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柄
我们感谢上帝为他是谁和他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只想向他伸出手，无论什么需要，他

会配合。我们不必看人。我们不必看自己。我们只是望住神。如果我们单单望住神，神

的能力会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城市和小区，地区，国家和世界。

如果神的子民站稳所知的真理及说出耶稣的名字，神的能力会流动。就是这么简单。

神能力的结果

当你说出耶稣的名字时,神的能力开始流动。但是，你永远也看不到神的能力，你看到的
祗是神能力的结果。人们常常摔倒在神恩膏能力的聚会里。我们看到医治在一周又一周

之后发生，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神的能力进入，我们看到的是其结果。

癌症，心脏病，精神紧张的状况和皮肤病状况都被清除。耳朵打开。眼睛开始看见。双

腿无法行走的开始走路。中风的影响因耶稣的名字而消失。心脏再次运作了。婚姻和情

感得医治。你提出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有一次我虽然想祂走进我的房间，坐下来跟

我说话，他却没有依我预期的方式进来。他问，“我的儿子，你等着我来走进房间，坐

下来和你谈话，是不是？”我回答：“是的，”他继续说：“我不会。两个星期来，我

一直想告诉你什么是你需要听到的。“

我心里知道祂想我听什么，但我一直在寻找祂来以某种方式进来。我得更加清楚知道。

神在经上说: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说：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祂一定要在我们中间，但我不需要看到祂。如果

我见到祂，荣耀归神，我会因而喜乐，如果你看到祂，荣耀归神，我会和你一同喜乐。

但神说，祂就在这里。如果人们相信神话语之前想等着看结果，他们永远不会看到结果。

我们必须相信神和祂的话语，然后我们才会看见。我们多次看到结果，是因为我们相信

神的话语。

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

信。我相信，有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像多马（我曾经是其中之一）要看到的东西，才相信。

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原文是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

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他们是蒙福的, 他们会经常看到结果。
升高及被高举

神的子民要知道怎样挑旺在里面的圣灵，因为他们不能总在一个地方经历神的能力。我

们挑旺这恩赐是透过我们完专注在主耶稣基督。想象他在高处及被高举,想象他在云中上
升。他升高及被高举。

随着我们在神里成长，我们不再审视自己作为凡人，因为它说，当接受耶稣，他给权力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是从血气生，也

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我们不再只是人类，因为我们是至高神的孩子。在高处及被高举的神居住在我们里面，

是祂的子民。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放在主指定的位置。我们不是卑微，贫穷，悲

惨的罪人，但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不是说我们坐在世界上。（以弗所书 2:6）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西
3:1) 要定睛在上面的事, 就是基督居所住在完全的荣耀和光辉之中，因为我们已与基督一
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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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每天做到这一点，无论我们面临试炼，我们会看到自己与基督，高举起来，向

下望环境和情况似乎压倒我们的。他们不再有权力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被
耶稣的血买赎。透过爱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是得胜有余的。这是出自神的话。人们之所

以被摔倒，打败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与主耶稣基督在高处及被高举。

这就是我说：“耶稣，你是我的生命和光源。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每一个祝福的源头。

你在我的思想，在我的心里......“说出耶稣名字的。说“谢谢你，耶稣。我赞美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我尊荣你，主。你是在高处及被高举。在你的威严主权下，你是荣耀的。

你是负责提升我以致我也是在高处及被高举。我在你耶稣，我的主，是得胜有余。因我

让我的思想定睛在你和你的权力和能力......去抬举我，与你并行。
接受衪所供应的

看，不是说我们想尽力做基督徒，不是我们要尽量放弃这样或那样的。不是我们能停止

做任何事情。是神因着衪在耶稣的爱已经为我们完成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知它，

接受祂已供应的。

圣灵在这些最后的日子大量的服事是关于圣洁。我们不能期望得到医治，如果我们到处

乱跑污染我们的身体（殿）或做事情玷污神的殿，现在你也知道，趋势会来，“好了，

我不想违背神。我想停止吸烟。我要戒酒。我想停止暴饮暴食。“

事实上，神知道我不需这样做。耶稣已经为我完成了。我只需说，“天父，原谅我对违

背你和你的话。”让我告诉你，这是在世上最容易的事，如果你真的想要自由：“天父，

原谅我。”然后我信靠衪的能力会流在我里面去停止要停止的事。我们正在说圣灵的能

力，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如果我一直在想，我要去做妥，我要去做妥，坦白说，我靠

自己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会落空。这意志力不能成事，朋友。这是一个人的意志，第一

天说我要做，第二天却不会。如果我们在权柄下兴起，我们便永远不会被捆绑。

什么是权柄？权柄是有权威和权力。耶稣已经提升我们到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拿起权柄，

权威和权力，我们的生活就不会起起跌跌。我们绝不会喝一切不讨神喜悦的饮料。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自由，如果我们能得到什么传达给人们，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

我们已被释枚。所有已经完成！这是完成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使我们自由。我所要做

的是我能认知这点，我只需接受我的医治，或者我只是要停做我一直在做的事。

我要怎样开始？第一，我要知道那些我正做的不是出于神。第二，我要说，“天父，奉

耶稣的名，饶恕我这样做了。约翰一书 1:9说，耶稣的血会遮盖我们。如果我们向神承认
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饶恕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神看

见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祂已经忘记一切关于它的.

