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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你會受到這個月電子雜誌的祝

福。對光明學院來說，這是一個非常

忙碌的時 間。我們 正在把 Y o u T u b e  

內容，移動到我們的話語的周刊，因

為許多Yo u T u b e的所有者，已經開始

刪除冒犯他們世界觀的材料。這個原

因與很多基督徒的內容有關，我們的

Youtube 內容被刪除只是時間問題。

我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頻道，您可以在

下面找到有關如何閱讀的詳細信息。

祝福你

江諾維

201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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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编辑者的话在 本 期

英文版編輯者的話

1   基督徒与瑜伽
     江諾維

7   为公义的革命预备余民
     康柏彬

10  成为丰满的神的居所
     宋偉喬
 
14  一個上升的生活
     麥達凱

18  接受警告
     为将临的逼迫
     撒督 孫大索

23  异梦是上帝沟通的工具    
     布魯斯 愛倫

25  教皇的世界政府 

我 相 信 你 会 受 到 这 个 月 电 子 杂 志 的 祝

福 。 对 光 明 学 院 来 说 ，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忙 碌 的 时 间 。 我 们 正 在 把 Y o u T u b e  

内 容 ， 移 动 到 我 们 的 话 语 的 周 刊 ， 因

为许多YouTub e的所有者，已经开始

删 除 冒 犯 他 们 世 界 观 的 材 料 。 这 个 原

因 与 很 多 基 督 徒 的 内 容 有 关 ， 我 们 的

You t ub e  内容被删除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频道，您可以在

下面找到有关如何阅读的详细信息。

祝 福 你

江 诺 维

201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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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來，很多基督徒向我詢問瑜伽的相

關內容 

 

許多人在我的回答後表示反對，說：「我只是

為了運動而做！」對我所說瑜珈是一種欺騙的

解釋，感覺受到侮辱。我意識到這篇文章將會

使許多使用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感覺受到

攪動。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是

極度危險的。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 

林前 15：33  

 

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

神。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林前 15：34 

 

這全取決於你與誰溝通 

瑜伽來自梵文中 Yug 這個字，意思是「與神結

合」就是你更高的「自我」。瑜伽是超越普通 

心靈（你認為你是誰）的道路，以便與你「更

高的自我」或「上帝自己」融合。瑜伽意味

著「枷鎖」 - 這是瑜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面向 - 它具有與婆羅門同負一軛的意思，

婆羅門就是「無限」，「宇宙的靈」（也就是

印度教徒所稱的，沒有位格的力量「神」）。

這個目標是經由改變意識的狀態達成，以至

於從理論上來說，可以使自己擺脫了無盡輪

迴的束縛。  

 

瑜伽來自印度教吠陀經。這經可以追溯到帕坦

加利，他是一位宗教領袖。濕婆是印度教最強

大的三個惡魔神之一，別名是“毀滅者＂。他

被稱為 Yogi Swara 或“瑜伽之王＂。瑜伽的

根源深深植根於印度教。 

 

“據估計，美國有 15,000 名瑜伽教師，每週教

授400到700萬學生。瑜伽課程涉及：有意識的

伸展，有意識的動作，以及控制呼吸和放鬆練習。

其目的是發展力量，身體的靈活，平衡，身體協

調，身體意識，肌肉平衡，平靜和控制呼吸。（不

要被欺騙）瑜伽起源於印度教的思想學派，認為

使用姿勢可以將靈與一個人的魂隔離。 

 

而基督教則是關於我們裡面的基督與聖靈的

聯合。 

這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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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中瑜伽主要用作運動鍛煉的一種形

式。瑜伽來自原始的梵文詞“joga＂，意思是

加入或連結（這一點本身就相當可疑並且非常

重要。） 瑜伽意味著將身體，心靈和呼吸連

結；讓他們和諧的工作。這當然是騙人的！它

非常溫柔，緩慢和具有冥想性；但需要集中注

意力。  

 

瑜伽教練說，他們收到了一些人的抱怨，他們

認為瑜伽與神秘主義和秘教交織在一起。他們

評論說：“我們承認瑜伽確實來自印度教的一

部分，我們的課程主要涉及瑜伽的身體方面，

並且不以任何方式引誘人們參與東方宗教＂。

（來源：布盧明頓先驅時報，1991 年。） 

 

可悲的是，甚至自稱為基督徒的人也陷入了這

種謊言。事實上，每位瑜伽教師都是印度教或

佛教傳教士，即使他或她可能穿十字架，並堅

持耶穌是一位偉大的瑜伽士，並抗議瑜伽不是

宗教，而是科學。這是最明顯的謊言。然而，

它已被如此的廣泛宣傳在公立學校，從幼兒園

開始到今天社會的幾乎所有其他領域，人們都

被教導並被接受、相信：瑜伽和其他形式的印

度教 - 佛教神秘主義為科學。相比之下，基

督教被學校拋棄了，並且在要有“寬廣心思＂

的運動中被擠出了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被新

世紀的“科學＂取代了！ 

 

瑜伽顯然是一種新世紀的概念，其起源是深刻

的宗教和泛神論。它受到新世紀支持者的廣泛

實踐和支持。 

 

