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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破除咒詛的新時代！ 
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講員：恰克皮爾斯 
中譯：神國度的資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B059rgZik 
 

 

【神的主權臨到】 

 

撒旦的統領已被破除 

 

要知道，除非我們允許敵人爲所欲爲，否則牠是無法有能力作怪的。耶穌直下到地獄，再

上到天堂，在祂升天的途中，祂把恩賜賞給人類。祂賜給我們破除撒旦的統領所須的恩賜。

牠的統領已被破除，然而，除非我們強制執行，除非我們賣力維持，除非我們將之展現，

牠會嘗試再度冒出頭。這就是為何你看到周遭這麼多事情在發生。 

 

芝加哥突破 

 

Tim 剛剛 提到了我們所針對關注的州。另外一個是伊利諾州。芝加哥需要突破。主，我們

現在請求祢，讓芝加哥能夠突破！主，我們宣告那裡的人們會興起，並呼求聖靈臨到！

我們請求復興的恩膏臨到芝加哥！ 

 

突然之間神的主權臨到，讓許多領域得到突破，我認為這正是我們現在必須採用的禱告

方式。 

 

神的重建 

 

讓我們爲這樣一個美好的使徒中心來感謝主。我觀看主在重建這個地方，重建這裡的領袖。

當神開始做一件新事時，這正是所關乎的。 

 

我的妻子在去年九月的歲首特會時發了一個預言。她很少上台，也很少分享。但是在去年

的歲首特會時，她說道，「教會今年必須重建！」。我們真的這麼做了，我們也還在重

建當中。我們當中有些人成為未完成的工作，然而它是為了我們的好處，這也是很重要的。 

 

【破除咒詛的新時代】 

 

可愛的 Chad  

 

當我們要邁入未來的一年，我總是在八月開始非常留意觀注。請大家感謝 Chad 的協助。

他有一個一歲的男孩。Chad 是位很有意思的人，與他一起共事總是很有趣，雖然有時候

他會忘記事情。昨天下午我們在 Dayton 的機場去取預訂的車子。我先去租車公司的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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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辦手續，因為總是用我的名字來租車。櫃檯的人跟我說，「皮爾斯先生，很抱歉我們

沒有你的預約資料」。我說，「這怎麼可能？」，因為 Chad 已經把預約的資訊傳給我了。

「等我的助手拿到行李過來這裡，我們就能把事情搞清楚」。當 Chad 到達櫃台，我們發

現原來他是在 Daytona Beach 預訂了車子。我說，「我們是到達 Dayton，不是 Daytona 

Beach」。Chad 說，「這兩個地方的名字差不多」。我說，「那裡是在佛州的海邊，而我

們現在是在美國的中心地帶！」。我們「現場表演的娛樂」讓 Avis 的櫃台人員笑了滿懷。

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破除 70 年的結構的咒詛 

 

當我們在這個新時代進入下一個年份，我們必須明白，這個新時代是關乎破除我們人生的

整個 70 年的結構中的咒詛。因此我們必須知道，許多咒詛將會顯現，這是因爲神要它們

被破除。 

 

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個咒詛，因爲疾病正是一個咒詛。然而，疫情如此嚴峻到橫掃全球，你

必須明白這當中存有原因。有些地區的疫情比其它地方嚴重，這當中也有原因。「所盼望

的遲延未得，令人心憂」（參箴 13:12），它是讓軟弱（infirmity）有機可乘的原因。 

 

當你看到神的應許並沒有在一個地區裡頭顯現，這情形在軟弱的運作之下會更加明顯。因

此，我們要讓軟弱的靈出去！ 

 

使徒性的時代 

 

當我們用口，PEY，進入這個新時代，它就成為一個使徒性的時代！也因此，我們再也不

是待在我們曾經歷的教會結構之中。我們必須在所處的地區裡認知這一點：上個季節的

教會並非屬靈裡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動力。這對基督的身體而言是頗難理解的。因為我們

是以「教會」來思考，我們當中有一些人也是在「教會」當中長大。即便如此，我們都必

須明白，它並非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同時，我們也一定得進入新時代。 

 

所以，每年的猶太新年我們都會舉辦特會，雖然目前我們仍在整修當中，但到時候你可以

來現場加入我們。我們的建築物很大，足以在不同區塊容納所有人。假如你不能親自來現

場，網路的聚會也是非常棒的。我們在過去的六週都一直在努力整修，希望當你們來參加

聚會的時候一切都已就序，好讓大家能得到新時代的一個新年份所需獲得的啟示。以上這

些是我希望你們能開始如此思考的。 

 

聚集我失散的羊 

 

回顧以往，我是少數幾位在 15 年前就開始提倡要進行網路聚會的。這對網路教會而言，

可說是很早期的歷史。因為它是如此激進的轉換，我甚至必須在 600位領導者面前對他們

解釋，爲何我要這麼做，彼得魏格納還必須在當中打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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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這麼做是因為神告訴我，「我要你聚集我失散的羊！我要你把那些無法待在教會裡的

人召集過來」。許多人知道，我們有在爲 440位寡婦禱告和照顧她們。事實上，確實有許

多人是無法走進教會的建築物裡頭的。神需要不同類型的教會，所以我們運用當時祂賜給

我們的工具。 

 