监狱大门是敞开的

如果他忘记了我所做的，我为什么还要挂在我不能停止做的事实上呢？我要进入神已经

供应的，神的能力会进入我里面。如果我的心坚定在神上，他的能力会流动。这将它的

结尾......但症状并没有脱离。多谢耶稣。监狱的大门已经敞开，我坐著作一个简单的决定。
我要走出监狱做一个自由人，还是我要继续坐在那敞开了的门的监狱？

有一次，当我服侍一个女人，我看到刚才我描述的事。我看到一个地牢的顶端和侧边。

门是关着。当我们继续为她祷告，门开了。（主耶稣开门）我告诉她，“你环顾四周，

但大门是敞开的。你停留着看着天花板，你继续看着两侧，后面和地板上，但你不是看

大门。你为什么不看大门？

（什么是门？-主耶稣自己，而祂打开通向牢房的大门）我说：“朋友，你为什么不干脆
承认这一事实，并走出大门进入自由......”她看着我奇怪地说：“我从来不知道我是自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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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一直在看顶部及侧边的铁栏，后边的栏及地板（没有出路）她

不看大门。主耶稣已经打开了它。她要承认衪（耶稣）和在耶稣里已得自由的事实，然

后行出去。

我感谢上帝，她发现在耶稣的自由，她感叹道，“我不需要再胡涂生活了。我已经自由！

＂当她内里承认我是自由，神能力进来，然后自由来到，不是在这之前。

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运行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功亏一篑。我们必须

把思想与在神的话相等，神说在一切事上我们有权柄。

主希望这个信息传开，带来神迹和医治的增多。神迹和医治不仅会在教会增多，而且要

在我们的家庭，神的能力将会增加。

需要圣洁

哥林多前书 6:9-10：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受骗。人们做以下的事不会承受神
的国，除非他们改变：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

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没有人有神的生命除非祂（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因为祂爱我们，他来了，流下

他的血在十字架上，并付上代价。耶稣打开了牢房的大门，他说：“凡劳苦重担的，可

以到我这里来，我会使你安息。我会给你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门。穿过大门进入生命，健康，神的供应，保护和各种祝

福。"

哥林多前书 6继续说，“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从前是过去式。那天我们求耶
稣进入我们心中为主及救主，魔鬼的能力和我们肉体的东西已在我们的生活被折断了(无

论我们觉得喜欢与否）。我们在这一刻已经自由，我们现在是自由。因此，它只是一个

清除垃圾的事情。

 “但你是藉着神的道和耶稣的血被洗净”，是指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属于主了。神自己

已经洗净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保持洁净。神是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工作，使我们能做到。

当我们认识到这事实，就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了。

 “你是圣洁”是指你是被造成圣洁和神已经使你圣洁。你能看到自己是已圣洁了吗？还是

你仍然看自己为一个贫穷的，不幸的，可怜的罪人？圣经说，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已

不再被视为罪人。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我们己分别为圣，透过耶稣的宝血成为圣洁。

我们是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及世代。

我们如何来看自己

耶稣在死人中是头生的长子，我们是跟在他背后。我们被提升。我们要看到自己是这样。

如果我们看自己是毛虫，趴在污垢，我们便永不提升.我们永不提升至看见神已经为我们
成就的事情。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子和女儿，穿着白色长袍。神的荣耀是在我们里面。我

们是永生神的殿。

如果我们开始不是这样看自己，我们便错过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和神的爱这点。他已经

释放我们，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进入。我是配得的，因为耶稣已经使我配得。我是圣洁

的，因为耶稣使我圣洁。我是被爱的，因为我的主爱我。

拥有权柄意味着我拥有天上地上的一切能力，在耶稣大能的名，因为耶稣已给我权柄，

能力和权威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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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6:11继续说，“但你是称义了, 奉主耶稣的名.” 神已宣告我们无罪。如果神已

宣告我们无罪及我们已要求神的宽恕，那么我们是谁,竟说自己有罪?(罗马书 8:29）谁能
今天敌挡我,说我犯了罪？魔鬼是控告弟兄的, 他没有权利控告使我死亡。这是一个谎言，