新時代運動否認了罪惡和完全墮落的事實，並

認為人通常是善的、是神聖的。他們教導我們

內在有一個神，我們要利用它並通過冥想和其

他形而上的技術來發展它。他們教導人們唯

一需要的，就是得到對他們自己神性的啟示。

他們相信通過輪迴，人就會與上帝重聚。他

們相信業力，就是：他前生的生活所欠的債。

他們也相信人類是進化而來，而不是聖經中

所教導的被創造。瑜伽還與圖像、視覺想像、

催眠，心靈魔術，頌唱咒語，積極思考和席

爾瓦心靈技術，這些技術不僅不符合聖經，

而且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當被自稱為信徒的

人們實行時，會容許他們生活中某些外在的

屬靈影響進入到他們的生命，這與聖經的教

導中不一致，也是不被聖經允許的（哥林多

後書 6：14-18;4：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

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

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什

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

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

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

是全能的主說的。                                            

哥林多後書 6：14-18 

 

瑜伽的實踐最輕微的狀態可說是世界，最嚴重

的是進入異教 

它的教義來自東方宗教，他們都教導自我就是

上帝，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瑜伽這個詞

意思是結合，身體的自我與精神自我的結合，

這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瑜伽是印度思想的六大

基本系統之一。因此，如果你想要接近克希納

或佛陀，那就繼續吧，但是你不會通過改變和

研展你的意識來接近聖經的上帝。 

 

雖然基督徒瑜伽的推動者堅持認為它會使一

個人更接近上帝，但這是一種屬靈上非常危險

的做法，旨在讓人們接受惡魔的影響。我們沒

有辦法改造瑜伽，來讓基督徒接受它。現在來

聽一個人解釋他開始練習瑜伽和呼吸技巧時

發生的事情： 

 

我讀了一篇深入研究瑜伽者的報告......

“我被各種各樣的乖僻和玷污的情緒所攻擊。

我的身體開始移動，並以一種混亂的方式繼續

西方世界中瑜伽主要用作运动锻炼的一种形

式。瑜伽来自原始的梵文词“joga ”，意思是

加入或连结（这一点本身就相当可疑并且非常

重要。） 瑜伽意味着将身体，心灵和呼吸连结；

让他们和谐的工作。这当然是骗人的！它非常

温柔，缓慢和具有冥想性；但需要集中注意力。  

 

瑜伽教练说，他们收到了一些人的抱怨，他们

认为瑜伽与神秘主义和秘教交织在一起。他们

评论说：“我们承认瑜伽确实来自印度教的一

部分，我们的课程主要涉及瑜伽的身体方面，

并且不以任何方式引诱人们参与东方宗教”。

（来源：布卢明顿先驱时报，1991年。） 

 

可悲的是，甚至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陷入了这

种谎言。事实上，每位瑜伽教师都是印度教或

佛教传教士，即使他或她可能穿十字架，并坚

持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瑜伽士，并抗议瑜伽不是

宗教，而是科学。这是最明显的谎言。然而，

它已被如此的广泛宣传在公立学校，从幼儿园

开始到今天社会的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人们都

被教导并被接受、相信：瑜伽和其他形式的印

度教 -  佛教神秘主义为科学。相比之下，基

督教被学校抛弃了，并且在要有“宽广心思”

的运动中被挤出了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被新

世纪的“科学”取代了！ 

 

瑜伽显然是一种新世纪的概念，其起源是深刻

的宗教和泛神论。它受到新世纪支持者的广泛

实践和支持。 

 

新时代运动否认了罪恶和完全堕落的事实，并

认为人通常是善的、是神圣的。他们教导我们

内在有一个神，我们要利用它并通过冥想和其

他形而上的技术来发展它。他们教导人们唯

一需要的，就是得到对他们自己神性的启示。

他们相信通过轮回，人就会与上帝重聚。他

们相信业力，就是：他前生的生活所欠的债。

他们也相信人类是进化而来，而不是圣经中

所教导的被创造。瑜伽还与图像、视觉想象、

催眠，心灵魔术，颂唱咒语，积极思考和席

尔瓦心灵技术，这些技术不仅不符合圣经，

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当被自称为信徒的

人们实行时，会容许他们生活中某些外在的

属灵影响进入到他们的生命，这与圣经的教

导中不一致，也是不被圣经允许的（哥林多

后书 6：14- 18;4：4）。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

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

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什

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

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

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

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

是全能的主说的。                                                                

哥林多后书 6：14- 18 

 

瑜伽的实践最轻微的状态可说是世界，最严重

的是进入异教 

它的教义来自东方宗教，他们都教导自我就是

上帝，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瑜伽这个词

意思是结合，身体的自我与精神自我的结合，

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瑜伽是印度思想的六大

基本系统之一。因此，如果你想要接近克希纳

或佛陀，那就继续吧，但是你不会通过改变和

研展你的意识来接近圣经的上帝。 

 

虽然基督徒瑜伽的推动者坚持认为它会使一

个人更接近上帝，但这是一种属灵上非常危险

的做法，旨在让人们接受恶魔的影响。我们没

有办法改造瑜伽，来让基督徒接受它。现在来

听一个人解释他开始练习瑜伽和呼吸技巧时

发生的事情： 

 

我读了一篇深入研究瑜伽者的报告. ..... “我

被各种各样的乖僻和玷污的情绪所攻击。我的

身体开始移动，并以一种混乱的方式继续下

去. ..... 过了一会儿，我的呼吸发生了变化，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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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不安。有时我的腹部会充满空气，然后我

会用很大的力量呼气。我吸入的气息常常会留

在我体内。我变得越来越害怕。我的思绪因充

满害怕而生病了。“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

仁爱、谨守的心。 

提摩太后书 1:7   

 