來想想 15 年後的今天，有好一陣子我們能夠繼續教會的聚會的唯一方法，就是經由網路。

再想想有一些人並沒有賣力推進，沒有在神正在進行的工作當中讓我們持續前進， 這就

是為何你想要把一些人丟到前線上，他們其實是有能力在前線首當其衝的！我們能了解這

點非常關鍵，因爲我們正要邁入一些新的疆域，我在這裡要告訴你這一點。 

 

新時代已經進入這個氛圍。我要再度提及，假如你還沒有購買 Tim 的書，你一定要買來讀。

假如你還沒有買《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你也一定要買來讀。 

 

【對抗巨人的新時代】 

 

對抗大巨人 

 

我們正從維護的季節轉換；我們不再是待在維護的季節裡，我們正轉入征服！我們必須

明白我們正在對付一些大巨人！ 

 

對此，Dutch 需要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他必須幫助我們從聖經的角度清楚了解所對抗的每

一個巨人。 

 

地獄來對抗的新時代 

 

我們所處的這個新時代，是關於聲音，關於氣息，關於語音。來明白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為何地獄在這個新時代的一開始就被釋放出來。假如從去年的九月我沒有如此

運用的話，那麼事情就會變得不同。地獄被釋放出來對抗這個新時代，「等等，上帝的氣

息要藉著祂的子民被釋放出來了，所以我要趕快關掉他們的呼吸！」。 

 

你必須了解，這是牠陰謀詭計的一部分，而我們必須來喘口氣。現在來大聲說，「我們仍

然在呼吸！」。這就是你對魔鬼必須做的事！對於牠正嘗試要做的，你必須告訴牠，「這

是神正在做的事情！」，並且將它展現出來！ 

 

【解開奧秘的時代】 

 

從真正的教會發出聲音 

 

讓我來總結一下這個新時代所關乎的。這個新時代是關乎從你的家中發出聲音。不是今

年，是在下個年份，神的家將會帶著新的聲音轉換！這是當教會改革時所出現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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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教會將再度成為真正的教會！絕對不要說我們必須與世界有關連，我們是需

要在世界裡頭成為真正的教會，但它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來達到。 

 

像這樣的國度聚會，它是在重塑我們，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保持專注在「讓國度來重新

定義教會的建築物」。這句話是你必須記載下來的，因為國度正在重新定義我們未來該

如何建造教會。這成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啟示是關鍵 

 

在馬太福音 16 章裡，彼得突然得到耶穌是誰的啟示。當時耶穌問道，「人說人子是

誰？」，「你們說我是誰？」。有各種問題的彼得回答 - 大家對身邊的人說，「假如神能

夠在彼得身上做成美好的工作，那麼在你身上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 彼得身上有很多

問題，雅各和彼得這兩人讓我們全都滿懷著希望。井邊女人的經歷，也讓我們心中充滿希

望。她後來成為使徒性的傳福音者；從一個不檢點的女子變成帶領整個地區的人民歸向上

帝的傳福音者。告訴身邊的人，「我們絕對有希望！」。 

 

突然之間，彼得得到亮光，他說，「你是彌賽亞，我們一直在等待的那位受膏者！」。主

看著他說，「只有天父能夠賜給你這個啟示！」。 

 

啟示是這時期的一個重要關鍵！我們如何在啟示中前進，變得非常非常的關鍵！ 

 

「進行解開」的兩年期間 

 

主賜給我們非常了不得的預言，它也是使徒 Tim 一直在運用的詞彙 ekklesia。祂說，「我

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ekklesia 上」。這裡是我希望你們明白的。對此，他們並不

清楚，也不熟悉。這個名詞是一個與羅馬有關的理解。耶穌是運用一個世界的詞彙來定義

我們未來的匯集的聚會，但是當時的猶太人並不了解。 

 

然而，我要告訴你們，當它被發出預言， 就已成就！當初所發出的這個預言，在地上的

界域裡現在仍然在運作！「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你

將學會如何捆綁，你將學會如何釋放。我要賜給你們打開天國的鑰匙」。 

 

在「建築物」和「進行釋放、捆綁」這兩者中間，存有巨大的不同！我們正處在進行解

開的兩年期間！這就是我希望你們了解的，我們必須解開一直被封鎖住的某些東西。當

你在今年研讀你的聖經，你會看到這些末世的事情。我希望你們都來研讀它，因為神已經

藉著祂的聖言賜予我們啟示，這些啟示是我們正在解開的。現在，它變得非常重要，因為

它被稱為「正被解開的現在的真理」。它是關乎從神的家對每個疆域發出聲音。 

 

解開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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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你需要明白的 PEY 的詞彙是「神秘」（mystic），「神秘主義」（mysticism）。

我們正進入一個超自然的神秘被解開的時期。不要聽到這些詞彙就感到害怕。倘若如此，

不外乎迷信和宗教化。 

 

神自己就將祂所做的許多事情稱之為「奧秘」；敵基督的奧秘，罪孽的奧秘。。。接下

來的兩年，我們將會解開奧秘。因此，你將會聽到從未被真正闡述的啟示被釋放，甚至

讓你認為，「這是真的嗎？」。比如，神賜給 Tim 關於政府的天使的概念，我就不知道有

任何人曾經如此深入地解開過。我也不認為在《逾越節的預言》這本書中所提到的，讓我

們在前進之時能夠真正清楚明白的啟示，過去曾經被釋放過。 

 

