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權柄
我們感謝上帝為他是誰和他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們只想向他伸出手，無論什麼需要，他

會配合。我們不必看人。我們不必看自己。我們只是望住神。如果我們單單望住神，神

的能力會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家庭，我們的鄰居，城市和社區，地區，國家和世界。

如果神的子民站穩所知的真理及說出耶穌的名字，神的能力會流動。就是這麼簡單。

神能力的結果

當你說出耶穌的名字時,神的能力開始流動。但是，你永遠也看不到神的能力，你看到的
祗是神能力的結果。人們常常摔倒在神恩膏能力的聚會裡。我們看到醫治在一週又一週

之後發生，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神的能力進入，我們看到的是其結果。

癌症，心臟病，精神緊張的狀況和皮膚病狀況都被清除。耳朵打開。眼睛開始看見。雙

腿無法行走的開始走路。中風的影響因耶穌的名字而消失。心臟再次運作了。婚姻和情

感得醫治。你提出的事情，我們都已經看到了。

不過，到這個時候，我從來沒有見過耶穌。有一次我雖然想祂走進我的房間，坐下來跟

我說話，他卻沒有依我預期的方式進來。他問，“我的兒子，你等著我來走進房間，坐

下來和你談話，是不是？”我回答：“是的，”他繼續說：“我不會。兩個星期來，我

一直想告訴你什麼是你需要聽到的。“

我心裡知道祂想我聽什麼，但我一直在尋找祂來以某種方式進來。我得更加清楚知道。

神在經上說: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耶穌說：
“你們奉我的名求什麽，我必成就。”祂一定要在我們中間，但我不需要看到祂。如果

我見到祂，榮耀歸神，我會因而喜樂，如果你看到祂，榮耀歸神，我會和你一同喜樂。

但神說，祂就在這裡。如果人們相信神話語之前想等著看結果，他們永遠不會看到結果。

我們必須相信神和祂的話語，然後我們才會看見。我們多次看到結果，是因為我們相信

神的話語。

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

信。我相信，有世界各地的人們就像多馬（我曾經是其中之一）要看到的東西，才相信。

耶穌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文是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

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他們是蒙福的, 他們會經常看到結果。
升高及被高舉

神的子民要知道怎樣挑旺在裏面的聖靈，因為他們不能總在一個地方經歷神的能力。我

們挑旺這恩賜是透過我們完專注在主耶穌基督。想像他在高處及被高舉,想像他在雲中上

升。他升高及被高舉。

隨著我們在神裏成長，我們不再審視自己作為凡人，因為它說，當接受耶穌，他給權力

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子，

是從血氣生，也

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我們不再只是人類，因為我們是至高神的孩子。在高處及被高舉的神居住在我們裏面，

是祂的子民。神的話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放在主指定的位置。我們不是卑微，貧窮，悲

慘的罪人，但我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這不是說我們坐在世界上。（以弗所書 2:6）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西
3:1) 要定睛在上面的事, 就是基督居所住在完全的榮耀和光輝之中，因為我們已與基督一

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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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每天做到這一點，無論我們面臨試煉，我們會看到自己與基督，高舉起來，向

下望環境和情況似乎壓倒我們的。他們不再有權力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被
耶穌的血買贖。透過愛我們的基督耶穌我們是得勝有餘的。這是出自神的話。人們之所

以被摔倒，打敗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與主耶穌基督在高處及被高舉。

這就是我說：“耶穌，你是我的生命和光源。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每一個祝福的源頭。

你在我的思想，在我的心裡......“說出耶穌名字的。說“謝謝你，耶穌。我讚美你，耶穌。

我愛你，耶穌。我尊榮你，主。你是在高處及被高舉。在你的威嚴主權下，你是榮耀的。

你是負責提升我以致我也是在高處及被高舉。我在你耶穌，我的主，是得勝有餘。因我

讓我的思想定睛在你和你的權力和能力......去抬舉我，與你並行。

接受衪所供應的

看，不是說我們想盡力做基督徒，不是我們要盡量放棄這樣或那樣的。不是我們能停止

做任何事情。是神因着衪在耶穌的愛已經為我們完成一切。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認知它，