“瑜伽的目标是' 自我实现' ― 深入了解应

该是唯一真神的殿，在那里发现所谓的' 真正

的自我' 或' 更高的自我' ，并宣称自己是上帝。

没有什么比这更具宗教性了，但是所有瑜伽士

都坚持认为练习瑜伽不会改变任何人的宗教

信仰。真的吗？ 

 

这是敌基督者的宗教；它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超

觉静坐和其他形式的瑜伽，在整个西方世界被

广泛实践。“（来源：基督教的诱惑，第 54页） 

 

瑜伽称自己为科学。 “通过自称科学，瑜伽

（印度教的核心）在过去的 40年里成为西方

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乎在每一个基督教

青年会或基督教女青年会，俱乐部，公立学校，

企业界及 许多教会被接受及教授。 

 

瑜伽穿着西服，以“聚焦于中心”，“放松疗法”，

“自我催眠”，“创造性视觉”话语的掩饰下，

获得了医学，心理学，教育和宗教的认可。瑜

伽的目的是通过内心的冥想之旅，实现一个人

真正的“神性”，最终找到人类心灵中所有事

物的最终来源。“（来源：基督教的诱惑，第

110页） 

 

谭崔，有时也被称为昆达利尼瑜伽，是圣母的

崇拜，它强调个人的男性和女性方面的结合。

为了唤醒昆达利尼蛇。谭崔最重要和独特的特

征，是利用性形象/ 意象来描绘觉悟，回归超

越生命二元性的一。 

当昆达里尼（这是一个恶魔）被秘密瑜伽技术

唤醒时，她从脊柱的脉轮上升，像蛇一样向上

滑动，与头顶的湿婆重逢。当男神和女神在性

拥抱中结合，就可以觉悟，幻觉消失，只有一。

随着心轮的开启，这种上升的昆达利尼也会导

致人们进入意识状态的改变。 

 

这可能是瑜伽中最危险的实践之一，其伤害能

力不容小觑。与昆达利尼（Kundalini）相结

合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神秘系统，它将人体内

部和外部融为一体。神秘主义者的世界观可被

概括为“内里如何外部就那样。”瑜伽士有能

力减缓他们的呼吸，在几乎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生存且保持静止数小时，从而让他们摆脱了这

生中所谓的“幻觉” 。谭崔也是谭崔的性和

印度欲经的基础。 

 

哈达瑜伽是一种流行的瑜伽形式，适合那些寻

求放松和非剧烈运动的人。 “在西方，人们

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即瑜伽，大约有十种

形式的瑜伽，可以导致自我实现，它仅仅是一

种中立的运动形式，对于那些不喜欢慢跑和健

美操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舒缓有效的选择。然

而，哈达瑜伽是“六种公认的正统印度教系统

之一”，其根源在于宗教和秘术。它也是瑜伽

中最困难和潜在的属灵上最危险瑜伽的形式

之一。 

 

“哈达这个词来源于动词哈得，意思是”压迫。

“. ..... 哈达瑜伽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渠道来

抑制心理能量的流动”任何一个都是像征性或

心理的传递管道，是在脊柱的一侧“，从而迫

使' 蛇的力量' 或昆达里尼力量通过脊柱

（sushumna）的中心通灵通道上升，并通过脉

轮，所谓人类个性和力量的心灵中心。 

西方人错误地认为，人们可以练习哈达瑜伽，

但可以避免支撑它的哲学和宗教信仰，这是一

个绝对错误的信念。你无法将运动与它的哲学

分开。运动本身就成了一种冥想。无论你是否

有这样的打算，但这种运动的持续练习，最终

会影响你对东方神秘的看法。这就是这个运动

原来的意图！ . . . . . . 根据定义，从没有“中

性”瑜伽这样的东西。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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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意圖！ ......根據定義，從沒有“中

性＂瑜伽這樣的東西。 

 

脈輪意味著梵文輪。身體有旋轉能量的中心看

起來像旋轉車輪，所以被稱為脈輪。它們與聲

音，光線和顏色有關。要得醫治，就是把脈輪

調整到平衡，然後理解創造的本質和你在創造

中的目的，脈輪這個詞來自梵語“cakra＂，

意思是“輪子，圓圈＂，有時也指的是“生命

之輪＂（瑜伽以脈輪點為中心）。 

 

在印度教及其瑜伽的屬靈系統和一些相關的

東方文化中，以及在新時代運動的某些部分―

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明顯不同的新思想運動― 

脈輪被認為是人體的一個能量節點。 

 

七個主脈輪被描述為在從脊柱底部到頭頂，在

上升脊柱中對齊。每個脈輪與某種顏色，多種

特定功能，意識，經典元素和其他特性相關聯。

請注意，昆達里尼靈沿著脊柱升起。 

 

其他你可能被抓住或陷入的瑜伽類型 

拉耶瑜伽：普遍身體的路徑 - 在 Laya 瑜伽中，

宏觀宇宙直接與微觀世界或（人體）形成聯網。

沿著脊柱有五個中心（脈輪或“輪子＂），眉

毛之間有一個直接對應於創造的某些方面。這

些脈輪通過脊柱的以太通道相連。原始的創造

力（kundalini）在根脈輪的脊柱底部處於休

眠狀態。 拉耶瑜伽者（練習拉耶 Laya 瑜伽的

人），通過冥想和瑜伽體位法（姿勢練習），誘

導這個昆達里尼能量（一個惡魔）沿著通道穿

過每個脈輪，直到它到達頭骨頂部的原點。此

時，瑜伽士將與創作的源頭合併。如果瑜伽士

選擇逆轉這個過程，那麼昆達里尼能量將沿著

通道重新充電，每個中心都會增加氣/風（生

命力能量）。結果是，每當這個過程完成時，

瑜伽士將對創造的所有方面有更多的理解和

控制。  

 