決定新規則 

 

大家要明白這一點，我們正在爲權柄抗爭！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正在決定地上的一個新

規則。我們正在決定我們如何運作的一個新標準，一個新法則。這對我們來說，變得非

常重要，雖然我們並不需要明白所有這些，但你需要來重新思考，你必須思索這些事，你

必須進入其中。 

 

這就是為何我告訴你們，當初他們並不了解神對他所發的預言，直到 70 年後，他去拔摩

的海島拜訪約翰。約翰開始談到 7個關鍵的使徒中心，以及那地區的 7個關鍵的教會，而

他也開始重新定義他們。這總共花了他們 70 年的時間。 

 

【聖靈運動的時代】 

 

當如何進展的啟示 

 

這就是你們必須了解的。我們已來到一個季節的結束，而現在祂正賜給我們當如何進展

的啟示。祂不是在指責我們，我們是多麼的糟糕。不要陷入其中，要不然你就是在咒詛

那被咒詛的。神只是說，「你們已經走了這麼遠，做了這麼多好的事情。是的，你確實

在很多地方搞砸了，但這裡是我們要前往的」。這是我們當採取的思考方式。否則，你

就變成來同意魔鬼企圖產生的審判，而不是聖靈的聲音。這變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與祂面對面 

 

神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秩序。所有秩序都是經由那創造萬物者的聲音而來。 

 

關於我們目前所處的這 10 年的其中一件要事是，祂正帶領我們與祂面對面，以致我們得

以用新的方式來認識祂。 

 

所發生的是，我們熟悉教會，我們熟悉敬拜，我們認為所有這些就是神。因此祂必須帶領

我們回來認識祂，以致我們可以在教會和敬拜裡將祂展現出來。比如，Rachel 曾經創作新

歌，這些新歌在過去的時代中展現祂。然而，將有別的新歌在另一個時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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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再度施洗 

 

Tim 使徒在他的新書裡提到，這是聖靈運動的時代。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爲它就好

像我們將再度受洗。不管你的年歲如何，聖靈施洗將再度臨到！ 

 

我和 Kathy 與 Gary 在 90 年代初經歷神的那次運動。那是非常狂野的一個時期。Barbara 

Yoder 那時也和我們一塊，當時可說是竭盡狂野之可能，大家在地上疊在一塊兒。我也記

得在喜樂運動的運行中，每個人都在大笑，一個人倒在另一個人身上。 

 

當時那最新的運動是從阿根廷開始，大約是在 1990、1991 年的時候，雖然我很喜歡它，

但是我並沒有真的從當中得著。我分享這點，是因爲不希望你們感到挫折，神知道什麼時

候你必須得得到它。當時我坐在前排，因為我是特會中的講員。有一位女士在台上講話，

她談到喜樂，然而我覺得她是我一生中所聽過的最枯燥的講員。她的語言呆板單調，而她

所談論的主題居然是關於喜樂。我坐在台下聽，心想，「主，我不確定這是我想要得到

的！」。突然之間，我的腳趾好像有東西在冒泡，一直往上衝到我全身。之後我再也沒有

經歷過這種情況，除了另一次，我在聚會完開車回家的路程中也經歷過一次。突然之間，

我開始無法控制地大笑。而現在，我覺得我已經失去它。這就是當聖靈掌控你的時候所發

生的。它並不像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然後突然倒下來翻滾。那一次我突然倒在前面的地

板上，無法控制地翻滾，而我通常不會無法控制的。 

 

請聽我要說的。這正是我們正朝往的，無法控制的聖靈施洗！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的控

制存在，而神知道要如何在正確的時間來做工，「委婉地」讓我們得釋放。 

 

當時聖靈臨到所有的會眾身上。它可以說是最狂野的一件事情。隔天晚上，神的靈運行在

每一件事情上。有一個大塊頭男子在聚會中出現。我稱之為大塊頭，是因爲他大約 550鎊

重。他走到前頭，希望得到服事。當時我們正按手在別人身上。聖靈的能力降下來，而小

個頭的 Gary 正站在他身後。當 Gary 看到這個大塊頭的「巨人」倒下來，他不是去接住他，

而是趕快跳走。這個大塊頭男子就撞到一個木製長凳。我當時想，「糟糕了！我們可能殺

了他。主，在我們全都被抓起來關在牢裡之前，請祢讓這個喜樂的東西再繼續運作一陣子。

祢知道的，我們殺了他！」。 

 

那名男子撞在長凳，昏過去，後來總算清醒過來。他本來隔天約好要動手術的，因爲癌症

擴散到他的心臟周圍。當他隔天去到醫院，醫生發現，聖靈的那個臨到，將癌細胞從他身

上趕除，他被釋放了！ 

 

爆炸性的國度行動 

 

我正在告訴你，我們必須讓聖靈運行！因為這正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時期！它是一個爆炸

性的！它不是一個教會的行動，而是一個國度的行動！Tim 必須來教導關於國度的事情，

直到我們真正明白。我並不是一名教師，我只是喜歡來闡述神正在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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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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咒詛，全蒙益處 

 

我們正在朝往事情將以不同方式發生的一個國度的季節。因此，讓我們來探討聖靈。 

 

