夠讓敵人潰敗的恩賜！」。 

 

神所說關於你們的事情是，「俄亥俄州將會成為我的支點，從現在開始！」。「支點」

（fulcrum）是一個放在某東西之上，而創造出未來的樞紐的。它是一個槓桿的臨到，而

導致需要轉換的得以轉換。它是造成每件事情都轉換的施力之處。 

 

當主這個禮拜告訴我這些事情，祂所說的是，「從現在開始，俄亥俄河谷（the Ohio 

Valley）將成爲這個國家的支點！。這個地區擁有能讓這個國家轉入未來的一股樞紐般的

力量！這股力量就存在我的子民裡面！」。今天我來到這裡的目的，就是來啟動這股力

量！這是主說的。 

 



 

*「神國度的資源」並未委託任何單位對本文進行轉載，刊登，編輯，修改（除修正錯誤），改成音頻等之授權。未經「神國度的資源」親自

授權者，請勿如此行。純粹為禱告/代禱之目的，並且不藉此文收奉獻者，不在此限。請尊重譯者意願，也請勿刪除這段註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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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差派我來這裡，因為我也需要它在我裡面啟動。祂告訴我，我必須親自來這裡才能讓

它在我裡面被啟動，以致將來不管我去哪裡，我都能夠來啟動它。因為這個地方是祂所

揀選的！ 

 

你們必須明白關於你們的一些事情：「你們是誰？」，以及「你們將如何被神使用？」。

因此，現在讓我們高舉我們的雙手。 

 

【結束禱告】 

 

天父，在這些人們當中有一個超自然的能力正在被運用！它不是將要被運用，而是正在開

始被運用！在現場的人們，以及在網路上觀看的人們，神讓你們調準頻道來觀看，因為有

一個動力，一個 dunamis 的能力，今晚正在這裡活過來！ 

 

主說，你裡面的這一個動力將會活過來，就從今晚開始！甚至在你睡覺的時候，你也會感

覺它在你裡面攪動！ 

 

主說，「你將會說道，『我不會滯留在切換的階段！我們正在前進！』」。大家歡呼，我

們正在前進！ 

 

天父，我現在宣告，打開的天堂出現在俄亥俄州的上方！它會開始侵入！ 

 

我在《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裡解釋了爲何逾越節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當我是一個孩子

的時候，在逾越節我會看到深綠色的邪惡東西入侵每個人的房間。 

 

但是主說，「我打開的天堂會開始入侵俄亥俄州！我會從你們的窗戶侵入！我會從你們

的大門進來！我將會站在你面前，敲你的心門！」。 

 

主說，「這裡將會有豐收！因為我正開始敲門！我正開始在肯塔基州敲門！我正開始在

印第安納州敲門！我說，印第安納州，你們要爲目前所面臨的十字路口準備好！」。 

 

主說，「差派風從正確的方向吹來！」。我說，「俄亥俄州是個支點，而印第安納州會

讓風轉向！」。我說，「密西根州，現在興起！現在是你來說『我是誰』，並在我國度

的計劃中前進的時刻！」。 

 

我說，「現在是我的子民開始讓一個打開出現的時刻！當這個打開之處說道『我要保持關

門，並讓未來死亡』的時候，我今晚宣告，我們不會死亡，而是會活著，並且宣令出神的

工作！」。 

 

讓我們對天堂大聲歡呼！天父，我們願祢裂天而降！（參賽 64:1）願祢裂天而降！裂天而

降在這個地區！ 



 

*「神國度的資源」並未委託任何單位對本文進行轉載，刊登，編輯，修改（除修正錯誤），改成音頻等之授權。未經「神國度的資源」親自

授權者，請勿如此行。純粹為禱告/代禱之目的，並且不藉此文收奉獻者，不在此限。請尊重譯者意願，也請勿刪除這段註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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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宣令，這個地方會成為一個軍火庫，並傳送出神的話，它會像是一個拆除和滲

入的時代！ 

 

主說，「它不會被限制住，每週你會傳送出神的話，說道『這是神所正在說的』，並且

它會藉著空中的航線傳送出去」。主說，「錄下它，說出它，唱出它，讓它出現！」。

因為主說，「現在，下一個季節的發展已經開始！」。 

 

我宣令，「停留在這個地區的咒詛，現在已經沒有能力繼續俘虜這個國家！」。 

 

 

 

注 1: 「對尋求者敏感的」（seeker sensitive），其標籤與美國的一些大型教會有關。在這

些教會中，基督教信息通常是通過強調世俗流行文化（例如流行音樂風格）的精心創作元

素來傳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