業力瑜伽：無私行動之路―為滿足慾望而進行

的行動，會產生更多欲望，並且更多要滿足那

欲望的行動，對快樂的上癮（無論任何形式）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旦慾望滿足了，就會

產生更多的慾望，然後需要無限地去滿足欲望。

在業力瑜伽中，人們試圖經由不依附於他所做

的任何事情的結果來結束這個循環。當一個人

執行一個行動時，不關心最終結果是“好＂還

是“壞＂，而是基於在當時情況下看起來合適

的情況下來行動。因為行動的根源不是基於自

我的滿足，因此這個人可以完全參與他正在做

的事情。經由這種方式，瑜伽士尋求結束永恆

的輪迴循環。 

 

闍那瑜伽：超覺知識的道路―這種類型的瑜

伽適合那些在理智上有好奇心、喜歡推理和

分析的人。普通的頭腦永遠不會知道最終和

絕對。因此，目標是讓普通的頭腦意識到這

一點，從而避免偏離。實際上，人們用普通

的頭腦來超越普通的頭腦。普通的頭腦漸漸

地向自己揭示了它的真實本質。在“我是

誰？＂探索中，正如偉大的印度大師馬哈瑞

許(Ramana Maharshi)所教導，心靈的虛假身

份會一個接一個地降低，直到耗盡為止。一

旦思想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答案，那麼更高的

自我就可以出現。 

 

巴克提瑜伽：奉獻之路― 巴克提瑜伽被認為

是最簡單的瑜伽。奉愛是一種自我投降的做法，

目的是最終與愛的來源或更高的自我認同。這

與西方宗教相關的奉獻和服務沒有什麼不同。

瑜伽士選擇一位聖人，大師或其他人物來指導

他的奉獻的愛。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行為都是

為了為心愛的人服務。視覺想像和咒語也是巴

克提瑜伽練習的一部分。目標是一直視象化所

愛的人。首先，開發視覺化技能時，需要有照

片或代表的圖片，有一個聲音在視象化的同時

重複，儘管可以選擇許多單詞，但“GM＂

（A-U-M）的聲音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聲音。

這種做法特別適合情緒激烈的人。關鍵詞是：

崇拜，奉獻，自我降服，和視象化和咒語。  

 

拉賈瑜伽：靜止之路―在拉賈瑜伽中，目標是

脉轮意味着梵文轮。身体有旋转能量的中心看

起来像旋转车轮，所以被称为脉轮。它们与声

音，光线和颜色有关。要得医治，就是把脉轮

调整到平衡，然后理解创造的本质和你在创造

中的目的，脉轮这个词来自梵语“cakra ”，意

思是“轮子，圆圈”，有时也指的是“生命之

轮”（瑜伽以脉轮点为中心）。 

 

在印度教及其瑜伽的属灵系统和一些相关的

东方文化中，以及在新时代运动的某些部分―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明显不同的新思想运动― 

脉轮被认为是人体的一个能量节点。 

 

七个主脉轮被描述为在从脊柱底部到头顶，在

上升脊柱中对齐。每个脉轮与某种颜色，多种

特定功能，意识，经典元素和其他特性相关联。

请注意，昆达里尼灵沿着脊柱升起。 

 

其他你可能被抓住或陷入的瑜伽类型 

拉耶瑜伽：普遍身体的路径 -  在 Laya 瑜伽中，

宏观宇宙直接与微观世界或（人体）形成联网。

沿着脊柱有五个中心（脉轮或“轮子”），眉毛

之间有一个直接对应于创造的某些方面。这些

脉轮通过脊柱的以太通道相连。原始的创造力

（kundalin i）在根脉轮的脊柱底部处于休眠

状态。 拉耶瑜伽者（练习拉耶 Laya 瑜伽的人），

通过冥想和瑜伽体位法（姿势练习），诱导这

个昆达里尼能量（一个恶魔）沿着通道穿过每

个脉轮，直到它到达头骨顶部的原点。此时，

瑜伽士将与创作的源头合并。如果瑜伽士选择

逆转这个过程，那么昆达里尼能量将沿着通道

重新充电，每个中心都会增加气/ 风（生命力

能量）。结果是，每当这个过程完成时，瑜伽

士将对创造的所有方面有更多的理解和控制。  

 

业力瑜伽：无私行动之路―为满足欲望而进行

的行动，会产生更多欲望，并且更多要满足那

欲望的行动，对快乐的上瘾（无论任何形式）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旦欲望满足了，就会

产生更多的欲望，然后需要无限地去满足欲望。

在业力瑜伽中，人们试图经由不依附于他所做

的任何事情的结果来结束这个循环。当一个人

执行一个行动时，不关心最终结果是“好”还

是“坏”，而是基于在当时情况下看起来合适

的情况下来行动。因为行动的根源不是基于自

我的满足，因此这个人可以完全参与他正在做

的事情。经由这种方式，瑜伽士寻求结束永恒

的轮回循环。 

 

�那瑜伽：超觉知识的道路―这种类型的瑜

伽适合那些在理智上有好奇心、喜欢推理和

分析的人。普通的头脑永远不会知道最终和

绝对。因此，目标是让普通的头脑意识到这

一点，从而避免偏离。实际上，人们用普通

的头脑来超越普通的头脑。普通的头脑渐渐

地向自己揭示了它的真实本质。在“我是谁？”