在阿拉姆文和希伯來文中，聖靈是一個 PEY 的詞彙。它與「praq」（Pey Resh Kuf Lamed 

Aleph）有關。希伯來文的意思是「結束從我的家中開始的咒詛」。 

 

聖靈臨到，賦予我們權力，讓我們脫離，以致有權利在我們身上運行的咒詛得已終結。

這就是我們正在進入的時代！我正在進入聖靈不僅是我們的保惠師，祂也會經由賜予我

們的恩賜來彰顯，以致正在運行的咒詛得以破除。 

 

在哥林多前書 12 章，你可以看到聖靈的彰顯，以及祂藉著我們運行的 9 種彰顯的方式。

經文也提到祂使用多樣不尋常的方式，以致我們都蒙益處。我們一直受阻而不能得到原

屬於我們的益處；然而在這個時代中，聖靈正在臨到，因此我們都能得著益處！請大聲

宣告，「我們全都預備好以新的方式蒙益處！」。換句話說，在你的血脈中攔阻你得益

處的，神說，「我要來破除這些咒詛，所以在那血脈中的某些人能夠得著益處！」。 

 

聖靈的聲音彰顯的方式 

 

聖靈是用四種方式彰顯祂的聲音。我的意思是指全面性的彰顯。 

 

祂彰顯在我們身上，以致我們可以宣告耶穌是主。每次你宣告耶穌是主，那麼一定是聖靈

的工作。天父的主權彰顯在地上的時刻正在來臨。耶穌基督的主權也正在地上彰顯。 

 

聖靈也讓我們知罪。祂有一個讓人知罪的能力，不是定罪。這兩者非常接近。宗教會定罪

人，但聖靈會讓人知罪。讓人知罪的能力正回到基督的身體當中，讓我們說道，「哎呀

我的神啊，我怎麼會搞到如此遠離的地步呢？。。。」。 

 

留意「方法論」 

 

祂創造不同的事工，多樣化的事工，是非常、非常具創造性的。至今我們尚未得著一個

通用一切的方法。因此，要留意接下來的兩年，不要採用一個宗教的方式來套用。因為

祂尚未帶領我們到達一個地步，讓我們能夠使用在秩序中運用的一個方法。這是我們從

信心進到信心當中，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保持前進。我們是力上加力，這表示我們有能力來抵擋一次攻擊，接著我們進

入能夠抵擋另一個攻擊的新能力。 

 

從榮耀進入榮耀，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困難的一些事。因為宗教的權勢會讓我們如此著重

在得著上個季節的榮耀之方法當中，以致我們不願意進入下一個季節的榮耀。因此我們

對於方法論（methadeia）必須非常小心，它是宗教的靈運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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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的時代】 

 

雙面夾擊的抗爭 

 

上述是敵人欲採取的行動，接下來是抗爭之處。特別是今年，我們將會面臨抗爭。因為

敵人希望奪取我們的祝福循環，這就是為何我們目前陷在這樣的混亂當中。不要讓現在

的新冠肺炎打倒你。人類經歷過水痘，麻疹，各式各樣的傳染病。因為我常常飛行，我就

需要每年檢查是否得到肺結核。無論如何，總是會有某些東西在那裡的。 

 

在箴言裡提過，惟一一件會讓我們想躲起來的東西，「有一頭獅子在街上到處遊走，所以

就讓我們躲起來，直到牠離開為止」（參箴 22:13）。你知道這與什麼有關嗎？貧窮！ 

 

因此，這個軟弱和貧窮，雙面夾擊美國。因為目前美國在全球擁有最宏亮的聲音，即使

中國現在正試圖取得這個地位。你們聽到我所說的嗎？我已經把這些都寫在我的書裡頭。

這也是為何我從去年的 11 月就開始非常關注。去年我就去了中國四次。 

 

了解中國 

 

我從 1980 年代就開始參與跟中國有關的服事。我一直都非常留意中國的動態。當新冠肺

炎疫情從中國爆發，你必須知道這件事，你也必須觀察進展。當它在一個月之內擴展到

185 個國家，若沒有一個策略在背後，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分享過神在 1986 年所啟示給我的，我也已經寫出來，在 2020 年之前，中國會成爲全球

最掌控經濟，超越美國的國家。他們的目標是希望在 2026 年之前，讓美國成為像他們一

樣的國家。假如在這 10 年當中我們無法正確的轉換，我們的結局堪憂。 

 

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共產國家的形態。他是一個知道如何運用唯物主義（materialism）

和經濟策略來進行控制的共產國家。只要你讓他們得利，他們就會愛你。 

 

我們正處在這個非常激烈的戰爭當中。然而，我覺得敵人在三月、四月、五月的時候玩

過頭，企圖將我們的宗教自由過早挪除。你聽到我所說的嗎？敵人試圖過早除去我們的

宗教自由，所以我們裡頭的神的聲音起來抵擋牠。我們真需要鼓掌來感謝神。 

 

假如在五月底之前我們沒有起來抵擋牠，也就是在五旬節之前我們若沒有採取行動的話，

那麼今天我們就無法坐在這裡！這就是這個東西如何快速的行動來對抗我們。我非常感謝

我們是一群來抵擋魔鬼的「不聽話的人」。然而，你還是得嘗試採取行動。 

 

選擇你的戰場 

 