因为耶稣已经让我自由。耶稣已令你们自由。说出来，“耶稣让我自由,从罪和死的律，

疾病和贫穷。我真是自由了。多谢耶稣。

 “我必须开始以神看我来看自己。为什么看自己为卑微的毛虫，但神看我为高及被高举？

一定有人在撒谎。让我告诉你，那不是神。我欺骗自己，或者我相信一些魔鬼低劣的谎

言。谎言是，我仍然不配得，卑微，苦命，痛苦，容易生病和贫困，每次被打败-失败。
我要听谁呢？听神还是魔鬼？

现在是时候，你开始聆听神。是说：“是啊，我会聆听神。”如果你真的这样做，那么

你会听衪的话语说什么，你不仅会听。当圣经说，“倾听”，这意味着要勤力留心，和

实践。

我们高举起来与我们的主耶稣一起。我们在最后一天要审判天使和世界（哥林多前书

6:1-2）。现在我们不能信审判未信者。我们要爱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记得我

们未得救前是怎样, 及至主耶稣以衪的爱触摸我们生命, 使我们自由。
不信的人仍在捆缚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大门是敞开的。耶稣正站在门口，说：“来吧。

来得自由。来得生命。来得健康, 来得神的供应及每种祝福.” 大门是敞开的，甚至为不信

的人。监狱的大门已被主耶稣基督清除. 衪现在站着, 为生命的门。看，它并不复杂。走

出去，奉耶稣的名字。

不受制任何能力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哥林多前书 6:12

为什么我不受制任何能力？因为神使我从撒旦, 疾病, 贫穷及自己的肉体的能力下 释放了

我，使我得自由。这是真实的。我自由地成为神公义的，圣洁的孩子,站在我至高父合法
的位置。神知道，如果有其他任何能力控制我, 那么我会被放手及放弃我的权柄，我容许

它掌管我。你明白吗？我应该有权力过于一切。没有什么权力能掌管我除了神的灵。保

罗对哥林多教会说: “我拒绝被任何权力掌管。”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拒绝被束缚, 除了被神的灵约束。如果我偏离了，神不会乱用周围

的解剖刀或一个电极来冲击我。我自由地服从神。我自由地爱我的神，因为衪先爱我。

见创世纪 1:26-31。它说，神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然后，他给亚当管理大地球和所有

生物。神给了我们一切的统治权，以及衪给我们权力控制情况（而不是被控制）,在耶稣
大能的名。

透过基督耶稣得胜有余

如果我了解权柄，我开始透过基督耶稣成为得胜者。我想知道事情按神的方式进行，不

是按魔鬼的方式说，很多神的子民没有在这方面听神的说话，而让每次被打败。他们认

为他们是无助和绝望-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看一看诗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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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的主......（我们要在这里赞美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

于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这意味着，我们是在天上，当我们的位置和权利,是至高神的
孩子。我们是授予权柄。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停

止仇敌。我在这里自由地喜乐。神争战。我只是赞美主的名字。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 他？世

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换句话说，人是问神，为什么你向我做这一切事?我是谁，你竟

会来造访我？我们必须开始以神看人来看人。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 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人是低于天使，但他有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发现耶稣是高于天使 (希伯来书第 1,2 章)。
因为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祂的血，我本来是与神分开，现在已经被恢复到亚当未

犯罪之前。也就是说，人是高于天使！

天使不是至高神的儿女。天使不是按神的形象所造。因为耶稣的血为我们成就，我们是

被提升到一个高于人堕落前的位置。我们正在等待我们的主耶稣回来，勤力于衪的工作，

等待祂从云上驾临。我们的身体会在眨眼间改变, 神的灵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身体，永远与

神同在。多谢耶稣！

然而现在，神的荣耀是在这个必死的身体。神的灵活在这里是因为耶稣,和所有我们在祂
里面看到的....
诗篇 8继续。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一切已放在他脚下”这是指权柄、能力、权威.“你不会被魔鬼或

您自己的疑惑或肉体所超越。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

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神建立它是这个样子，让我们统治一切。我们透过基督耶稣得胜有余。耶稣是得胜者和

他已开了门。我们得胜有余，因为我们进入衪已成就的。我们甚至不需劳力赚取。坦白

地说，我们不能劳力赚取，因为耶稣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我每天为此感谢神。我只需

承认它。

我说，“耶稣，你是如此美妙。你救了我。你医治了。你释放了我。你是保护我，你是

供应我。你令我成为神的儿子，“我没有这样做。神在衪的爱为我作成,我所要做的就是
接受它，因它喜乐，并感谢它。

以弗所书 1:18-23 显示保罗为教会祷告-他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同样的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住在那些相信的人。耶稣的名字高于一切。耶稣

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衪的身体，一切都在我们的脚下，这意味着，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权柄，