探索中，正如伟大的印度大师马哈瑞许

(Ramana Maharshi)所教导，心灵的虚假身份

会一个接一个地降低，直到耗尽为止。一旦

思想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答案，那么更高的自

我就可以出现。 

 

巴克提瑜伽：奉献之路― 巴克提瑜伽被认为

是最简单的瑜伽。奉爱是一种自我投降的做法，

目的是最终与爱的来源或更高的自我认同。这

与西方宗教相关的奉献和服务没有什么不同。

瑜伽士选择一位圣人，大师或其他人物来指导

他的奉献的爱。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

为了为心爱的人服务。视觉想象和咒语也是巴

克提瑜伽练习的一部分。目标是一直视象化所

爱的人。首先，开发视觉化技能时，需要有照

片或代表的图片，有一个声音在视象化的同时

重复，尽管可以选择许多单词，但“GM”（A- U- M）

的声音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声音。这种做法

特别适合情绪激烈的人。关键词是：崇拜，奉

献，自我降服，和视象化和咒语。  

 

拉贾瑜伽：静止之路―在拉贾瑜伽中，目标是

通过冥想来平息心灵，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物体、

咒语或一个概念上。每当心灵徘徊时，它就会

被带回到用来心思集中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

移，思想将停止徘徊并变得完全静止，完全聚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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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冥想來平息心靈，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物體、

咒語或一個概念上。每當心靈徘徊時，它就會

被帶回到用來心思集中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推

移，思想將停止徘徊並變得完全靜止，完全聚

焦、不間斷的集中狀態。從這種狀態，瑜伽士

最終將與更高的自我結合。 

 

克里亞瑜伽：巴巴吉的克里亞瑜伽是完美的

上帝真理與自我實現聯合的科學藝術。偉大

的印度大師巴巴吉將其更新，並綜合了 18 個

悉達傳統的古老教義。克里亞瑜伽聲稱可以

在人的五個面向中，實現個體的整合轉變，

包括：身體，生命，心理，智力和靈。它包

括一系列 144 種技術或“克里亞＂，分為五

個階段或分支。 

 

克里亞哈達瑜伽：包括“體式＂，放鬆身體

姿勢，“班達＂，肌肉鎖和“手印＂手勢，

所有這些都帶來更大的健康，和平，以及主

要能量中心的覺醒，“脈輪“。巴巴吉選擇

了一個特別有效的 18 個姿勢系列，分階段和

成對教學。 

 

克里亞昆達利尼呼吸法：“潛在＂技術，是一

種強大的呼吸運動，可喚醒強大的潛能，並通

過脊柱底部和頭頂之間的七個主要脈輪循環。

它喚醒了他們相應的心理狀態，並在所有五個

生存平面上成為一個動力發電機。 

 

克里亞冥想禪定瑜伽：冥想，掌握心靈的科學

藝術：清潔潛意識；培養注意力，心理清晰度

和視力；喚醒直覺和創造性的才能；並帶來與

上帝“三摩地＂（不是聖經的上帝）交流的無

法呼吸的狀態。 

 

克里亞咒語瑜伽：以思想中重複的微妙聲音喚

醒直覺、智力和脈輪；咒語成為“我＂中心喋

喋不休的替代品，並促進了大量能量的積累。

使用咒語清除慣常的潛意識傾向（一種宗教性

重複的咒語或頌歌）。 

 

克里亞奉愛瑜伽：虔誠的活動和服務，喚醒純

粹神聖普遍的愛和精神的幸福；它包括誦經和

唱歌，儀式，朝聖和崇拜。 

 

如果有人對旨在幫助身體的體育運動，他就

不應該選擇專為死亡而設計的瑜伽，並教導

如何達到讓人們感覺，會有更好的輪迴的意

識狀態。 

 

瑜伽中的身體姿勢完全來自印度教的經文，並

且旨在讓人進入這種意識狀態，讓你想像你是

上帝。 

 

因此，相信他們正在放鬆和鍛煉的基督徒真正

得的是印度教！他們認為他們正在獲得科學，

但他們正在接受宗教信仰。這是因為錯誤及偽

裝的標籤，這很危險！ （來源：1988 年 John 

Ankerberg 秀節目，“新世紀社會＂） 

 

約翰威爾登和克利福德威爾遜在“隱匿的衝

擊和精神心理力量＂中寫道，瑜伽真的是純

粹的神秘主義。 Hans-Ulrich Rieker 在他

的著作“光之瑜伽＂中也警告說，誤解瑜伽

的本質可能意味著“死亡或瘋狂＂。另一個

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印度的幾乎所有主要大

師都發出了與此類似的警告；也就是說，深

呼吸技術，例如在瑜伽中教授的技術，是進

入改變的意識狀態和發展所謂的精神力量的

歷史悠久的方法。  

 

所以瑜伽是達到這種改變的意識狀態的基本

方式之一。改變的狀態是進入神秘學的門戶。

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埃克爾斯爵士（Sir 

John Eccles）表示，大腦是“鬼可以操作的

機器＂。  

 

我們是靈與身體相連，但若是使用毒品，瑜伽，

催眠等方式下達成意識改變，這種被動但警覺

的狀態，靈與大腦之間的聯繫就會被放鬆，允

許另一種靈進入自己，開始勾勒出大腦中的神

經元，並創造一個完整的幻覺世界，你就是向

焦、不间断的集中状态。从这种状态，瑜伽士

最终将与更高的自我结合。 

 