要聰明的選擇你的戰場！不要爲了一些人云亦云的東西貿然出征。當選擇你的戰場，這

是挺有趣的一個過程。要學會運用你的優點，觀察敵人的行動，並學會如何在當中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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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 Keith，他是比較瘋狂的那一位，但他全心愛主。他在北德州最大的產權公司工

作，所以儘管他很狂野，他也非常聰明敏銳。他很敢直言不諱。你會喜歡別人敢說敢言的，

特別是在這個時代裡。有一天，我們前往一個我們已經去了好多年，但目前已經成爲落後

地帶的一區。無論如何，我的兄弟可不管這些，他繼續前進，因爲有一位我們已經認識了

三十年的男士會去那裡，而我是已經不會再獨自去那個地區了。 

 

另外一天，他去那裡的一家便利商店買一瓶可樂，店家 Mo 是一位阿拉伯裔的男士，我們

認識他好多年，還曾經跟他分享過福音。有一個人沒戴口罩進入商店裡，店家還是接受他

的生意，拿了他付的錢，這個人就走了。有另外一個人排在這個沒帶口罩的人的後面，他

不喜歡店家接受沒帶口罩的人的生意。他的言行舉止就開始非常失控，對店家大吼大叫。

這個行爲失控的人恰巧是個黑人，他說，「你要知道黑命貴。你接受這個人的生意的這種

行爲，讓我的生命陷入危險！」。他無限上綱的這種說法，幾乎可以說是瀕臨瘋狂。 

 

Keith 和我在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事，所以我們並不真的懼怕什麼。當時他就站在這

個黑人的後面，所以他就用手指戳戳這個黑人的肩膀，他對那黑人說，「聽著，真的重要

的事情是，你死了到底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在你轉身之前，Mo 會已經拿著槍對著你的

頭。那時你就必須很快地決定，到底什麼是真的重要的事情！」。那個黑人很迅速地就離

開了。 

 

天國文化的思維 

 

你必須運用你的優點讓神來真正使用你，並且不要懼怕！Keith 所說的確實是真正重要的

事情！在你死後，你到底會去哪裡？ 

 

三K黨過去常常說我認爲最愚蠢的一些話。他們說，神在天堂設立了不同膚色的人可以去

的地方，並且有些膚色的人是不能上天堂的。我對此的感覺是，這是我聽過的最愚蠢的事

情。 

 

我們是屬靈的人。現在請正確地聽懂我的話。我們必須面對，並談論這件事情。我們不是

根據外表的膚色來區分，我們是超自然的屬靈人。聖經提過，祂是我們的靈的天父。而

在這 10 年中，我們必須宣告，「聖靈，請掌管我！」。真正重要的是，無論神揀選我在

哪一個結構裡，我在這當中應該來代表聖靈。這是一種天國文化的思維，而我們正處在

天國文化裡。這點變得非常重要，因為敵人正試圖防止我們得到神正在做的這項新的東

西。 

 

【新時代的新事】 

 

看哪，我要做新事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參賽 43:19）。敵人希望

我們錯過，就這麼安頓下來，認為政府將在這所有的一切當中成為我們的保護。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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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聖靈能保護你。當你來到一塊領地，若祂的政府的掌權在這領地裡井然有序，那麼

你就會被保護。這就是為何神正在發展像這樣的中心。 

 

當神說，「我正在做新事」，你可以來查考神的話，看看它的涵意爲何。 

• 以新的權柄進行新的教導 

• 聚會的新方式 

• 新的表達 

• 認知和信心的新維度 

• 新的關係 

• 新的恩典 

• 新的外袍 

• 新酒裝在新皮袋 

• 新的竭力追求 

• 新的聲音 

• 新的能力見證 

 

「新的」表示「某些從未出現過的」或是「品質更佳的」某些東西。「聚會的新方式」，

就像是今天的這場聚會。我們不需要會場裡人潮洶湧。「認知和信心的新維度」，不要認

為我們已經經歷了信心所有的展現，信心是有層級之分的。「新的關係」，上個季節的某

些關係是沒法帶入這個季節的。這就是為何當 Tim邀請我來的時候，我回說這個關係我需

要維持。關係無法帶入這個季節，是因為某些人朝別的方向走。 

 

「新的恩典」。恩典是我們不配得卻賜給我們的。當我們正確地抓住它，並且運用賜給我

們的恩典，你知道這會讓我們得著什麼？恩寵！恩典和恩寵如同骨肉相連。如果你想要

得到恩寵，那麼你就得緊緊抓住恩典。 

 

「新的權柄」，「新的身份」，「新皮袋」，「新的竭力追求」。來想想那血漏的婦人拼

命想得著醫治。她處在上個季節的糟糕情況長達 12 年，花盡一切積蓄，又是名婦女，人

們認爲她不能做什麼有用的事情，宗教化的人讓她困在家裡，連家門都不能隨意出入。她

想，「反正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了。我已經走投無路，我只好拼命衝出！拼命通

過！」。而突然之間，耶穌在這個季節臨到。 

 

創造運動的聲音 

 

我們必須讓聲音行在我們之前。神所正在說的，是一個猶大的概念。在神的次序中，猶

大必須先行。你知道為什麼嗎？在敬拜團隊中，猶大是一個使徒性先知性的支派，明白

如何用聲音爭戰，讓敵人逃跑或潰敗。 

 

得勝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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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所痛恨的是這一點：現在我們正在發展一個新的見證。這表示，當我們通過這場試