接受祂已供應的。

聖靈在這些最後的日子大量的服事是關於聖潔。我們不能期望得到醫治，如果我們到處

亂跑污染我們的身體（殿）或做事情玷污神的殿，現在你也知道，趨勢會來，“好了，

我不想違背神。我想停止吸煙。我要戒酒。我想停止暴飲暴食。“

事實上，神知道我不需這樣做。耶穌已經為我完成了。我只需說，“天父，原諒我對違

背你和你的話。”讓我告訴你，這是在世上最容易的事，如果你真的想要自由：“天父，

原諒我。”然後我信靠衪的能力會流在我裏面去停止要停止的事。我們正在說聖靈的能

力，就是這麼簡單。不過，如果我一直在想，我要去做妥，我要去做妥，坦白說，我靠

自己不能做任何事情。我會落空。這意志力不能成事，朋友。這是一個人的意志，第一

天說我要做，第二天卻不會。如果我們在權柄下興起，我們便永遠不會被捆綁。

什麼是權柄？權柄是有權威和權力。耶穌已經提升我們到這個位置。如果我們拿起權柄，

權威和權力，我們的生活就不會起起跌跌。我們絕不會喝一切不討神喜悅的飲料。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已經自由，如果我們能得到什麼傳達給人們，那就是在主耶穌基督，

我們已被釋枚。所有已經完成！這是完成在十字架上。耶穌的血使我們自由。我所要做

的是我能認知這點，我只需接受我的醫治，或者我只是要停做我一直在做的事。

我要怎樣開始？第一，我要知道那些我正做的不是出於神。第二，我要說，“天父，奉

耶穌的名，饒恕我這樣做了。約翰一書 1:9說，耶穌的血會遮蓋我們。如果我們向神承認

我們的罪，他是信實的，是公義的，饒恕我們，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換句話說，神看

見我是從來沒有做過，祂已經忘記一切關於它的.

監獄大門是敞開的

如果他忘記了我所做的，我為什麼還要掛在我不能停止做的事實上呢？我要進入神已經

供應的，神的能力會進入我裏面。如果我的心堅定在神上，他的能力會流動。這將它的

結尾......但症狀並沒有脫離。多謝耶穌。監獄的大門已經敞開，我坐著作一個簡單的決定。

我要走出監獄做一個自由人，還是我要繼續坐在那敞開了的門的監獄？

有一次，當我服侍一個女人，我看到剛才我描述的事。我看到一個地牢的頂端和側邊。

門是關著。當我們繼續為她禱告，門開了。（主耶穌開門）我告訴她，“你環顧四周，

但大門是敞開的。你停留著看著天花板，你繼續看著兩側，後面和地板上，但你不是看

大門。你為什麼不看大門？

（什麼是門？-主耶穌自己，而祂打開通向牢房的大門）我說：“朋友，你為什麼不乾脆

承認這一事實，並走出大門進入自由......”她看著我奇怪地說：“我從來不知道我是自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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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她一直在看頂部及側邊的鐵欄，後邊的欄及地板（沒有出路）她

不看大門。主耶穌已經打開了它。她要承認衪（耶穌）和在耶穌裏已得自由的事實，然

後行出去。

我感謝上帝，她發現在耶穌的自由，她感嘆道，“我不需要再糊塗生活了。我已經自由！

＂當她內裏承認我是自由，神能力進來，然後自由來到，不是在這之前。

如果我們讓我們的思想運行在我們的生活，我們將會一次又一次的功虧一簣。我們必須

把思想

在神的話相等，神說在一切事上我們有權柄。

主希望這個資訊傳開，帶來神蹟和醫治的增多。神蹟和醫治不僅會在教會增多，而且要

在我們的家庭，神的能力將會增加。

需  要聖潔  

哥林多前書 6:9-10：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不要受騙。人們做以下的事不會承受神

的國，除非他們改變：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

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沒有人有神的生命除非祂（耶穌）為我們的罪付上代價。因為祂愛我們，他來了，流下

他的血在十字架上，並付上代價。耶穌打開了牢房的大門，他說：“凡勞苦重擔的，可

以到我這裏來，我會使你安息。我會給你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是門。穿過大門進入生命，健康，神的供應，保護和各種祝

福。"