保护和主权下。所有天上地下的权柄是属于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意味着这一切是

在我们的脚下。这意味着，我们有权柄于一切不属耶稣的事上。

如果神的子民真正理解这一点，就不再有抑郁，恐惧，忧虑或邪恶在他们的生命。既然

我们已经在一切事上得自由，我们是那些被允许的人。我们允许被事情控制是当我们没

有拿起权柄,权力和权威的时候。
 “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

呢？”(罗马书 8:29-37）如果神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是谁（或其他人）竟说自己有

罪？我们是自由的。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神的爱隔绝。神已在衪的名给

了我们权柄和权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使用它呢？我们不使用它，如果我们不知道我

们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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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奉衪的名字求什么

让我告诉你，一周后又一周内，因着神的灵，我们拿起权柄凌驾疾病，贫困，不育，或

任何来自魔鬼的。当你看我们在这些东西运用权柄, 你会看见它们离开。他们必须因耶稣
的名离开。当你在心里知道，当说出耶稣的名字时，事情将要发生，他们便会发生。

 “1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

为我往父那里去。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14 你们
若奉我的名求甚么，我必成就。”(约 14:12-14）
谁要要求及拿起权柄？是我们。所谓“问”是不正确的解析。这个词的意思是“需

求，”我们不是从神需求，我们要求，“魔鬼，你把你的手离开一切属于神的，奉耶稣

的名！” 当我们这样做，耶稣便会做这事。无论是什么的捆缚，在耶稣里不能再捆缚，

因为我们已经从它得自由。我们只是必须认知我们是自由的。

不信与权柄

为什么对待别人像不信的人？他们不是真的不信主，因为耶稣的血已经付出去拯救他们。

他们只是行为上不信。换句话说，人们在神的眼中已得救。他们只需进入及承认认识这

一点。

荣耀！他们需要说，“耶稣基督，我需要你。你是我的主。进入我的心。“他们已经自

由，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坐在牢房,门敞开，却做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谦卑自

己，神的能力会将进入他们的生命，他们将获得自由。

门徒问耶稣：“我们为甚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马太福音 17:19）耶稣回答说：“因为
你的不信。” 衪在说什么？他们已赶出魔鬼在左或在右......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显然，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他们对魔鬼有权柄。他们没有使用耶稣从天父给予的权柄，

他们没有行使它。

耶稣说：“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不信。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

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在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拿住缰绳。我们必须行使神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
 一定要如神所说的发生。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我没有任何荣耀自己。我有的能力是
透过主耶稣。顺服神.的话.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到吗？我已获得

从神而来的权柄，我要锻炼它。我必须对抑郁拿起权柄。我必须对恐惧拿起权柄。我必

须对怀疑和忧虑拿起权柄，谁做事呢？是耶稣。

我们要承认神已成就的。衪已经在这些事情释放了我们。这就是我说：“我自由。我不

必恐惧了。恐惧，现在离开我，奉耶稣的名,。我再要抑郁。我摆脱抑郁症。现在离开

我，抑郁症，奉耶稣的名。“

在马太福音 28:18 18 耶 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 所
以，你们要去.” 与约翰 14.”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教导神的话和神的话在耶稣里的好

消息。使人做主的门徒，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奉耶稣的名说话, 作神
的工使衪得荣耀。使死人复活。

在路加福音 10:19-20耶稣说：19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 切

的能力，断没有甚么能害你们。”

这是权柄。我曾参予在所有的释放环节，我从来没有受到伤害，甚至划伤。多谢耶稣。

这些东西从人涌出来。他们哪种方式来，但他们都要出去，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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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有一次服事时，一个受恶魔影响的人，试图阻止神的工作，开始喊：“我由撒旦差

派来停止这些会议。回到您的死教堂，而忘记了这胡说八道！“他接着站起来与我鼻子

对鼻子，准备去打我。神的能力来到他，他出去了...... 带着怪动物出去。奉耶稣的名, 一
定要离开.
我们不必害怕任何东西，因为我们被赋予权柄。我们得到权柄。我们得到所有能力如神

所说，我们必须开始这么看。它是一道门胜过一切-不仅对魔鬼，它是在地上的所有权柄，

胜过野兽的领域，胜过一切。神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这是衪的权柄。这是衪的能力。

这是衪的权威。我们只是接受它。

我们如何使用它呢？（准备好采取行动。）我们奉耶稣的名用它。

每次我们讲耶稣的名字，我们承认衪的同在。我们承认衪的主权。我们承认衪在我们的

权柄。当我们说:耶稣是主，我们是说：“主耶稣，你有权柄，能力和权威在我的生命。
我会做你叫我做的。“当我对魔鬼们说他们要离开, 奉耶稣的名,疾病都要迁出。他们必
须服从我。为什么呢？耶稣住在我里面。

加拉太书 2:20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放进你的名字)，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
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的。你的生命不

再是你自己的。我们是用重价买来。林前 6 章的最后一句: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及灵
里荣耀神, 是属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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