驗，我們就有一個得勝的見證。而地獄對於你的見證一點辦法都沒有！地獄沒法處理它！

這就是所有這些所關乎的。地獄不希望你到達試驗的終點，因爲一旦你到達終點，你就

獲得勝利的見證！ 

 

【邁入你的新身份】 

 

那麼，我們要如何到達終點？ 

 

超越恐懼 

 

當神讓你敬畏，那麼它就是個有效用的情緒。然而恐懼是個靈，這就是為何恐懼有時很難

偵測出來。有時候神會對你說，「不要走那條路！」。因著你的敬畏神而順服祂，從而讓

你決定走另外一條路。 

 

而恐懼這個靈，牠所做的是聯結上你的情緒，試圖讓你被捆綁並且動員你使自己無法動

彈。因此我們必須超越恐懼。你必須領受上帝所說的「你是誰」。大聲說出來，「我

是 。。。」。祂對你的人生有計劃。神讓我成為先知性的這件事情，我從來不會害羞不

敢說。對於成為一名先知，我也從來沒有感到被威嚇。教師對於擴展神的聖言以及清楚說

明，是如此的有恩賜；然而，是神創造我所是的。我苗條，祂愛我。我肥胖，祂也愛我。 

你不要咒詛自己，你也不要不喜歡自己，因爲是祂創造你成爲「你」的。有時候祂會希望

你做些改變，因為祂期待你活得久一點。這是唯一的理由，我沒有每天早上都吃烤餅和肉

汁。但是每個月一次，我會不顧忌地享用美食。祂並沒有因為我這麼做而不喜歡我。 

 

我們必須擺脫這些無謂的事情，以致神放在我們裡頭的恩賜能夠準確地重新對齊。這對我

們而言非常重要。 

 

留空間給神 

 

現在，你必須留給祂空間。請留意聽我要說的，你有一個部分是你要來默想的。「默想」

的意思是，你看著你的這個部分， 說道，「我要如何確保不失去這個部分，並且讓它倍

增？」。這是我們會被審判的其中一個地方。當神賜給你某些東西，你卻沒有讓它倍增，

祂在新約裡已談到結果會如何。它是關於一個有才能的人，但是他藏著不用，也不放在銀

行生息，就是什麼事也不做。因此，我們管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而現在，我們必須留空間給神；就好像他們必須留空間給約櫃，才能邁入應許之地。假

如你不這麼做，那麼在新的發展出現之前，你就會帶著上個季節的期待。我們能看見這

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若非如此，最終會出現的結果是，宗教讓我們開始批判和譴責，而

實際上神並沒有做任何這些事情，神只說「退後吧！」。神可能會說的是，「假如你真要

這麼做，那麼我會再把你關進家裡頭！我有太多的方法可以來對付你，直到你真正明白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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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聽我要告訴你的。祂必須讓我們暫停，因爲我們正在這個新時代中重新發展「我

們是誰」。這點非常重要。 

 

【新時代的關鍵】 

 

揭示我們的身份 

 

如同我昨晚所說的，就算你今年 80 歲，也有一些事情是神從未對你揭示的。假如你求問

祂，祂就會開始對你開啟「在這段期間祂對你的意義爲何」。 

 

願意改變思維 

 

你必須願意轉換你的思維，這才叫做真正的悔改。也就是說，你如此改變思維，使你不再

以過往的模式行事。 

 

回顧你的盟約 

 

你必須省思你的關係。 

 

明白權柄和對齊 

 

就我所知，以色列是最明白權柄的。我也認為，對基督的身體而言，這是他們最不足的一

塊。我們可說是一群不明白權柄如何運作的人。神確認恩賜，並讓這些恩賜發展到具有權

柄來運作的層次。 

 

知道你被栽於何處 

 

你必須清楚在基督的身體中，你所屬的區塊。信心是在時間和空間中運作的。 

 

學會如何定義和確保你的疆域 

 

藉著以上所提到的，你得以確保你的疆域。對此，我寫了一本書叫做《奪得你的產業》。 

 

知道如何在你的秘密居所，停留在祂的護蔽之下 

 

這是場搶奪你定居之地，以及停留在定居之地的戰爭。敵人會竭盡一切可能，企圖把你拉

出神護蔽的蔭下。 

 

挪除恐懼、信心的破壞者、舊有的奴隸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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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你必須除掉所有信心的破壞者，牠們會想盡一切辦法聯結上來。所以請這麼宣告，

「假如你破壞我的信心，那麼你就必須離開我！」。你應該花一天的時間寫下你口中所

說的每句話，然後你就會這麼說，「噢，我的神啊，我搞砸了多少事情！」。總是有開口

說話的時候，然而凡在你裡面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參羅 14：23）。但是你總會聽到不

具信心的某些話語從你口中說出。這就是這個季節所關乎的一部分！ 

 

你不要定罪自己，但就是讓它從你口中說出來，然後抓住自己說錯的話，宣告，「我們要

把它修改成有信心的話語！」。我們正在斷然地一次解決掉這個問題。我們也必須彼此幫

助。你是知道的，基督的身體總是會幫助你。他們總會告訴你，你是多麼的糟糕，我可以

告訴你這點。 

 

操練信心來獲得財富轉移的策略 

 