克里亚瑜伽：巴巴吉的克里亚瑜伽是完美的

上帝真理与自我实现联合的科学艺术。伟大

的印度大师巴巴吉将其更新，并综合了 18个

悉达传统的古老教义。克里亚瑜伽声称可以

在人的五个面向中，实现个体的整合转变，

包括：身体，生命，心理，智力和灵。它包

括一系列 144种技术或“克里亚”，分为五个

阶段或分支。 

 

克里亚哈达瑜伽：包括“体式”，放松身体姿

势，“班达”，肌肉锁和“手印”手势，所有

这些都带来更大的健康，和平，以及主要能

量中心的觉醒，“脉轮“。巴巴吉选择了一个

特别有效的 18个姿势系列，分阶段和成对教

学。 

 

克里亚昆达利尼呼吸法：“潜在”技术，是一

种强大的呼吸运动，可唤醒强大的潜能，并通

过脊柱底部和头顶之间的七个主要脉轮循环。

它唤醒了他们相应的心理状态，并在所有五个

生存平面上成为一个动力发电机。 

 

克里亚冥想禅定瑜伽：冥想，掌握心灵的科学

艺术：清洁潜意识；培养注意力，心理清晰度

和视力；唤醒直觉和创造性的才能；并带来与

上帝“三摩地”（不是圣经的上帝）交流的无

法呼吸的状态。 

 

克里亚咒语瑜伽：以思想中重复的微妙声音唤

醒直觉、智力和脉轮；咒语成为“我”中心喋

喋不休的替代品，并促进了大量能量的积累。

使用咒语清除惯常的潜意识倾向（一种宗教性

重复的咒语或颂歌）。 

 

克里亚奉爱瑜伽：虔诚的活动和服务，唤醒纯

粹神圣普遍的爱和精神的幸福；它包括诵经和

唱歌，仪式，朝圣和崇拜。 

 

如果有人对旨在帮助身体的体育运动，他就

不应该选择专为死亡而设计的瑜伽，并教导

如何达到让人们感觉，会有更好的轮回的意

识状态。 

 

瑜伽中的身体姿势完全来自印度教的经文，并

且旨在让人进入这种意识状态，让你想象你是

上帝。 

 

因此，相信他们正在放松和锻炼的基督徒真正

得的是印度教！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获得科学，

但他们正在接受宗教信仰。这是因为错误及伪

装的标签，这很危险！ （来源：1988年 John 

Anker ber g 秀节目，“新世纪社会”） 

 

约翰威尔登和克利福德威尔逊在“隐匿的冲

击和精神心理力量”中写道，瑜伽真的是纯

粹的神秘主义。 Hans- Ulrich Rieker 在他

的著作“光之瑜伽”中也警告说，误解瑜伽

的本质可能意味着“死亡或疯狂”。另一个鲜

为人知的事实是，印度的几乎所有主要大师

都发出了与此类似的警告；也就是说，深呼

吸技术，例如在瑜伽中教授的技术，是进入

改变的意识状态和发展所谓的精神力量的历

史悠久的方法。  

 

所以瑜伽是达到这种改变的意识状态的基本

方式之一。改变的状态是进入神秘学的门户。

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 ）表示，大脑是“鬼可以操作的

机器”。  

 

我们是灵与身体相连，但若是使用毒品，瑜伽，

催眠等方式下达成意识改变，这种被动但警觉

的状态，灵与大脑之间的联系就会被放松，允

许另一种灵进入自己，开始勾勒出大脑中的神

经元，并创造一个完整的幻觉世界，你就是向

灵界打开了自己，这种活动它被称为邪术。 

 

人们实际上在教自己如何被妖魔化，所有这一

切都是以发展一个人全部的潜力为名进行的。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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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界打開了自己，這種活動它被稱為邪術。 

 

人們實際上在教自己如何被妖魔化，所有這一

切都是以發展一個人全部的潛力為名進行

的。 

 

這種假冒是非常危險的，許多基督徒被欺騙以

為“我只是用它來做運動＂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

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 

 

 

 

 

 

 

 

 

 

 

 

 

 

 

 

 

 

 

 

 

 

 

 

 

 

 

 

 

 

 

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

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 

哥林多前書 6：19-20 

 

上帝的聖殿與偶像有什麼關聯？因為你們是

永生神的殿；正如上帝所說，我要住在他們裡

面，行在他們裡面；我要成為他們的上帝，他

們要成為我的子民。所以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分別為聖，這是耶和華說的，不要摸那不潔淨

的東西，我就會將接受你。 

哥林多後書 6：16-17 

这种假冒是非常危险的，许多基督徒被欺骗以

为“我只是用它来做运动”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

是从 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

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 神。 

哥林多前书 6：19- 20 

 

 

 

 

 

 

 

 

 

 

 

 

 

 

 

 

 

 

 

 

 

 

 

 

 

 

 

 

 

 

 

 

 

上帝的圣殿与偶像有什么关联？因为你们是

永生神的殿；正如上帝所说，我要住在他们里

面，行在他们里面；我要成为他们的上帝，他

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所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分别为圣，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摸那不洁净

的东西，我就会将接受你。 

哥林多后书 6：16- 17 

Neville Johnson
Living Word Academy
PO Box 1123
Maleny 4552 QLD
Australia

www.TheAcademy.org.au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gloryministries.org.tw