哥林多前書 6繼續說，“而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從前是過去式。那天我們求耶

穌進入我們心中為主及救主，魔鬼的能力和我們肉體的東西已在我們的生活被折斷了(無

論我們覺得喜歡與否）。我們在這一刻已經自由，我們現在是自由。因此，它只是一個

清除垃圾的事情。

 “但你是藉着神的道和耶穌的血被洗淨”，是指我們沒有任何東西不是屬於主了。神自己

已經洗淨我們。我們的責任是保持潔淨。神是在我們身上

我們工作，使我們能做到。當我們認識到這事實，就再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了。

 “你是聖潔”是指你是被造成聖潔和神已經使你聖潔。你能看到自己是已聖潔了嗎？還是

你仍然看自己為一個貧窮的，不幸的，可憐的罪人？聖經說，透過耶穌的寶血，我們已

不再被視為罪人。我們在基督裡是神的義......我們己分別為聖，透過耶穌的寶血成為聖潔。

我們是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及世代。

我們如何來看自己

耶穌在死人中是頭生的長子，我們是跟在他背後。我們被提升。我們要看到自己是這樣。

如果我們看自己是毛蟲，趴在污垢，我們便永不提升.我們永
提升至看見神已經為我們成就的事情。我們是至高神的兒子和女兒，穿著白色長袍。神

的榮耀是在我們裏面。我們是永生神的殿。

如果我們開始不是這樣看自己，我們便錯過了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和神的愛這點。他已經

釋放我們，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進入。我是配得的，因為耶穌已經使我配得。我是聖潔

的，因為耶穌使我聖潔。我是被愛的，因為我的主愛我。

擁有權柄意味著我擁有天上地上的一切能力，在耶穌大能的名，因為耶穌已給我權柄，

能力和權威高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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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6:11繼續說，“但你是稱義了, 奉主耶穌的

.” 神已宣告我們無罪。如果神已宣告我們無罪及我們已要求神的寬恕，那麼我們是誰,竟
說自己有罪?(羅馬書 8:29）誰能今天敵擋我,說我犯了罪？魔鬼是控告弟兄的, 他沒有權
利控告使我死亡。這是一個謊言，因為耶穌已經讓我自由。耶穌已令你們自由。說出來，

“耶穌讓我自由,從罪和死的律，疾病和貧窮。我真是自由了。多謝耶穌。

 “我必須開始以神看我來看自己。為什麼看自己為卑微的毛蟲，但神看我為高及被高舉？

一定有人在撒謊。讓我告訴你，那不是神。我欺騙自己，或者我相信一些魔鬼低劣的謊

言。謊言是，我仍然不配得，卑微，苦命，痛苦，容易生病和貧困，每次被打敗-失敗。

我要聽誰呢？聽神還是魔鬼？

現在是時候，你開始聆聽神。是說：“是啊，我會聆聽神。”如果你真的這樣做，那麼

你會聽衪的話語說什麼，你不僅會聽。當聖經說，“傾聽”，這意味著要勤力留心，和

實踐。

我們高舉起來與我們的主耶穌一起。我們在最後一天要審判天使和世界（哥林多前書

6:1-2）。現在我們不能信審判未信者。我們要愛他們。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記得我

們未得救前是怎樣, 及至主耶穌以衪的愛觸摸我們生命, 使我們自由。

不信的人仍在捆縛裏，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大門是敞開的。耶穌正站在門口，說：“來吧。

來得自由。來得生命。來得健康, 來得神的供應及每種祝福.” 大門是敞開的，甚至為不信

的人。監獄的大門已被主耶穌基督清除. 衪現在站著, 為生命的門。看，它並不複雜。走

出去，奉耶穌的名字。

受制任何能力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哥林多前書 6:12

為什麼我不受制任何能力？因為神使我從撒旦, 疾病, 貧窮及自己的肉體的能力下 釋放了

我，使我得自由。這是真實的。我自由地成為神公義的，聖潔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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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會被放手及放棄我的權柄，我容許

它掌管我。你明白嗎？我應該有權力過於一切。沒有什麼權力能掌管我除了神的靈。保

羅對哥林多教會說: “我拒絕被任何權力掌管。”

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拒絕被束縛, 除了被神的靈約束。如果我偏離了，神不會亂用周圍