這裡有一件大事。神想要轉移許多財富給我們。不要認為財富和金錢是同一件事。財富

是能力，財富是得恩寵，財富是力量，我們正處在財富轉移的地步。高舉你的雙手宣告，

「我需要得到每一份我可以得到的！」。 

 

回顧以前進 

 

關於時間如何運作，我很喜歡 Dutch 對此的教導。為了前進，你必須回顧。因為它是一個

圓形。你可以瞥見你之前出發的源頭，然而神所做的，是對你前往的目標發話。因爲神不

受時間的限制，所以祂把上個季節的混亂，將之設立在你的面前，因為祂知道你已經預備

好來前進了。告訴身邊的人，「我已經預備好來前進！」。 

 

這表示，你過去的混亂將被放置在你的眼前，但你知道這次將如何嗎？憑著信心踐踏過

去！你會看著它們說道，「這次我可不會陷入其中！」。你明白這一點嗎？ 

 

【建立使徒性先知性的統治】 

 

明白你的領域和範圍 

 

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使徒性先知性的統治。你必須明白自己所屬的領域和範圍。Tim，

Carol 和 Oasis 使徒中心的團隊，被神使用在這個地區建立使徒性的統治。他們並不是唯一

被神使用的，但是他們成為正在發展我剛剛提到的這些要項的一個中心。 

 

動員軍隊 

 

若要動員神的軍隊，是從使徒性統治之處。神的軍隊不僅指我們，上帝是耶和華沙巴阿，

神的軍隊是天使軍團加上地上的軍隊一起作戰。我不知道地球上有任何一個地方是比這

裡還更明白這個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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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是，Tim 會從上個季節的試圖教導人們，轉變成當我們聚集的時候，動員軍隊

與我們一同作戰。這就是讓我們變成使徒性的要項。你將會從這裡差遣我們和天使軍團

一起出去作戰。突然之間，我們就得到所需的幫助，以進行我們被差派出去所要完成的

要務。這正是使徒中心所正在成為的！ 

 

使徒性的六項功能 

 

使徒中心是個差派的地方。使徒性有六項主要的功能。 

 

第一，爭戰的功能。它不是像教皇一樣，具有一些階級制度的功能，而是爭戰的功能。

它是神賜在地上的一個恩賜，以確保撒旦的統治權保持支離破裂。 

第二，治理的功能。 

第三，結束/完成的功能。這表示，上個季節中某些尚未結束/完成的，必得在這個季

節中結束/完成。 

第四，建造的功能。因此，必須重新創建出事情真實的樣貌，以讓我們得著異象。 

第五，世代對齊的功能。「建造」的意思表示你要把兒女加入其中。因此，它又有一

個世代重新對齊的功能。 

第六，差派的功能。這是使徒性的主要功能。這個詞彙與「差遣我們出去」相關。這

也是我們在離開這裡之前要做的。我們要與天使軍團一起被差派出去，讓地上

的軍隊離開這個使徒中心，去完成某些任務。因爲天使軍團正駐紥在這裡。 

 

打造基礎 

 

使徒性是個基礎。使徒性先知性的統治會產生一個基礎，而耶穌是房角石。是神自己設立

這個次序，對此你無法做任何變更。使徒的功能在先知的功能之上。 

 

先知是看見，湧出神的話語，預測，打開天堂。第三是教師，我們一定得有教師教導。牧

師的職分會進行一些教導，但教導的功能與牧師的職分並不完全相連。接著你有行神跡和

醫治者。把你的手按在旁邊的人身上，「我們耽誤了行神跡的工人！我們也耽誤了醫治的

工人！」。這就是為何傳福音者會從行神跡和醫治的人那裡釋放出來。 

 

再來你有牧師。當你在聖經中查考牧師，你會發現聖經裡並沒有常常提到牧師。五個功能

裡有三樣是關於先知性的功能。牧師應對會友教導經濟的法則，以致他們得以昌盛。 

 

接著你有治理事的。然而所發生的是，在我們讓神的次序被設立前，我們就試圖把治理事

的先搞定，認爲這樣子就會一切就緒。 

 

接著你有說方言和翻方言的。我要老實告訴你，我們原本企圖把它們從教會中趕出去。然

而當你真的這麼作，你就會有一個很薄弱的基礎。Tim 昨晚在台上說方言。當別人說方言

的時候，我耳中聽到的並不是方言而是成串的句子，這是一個恩賜。不管我人在中國，或

是在墨西哥，無論我人在哪裡，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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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你一直被卡住，但雲霧正開始消除！我已經預備好要讓你登機，我已經預備好

要讓你興起，使你進入之前無法上升到達之處！」。 

 

假如你留意傾聽，你就能夠聽到。每一次會眾裡頭有人說方言，這就是來自天堂，要帶給

我們的一個清楚的信息。這就是為何翻方言是說方言的一部分。 

 

預言你的未來 

 

你發預言，預測，並解讀你的未來。啟示對我們而言變得非常、非常重要。「人說人子是

誰？」，「你們說我是誰？」。因為我們正在對一個新層次的「時候滿足」發預言，它是

與時間有關的。與「時候滿足」有關的詞句是「每個部位都組合在一起，並在一個時刻，

突然之間，你就能看到神要你看見的」 

 

密術 vs 啟示 

 