TheAcademy.org.au我们最辉煌的时刻我們最輝煌的時刻6 7TheAcademy.org.au

gloryministries.org.tw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帝正在為正義的革命預備真正的勝者！

上帝的靈一直在聖徒的心中煽動不滿

足的火焰，使他們對僅僅無能為力的宗 

教行為感到深深的不滿。滿足的人不可能有真

正的革命！你在靈裡所感受到的是一種神聖

的騷動，驅使你在更深層次上尋求上帝（參見

以賽亞書 44：3-4）。 

 

隱密處 

這是一個尋求隱密處的季節（參見詩篇 91：1）！

首先讓我們理解更多關於尋找隱密處的重要

性。永遠不要忘記隱密處不是一個位置，而是

神聖的存在，我們不是在尋找一個地方而是尋

求一個人。上帝的聖徒們發現真正的親密關係，

是在至高者的隱密處被激起，這種慾望不僅僅

是為了能力而是為了祂活生生的同在。 

 

深淵與深淵響應 

邁向“至高者隱密處＂（詩篇 91：1）的第一

步，是一個絕望、飢餓的心（見馬太福音 5：

8）。這種渴望促使我們尋求與基督真實深切的

親密關係。在詩篇 42：7 中，人們可以聽到大

衛渴望的心聲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

洪濤漫過我身。 

詩篇 42：7 

 

親愛的，現在是深入了解上帝話語的時候了，

為了與主同行。我們必須使用聖靈寶劍，來對

抗恐懼和懷疑的靈。上帝的靈激起我們這種慾

望！沒有人會對停滯不前的生活感到滿意，神

一直在上帝的子民心中煽動不滿足的火焰，讓

我們不僅深深地渴望上帝的能力，而且渴望上

帝的永恆存在（見詩篇 15：1）。通向詩篇 15：

1 的道路需要一個乾淨的正直的心（參見詩篇

51:10）。只有清潔純淨的心靈，才能接近上帝

（見詩篇 24：3-4）。我們絕不能忘記; “事

情的核心就是核心的問題。＂（見哥林多後書

7：1） 

 

大衛燃燒的渴望 

我們今天的許多人，都可以與大衛寫這個詩篇

時飢渴的心聯繫起來。這些對上帝的愛情詩，

充滿了尋求與主深深的關係的心聲。大衛一次

又一次地表達了對主自己強烈的渴望，他在幾

個層面的經驗上親密地認識主。首先，他希望

上 

你 在 你 靈 裡 所 感 覺 到 的 ，
是 一 個 神 聖 的 攪 動 ， 讓 你 更 深 的 尋 求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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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地認識主。在這方面，我非常感謝聖經

詩篇 63：1-4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為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頌讚你。 

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要奉你的名舉手。

詩篇 63：1-4 

 

再次說明這種絕望的飢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

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 

詩篇 42：1-2 

 

大衛的懺悔 

大衛已經知道他無法從其他關係中，找到他所

渴望的靈魂的滿足。他現在希望認識主是一個

與他分享親密團契時間的人，當他失去這樣的

經歷時，大衛在主面前悔改。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

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

惡。“ 

詩篇 32：5 

 

現在，上帝潔淨之後，大衛擺脫了所有的內疚

和譴責，他可以從他的心深處說出： 

 

“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

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 

詩篇 32：7 

 

大衛已經明白，只有主才能滿足他靈魂的渴望。

他完全將自己拋棄給主，將主作為他的“藏身

之處＂。主敞開雙臂等待你回歸於他，他已經

準備好並願意原諒和更新所有轉向他的人，他

會拿走罪惡和羞辱的枷鎖，給你長久的平安和

他臨在的奇妙喜樂（見詩篇 16:11）。 

 

大衛的信任 

由於這種深深的心靈悔改，大衛便認識主是一

個可以無限信任的人。在詩篇 56:11 中，詩人

大衛寫道：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篇 56:11 

 

在這個詩篇中，當大衛心中的愛、感激和敬拜

流出時，大衛大膽清晰的表達出對這些話語的

信任和期望。大衛用潔淨的雙手和純潔的心，

發現他已經與上帝建立了一種新的親密關係，

主對他說話並傳達了這個非常鼓舞人心的承

諾：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

你身上勸戒你。你不可像那無知的騾馬，必用

嚼環轡頭勒住牠；不然，就不能馴服。＂  

詩篇 32：8-9 

 

大衛的悔改使他與主如此親密接近（我會用我

的眼睛引導你），除了神所說的話之外，大衛

還能夠感受到主對祂的渴望。為了讓大衛與祂

有更進一步真正的親密關係，上帝勸誡他要快

快順從的回應：“不要像無知的騾馬＂ 作為

基督的追隨者，我們不應該像馬一樣任性，也

不應該像騾子一樣固執。我們的目標是變得很

容易被領導，迅速服從。渴望無論羔羊往哪裡

行，都迅速跟隨祂。 

 

堅定不移的渴望和聚焦 

我們也迫切需要經歷大衛經歷過的，清晰的聽

到聖靈的指引和保護。隨著世界的壓力和宗教

混亂的增加，我們必須聽從聖經中的這種勸勉，

無條件地使主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只有祂是我

們無可穿透的磐石和避難所（見詩篇 59：

16-17）！ 

面对面地认识主。在这方面，我非常感谢圣经

诗篇 63：1- 4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要奉你的名举手。

诗篇 63：1- 4 

 

再次说明这种绝望的饥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

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诗篇 42：1- 2 

 