的解剖刀或一個電極來衝擊我。我自由地服從神。我自由地愛我的神，因為衪先愛我。

見創世紀 1:26-31。它說，神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亞當。然後，他給亞當管理大地球和所有

生物。神給了我們一切的統治權，以及衪給我們權力控制情況（而不是被控制）,在耶穌
大能的名。

透過基督耶穌得勝有餘

如果我了解權柄，我開始透過基督耶穌成為得勝者。我想知道事情按神的方式進行，不

是按魔鬼的方式說，很多神的子民沒有在這方面聽神的說話，而讓每次被打敗。他們認

為他們是無助和絕望-沒有什麼好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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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詩篇 8。
•“主啊，我們的主......（我們要在這裡讚美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

於天。神的榮耀充滿我們。這意味著，我們是在天上，當我們的位置和權利,是至高神的

孩子。我們是授予權柄。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神停

止仇敵。我在這裏自由地喜樂。神爭戰。我只是讚美主的名字。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 他？世

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換句話說，人是問神，為什麼你向我做這一切事?我是誰，你竟
會來造訪我？我們必須開始以神看人來看人。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 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人是低於天使，但他有榮耀尊貴為冠冕。我們發現耶穌是高於天使 (希伯來書第 1,2章)。
因為耶穌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流出祂的血，我本來是與神分開，現在已經被恢復到亞當未

犯罪之前。也就是說，人是高於天使！

天使不是至高神的兒女。天使不是按神的形象所造。因為耶穌的血為我們成就，我們是

被提升到一個高於人墮落前的位置。我們正在等待我們的主耶穌回來，勤力於衪的工作，

等待祂從雲上駕臨。我們的身體會在眨眼間改變, 神的靈會給我們帶來新的身體，永遠與

神同在。多謝耶穌！

然而現在，神的榮耀是在這個必死的身體。神的靈活在這裡是因為耶穌,和所有我們在祂
裏面看到的....
詩篇 8繼續。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一切已放在他腳下”這是指權柄、能力、權威.“你不會被魔鬼或

您自己的疑惑或肉体所超越。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

的腳下。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神建立它是這個樣子，讓我們統治一切。我們透過基督耶穌得勝有餘。耶穌是得勝者和

他已開了門。我們得勝有餘，因為我們進入衪已成就的。我們甚至不需勞力賺取。坦白

地說，我們不能勞力賺取，因為耶穌是唯一能做到這一點。我每天為此感謝神。我只需

承認它。

我說，“耶穌，你是如此美妙。你救了我。你醫治了。你釋放了我。你是保護我，你是

供應我。你令我成為神的兒子，“我沒有這樣做。神在衪的愛為我作成,我所要做的就是
接受它，因它喜樂，並感謝它。

以弗所書 1:18-23顯示保羅為教會禱告-他們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同樣的能力，使基督從死裏復活並住在那些相信的人。耶穌的名字高於一切。耶穌

是我們的頭, 我們是衪的身體，一切都在我們的腳下，這意味著，我們在耶穌基督的權柄，

保護和主權下。所有天上地下的權柄是屬於我們，就是基督的身體，這意味著這一切是

在我們的腳下。這意味著，我們有權柄於一切不屬耶穌的事上。

如果神的子民真正理解這一點，就不再有抑鬱，恐懼，憂慮或邪惡在他們的生命。既然

我們已經在一切事上得自由，我們是那些被允許的人。我們允許被事情控制是當我們沒

有拿起權柄,權力和權威的時候。

 “我們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羅馬書 8:29-37）如果神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是誰（或其他人）竟說自己有

罪？我們是自由的。沒有什麼可以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裏與神的愛隔絕。神已在衪的名給

了我們權柄和權威。那麼，為什麼我們不使用它呢？我們不使用它，如果我們不知道我

們擁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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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奉衪的名字求什麼

讓我告訴你，一周後又一周內，因着神的靈，我們拿起權柄凌駕疾病，貧困，不育，或

任何來自魔鬼的。當你看我們在這些東西運用權柄, 你會看見它們離開。他們必須因耶穌

的名離開。當你在心裏知道，當說出耶穌的名字時，事情將要發生，他們便會發生。

 “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

為我往父那裡去。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14 你們
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約 14:12-14）
誰要要求及拿起權柄？是我們。所謂“問”是不正確的解析。這個詞的意思是“需求，