啟示正與密術相反。密術將事隱藏。直到啟示臨到一個地域，你無法將被隱藏的揭開。因

為啟示會揭發，啟示的靈藉由神的子民揭發敵人所隱藏著的。 

 

不要認為這個新冠病毒只是一種正在感染人類的疾病。它正在企圖隱藏一個陰謀，這陰

謀要讓我們進入神並不想要我們進入的一個被控制的層面。（注 1） 

 

帶著這樣的理解，我們宣告，啟示正在臨到！這也是我要差派你們帶著出去的。要知道天

使的結構是導致啟示臨到我們的因素。當你行走在我們所描述的這整個地界裡，你是在代

表流經你的啟示。一句短短的話語就會充滿它。如同聖經所言，你腳掌所踏之地，榮耀都

會滲入，而這片土地就不得不讓咒詛離開！被綁在其中的聲音 - 要知道地球正在呼求要得

自由（參羅 8:19-21），而天堂也在發聲呼籲並臨到我們，帶來自由。你可知道誰正處在

當中？就是你！ 

 

因此，你必須以新的方式行走。你必須以新的方式說話。你也必須說出必得要說出的。

就像我的兄弟 Keith 所做的。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可知道什麼才是對你最重要的？

你到底是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並且它可能是在 5秒鐘之內，你就必須做出的決定」。因

此，所有的胡言亂語，長遠而言其實一點都不打緊。 

 

我們正在超越！ 

 

請留意聽我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境界，而神正在說，「我已經預備好要你走出去！

我已經預備好要你從這裡走出去，並以我藉著聖靈說的，開始對正在發生的發話！」。 

 

你會開始看到人，就好像保羅看著以弗所的門徒一樣。許多人上教會上了 50 年，然而你

可以問問他們，「你是否認識聖靈？」。有些人的回答，就好像他們跟保羅說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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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聖靈！」（參徒 19:1-2）。而你會帶領他們來受聖靈的洗，並且

當你這麼做，你也會再度受洗。 

 

聽著，你會超越救贖，並且從救贖快速地前進，如同保羅在以弗所做的，「問他們說：

『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

來。』」。你會對他們說，「有些東西是超越施洗約翰的洗禮的。我們摩拳擦掌，迫不及

待地要超越它」。你只需告訴他們這些。告訴身邊的人，「我們正在超越！」。你必須再

度大聲宣告，「我們正在超越！」，「我們全都在超越！」。 

 

鏟除咒詛 

 

聽著，我們是一群危險的人物！告訴三、五個你周圍的人，「他們可能要求我們保持距離，

但我們可是危險人物！」。現在來大聲宣告，「撒旦，因爲你讓我們保持距離，這就使

我們有更多的空間來成為危險人物！」。 

 

來聽我要說的。我們必須看清楚它到底是什麼。你環顧四周，就知道這真是太棒了，這裡

的人數遠超過基甸的三百勇士，而基甸鏟除了長達七年的咒詛。告訴身邊的人，「我們將

要推翻 70 年的咒詛！」。 

 

美國裡頭的種族主義，這是咒詛運行的結果。已經 450 年了，但是神說，「我已經預備好

來除掉它！」。 

 

聖經提到，祂從一血脈造出萬族的人（參徒 17:26）。這就是為何你不將自己高舉超越別

人，你也不對別人存有偏見。因爲假如你這麼做，你可能就是在咒詛自己！道理就是如

此簡單。這是我祖母教導我的。 

 

我們正在轉換！ 

 

來留意聽我說的。我們正在轉換！我們正在轉變！我們正在進入新的！告訴你左右兩邊

的人，「你就是新的！」。 

 

【結束禱告】 

 

你可以感受到聖靈就在這裡。請大家高舉雙手。 

 

天父，憑著祢賜給我的權柄，我宣令，如同保羅所宣令的啟示的靈，正停駐在這裡的人們

身上！ 

 

我現在宣令，在人們的靈裡正開始攪動的啟示的靈，會從他們的口中冒出！ 

 

主說，「我的百姓會得著確鑿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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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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個稱為俄亥俄州，俄亥俄山谷的地方，你們是這個國家未來的支點！」。 

我對你們說，「你們口中所發出的話語，會導致這個國家的蹺蹺板，水平不移！」。 

我說，「你們會成為使整個國家保持水平的一股力量！」。 

 

留意從俄亥俄州所發出的話語！ 

留意從賓州所發出的話語！ 

當印第安那州擊打（strike）和前進的時候，留意從它那裡所發出的話！ 

留意密西根州，之前在那裡掌權的會臣服在新的統治之下！ 

我對你說，「我正在肯塔基州行動！而你正在賽跑，並且現在正在宣令，在這場賽跑中，

一股得勝的力量正臨到這片土地！」。我對肯塔基州說，「即使敵人正在想方設法要讓

你關閉，並且用一個蓋子把你蓋住了，但是這個蓋子正從肯德基州的身上脫除！」。 

 

我說，「找到你所屬的中心！中心彼此連結！在整個國家裡把所有中心都連結起來！」。 

主說，「把中心連結起來，因爲我現在正開始用新的方法來轉換這個國家！」。 

 

我差派你們帶著啟示的靈出去！讓我們敬拜！（完） 

 

 

注 1: 可參考 & 查驗此視頻 - 【獸的印記正在來臨】撒督牧師 2020 年 8 月 29日講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RCWVtX1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