”我們不是從神需求，我們要求，“魔鬼，你把你的手離開一切屬於神的，奉耶穌的名！

” 當我們這樣做，耶穌便會做這事。無論是什麼的捆縛，在耶穌裏不能再捆縛，因為我

們已經從它得自由。我們只是必須認知我們是自由的。

不信與權柄

為什麼對待別人像不信的人？他們不是真的不信主，因為耶穌的血已經付出去拯救他們。

他們只是行為上不信。換句話說，人們在神的眼中已得救。他們只需進入及承認認識這

一點。

榮耀！他們需要說，“耶穌基督，我需要你。你是我的主。進入我的心。“他們已經自

由，他們只是不知道這一點。他們坐在牢房,門敞開，卻做自己的事情。如果他們謙卑自

己，神的能力會將進入他們的生命，他們將獲得自由。

門徒問耶穌：“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鬼呢？”(馬太福音 17:19）耶穌回答說：“因為
你的不信。” 衪在說什麼？他們已趕出魔鬼在左或在右......他們已經這樣做了。

顯然，他們忘記了一個事實，他們

魔鬼有權柄。他們沒有使用耶穌從天父給予的權柄，他們沒有行使它。

耶穌說：“你不能這樣做，因為你不信。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

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在我們,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必須拿住韁繩。我們必須行使神的話語, 奉耶穌的名,
 一定要如神所說的發生。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我沒有任何榮耀自己。我有的能力是

透過主耶穌。順服神.的話.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到嗎？我已獲得

從神而來的權柄，我要鍛煉它。我必須

抑鬱拿起權柄。我必須

恐懼拿起權柄。我必須

懷疑和憂慮拿起權柄，誰做事呢？是耶穌。

我們要承認神已成就的。衪已經在這些事情釋放了我們。這就是我說：“我自由。我不

必恐懼了。恐懼，現在離開我，奉耶穌的名,。我再要抑鬱。我擺脫抑鬱症。現在離開

我，抑鬱症，奉耶穌的名。“

在馬太福音 28:18 18 耶 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
以，你們要去.” 與約翰 14.”所以你們要去......做什麼？教導神的話和神的話在耶穌裏的好

消息。使人做主的門徒，他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奉耶穌的名說話, 作神
的工使衪得榮耀。使死人復活。

在路加福音 10:19-20耶穌說：19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 切

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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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權柄。我曾參予在所有的釋放環節，我從來沒有受到傷害，甚至劃傷。多謝耶穌。

這些東西從人湧出來。他們哪種方式來，但他們都要出去，奉耶穌的名。

當我有一次服事時，一個受惡魔影響的人，試圖阻止神的工作，開始喊：“我由撒旦差

派來停止這些會議。回到您的死教堂，而忘記了這胡說八道！“他接著站起來與我鼻子

鼻子，準備去打我。神的能力來到他，他出去了...... 帶着怪動物出去。奉耶穌的名, 一定
要離開.
我們不必害怕任何東西，因為我們被賦予權柄。我們得到權柄。我們得到所有能力如神

所說，我們必須開始這麼看。它是一道門勝過一切-不僅對魔鬼，它是在地上的所有權柄，

勝過野獸的領域，勝過一切。神給了我們權柄和能力。這是衪的權柄。這是衪的能力。

這是衪的權威。我們只是接受它。

我們如何使用它呢？（準備好採取行動。）我們奉耶穌的名用它。

每次我們講耶穌的名字，我們承認衪的同在。我們承認衪的主權。我們承認衪在我們的

權柄。當我們說:耶穌是主，我們是說：“主耶穌，你有權柄，能力和權威在我的生命。

我會做你叫我做的。“當我對魔鬼們說他們要離開, 奉耶穌的名,疾病都要遷出。他們必
須服從我。為什麼呢？耶穌住在我裏面。

加拉太書 2:20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放進你的名字)，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

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的。你的生命不

再是你自己的。我們是用重價買來。林前 6章的最後一句: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及靈

裏榮耀神, 是屬於神的。”
© 1985, Dr. Randy Brodhagen, Glory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Dominion Page 7 of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