大卫的忏悔 

大卫已经知道他无法从其他关系中，找到他所

渴望的灵魂的满足。他现在希望认识主是一个

与他分享亲密团契时间的人，当他失去这样的

经历时，大卫在主面前悔改。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

恶。“ 

诗篇 32：5 

 

现在，上帝洁净之后，大卫摆脱了所有的内疚

和谴责，他可以从他的心深处说出：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

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诗篇 32：7 

 

大卫已经明白，只有主才能满足他灵魂的渴望。

他完全将自己抛弃给主，将主作为他的“藏身

之处”。主敞开双臂等待你回归于他，他已经

准备好并愿意原谅和更新所有转向他的人，他

会拿走罪恶和羞辱的枷锁，给你长久的平安和

他临在的奇妙喜乐（见诗篇 16:11）。 

 

大卫的信任 

由于这种深深的心灵悔改，大卫便认识主是一

个可以无限信任的人。在诗篇 56:11中，诗人

大卫写道：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诗篇 56:11 

 

在这个诗篇中，当大卫心中的爱、感激和敬拜

流出时，大卫大胆清晰的表达出对这些话语的

信任和期望。大卫用洁净的双手和纯洁的心，

发现他已经与上帝建立了一种新的亲密关系，

主对他说话并传达了这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承

诺：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

你身上劝戒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

嚼环辔头勒住牠；不然，就不能驯服。”  

诗篇 32：8- 9 

 

大卫的悔改使他与主如此亲密接近（我会用我

的眼睛引导你），除了神所说的话之外，大卫

还能够感受到主对祂的渴望。为了让大卫与祂

有更进一步真正的亲密关系，上帝劝诫他要快

快顺从的回应：“不要像无知的骡马” 作为基

督的追随者，我们不应该像马一样任性，也不

应该像骡子一样固执。我们的目标是变得很容

易被领导，迅速服从。渴望无论羔羊往哪里行，

都迅速跟随祂。 

 

坚定不移的渴望和聚焦 

我们也迫切需要经历大卫经历过的，清晰的听

到圣灵的指引和保护。随着世界的压力和宗教

混乱的增加，我们必须听从圣经中的这种劝勉，

无条件地使主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只有祂是我

们无可穿透的盘石和避难所（见诗篇 59：

16- 17）！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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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91 篇應許住在上帝同在面前的人，必得

到拯救和勝利。“住在至高者隱密處＂ 這個

“隱密處＂是一個“分別＂的地方，我們可以

退出日常生活的活動，然後在那裡，我們能夠

用我們的靈性耳朵清楚地聽到神，然後將祂的

話語融入我們的靈並消化，直到它們成為我們

內在的現實。只有當我們學會按照上帝的話行

事時，我們的生命才會開始轉變，真正的改變

就就會發生了。 （見雅各書 1：22）。 

 

有許多分散我們注意的影響力使我們遠離對

主的真誠獻身，除非我們允許他們這樣做，否

則這些敵人的部隊絕對沒有權力控制我們。我

們每個人都必須積極抵制任何妨礙我們與主

相交。現在正是在我們抵抗魔鬼的時候，如此，

他們才會從我們身邊逃走（見雅各書 4：7）。 

主不會凌駕我們的意志，他會敦促、挑戰我們，

但選擇必須來自我們的心。祂將引導我們，但

我們有自由在生活中所有的層面選擇我們對

祂的反應，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選擇回應他的

心，回到這個“與他親密的隱密處＂。 

 

我們靈魂的敵人會竭盡全力分散我們對隱密

處的追求。遠離這個隱密處的戰略是多方面的：

他們在陰影中不斷像我們投射著對成功、人的

認可和世俗安全的渴望。如果我們允許，這些

事情將向前邁進，以掩蓋我們生命中的耶穌。

我們的目標是真正尋求上帝的國（見馬太福音

6:33），當這成為我們的追求，那麼其他一切

都將在我們的生活中找到它的適當位置。 

 

我們很容易忘記他在約翰福音16:33的應許。

“在這個世界上，你將有苦難；但是歡呼雀躍，

我已經戰勝了這個世界。“在這裡，耶穌說：

“不要害怕，在我裡面你會得到平安。＂  

 

 

 

 

 

 

祂答應照顧我們，因為祂是我們的好牧人。當

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自由地領受祂為我們在十

字架上所贏得的一切（見羅馬書 8：32-37）！ 

 

將熱情的目標定睛在天上 

如果我們沒有接受神的照顧和保護，選擇了錯

誤的居所，或者我們已經對我們的國王基督耶

穌以外的某事或其他的目標有更多的愛，祂會

耐心地等待，準備在我們最終轉向祂時幫助我

們。 

 

他對我們的“話語＂是，我們進入他所居住的

“隱密處＂，然後將其變成我們真正有經驗的

家。大衛在錫安山上豎立了一個帳篷供上帝居

住，但大衛的心卻成了主真正的居所。主承諾

獎賞那些尋求他的人， 這獎賞就是上帝自己，

沒有什麼能比得上這永恆的寶藏！ 

 

超級勝利 

在羅馬書 8：28 中，我們得到勸勉、應許和奇

妙的話語，即“所有事物都為愛上帝的人共同

努力＂（對於那些使祂成為他們隱密處的人）。

然後是令人鼓舞的話語：“如果上帝幫助我們，

誰可以抵擋我們？＂在羅馬書 8：37 中，這個

問題的答案非常明確，儘管許多敵人可以在我

們奔跑基督耶穌的道路上，被差遣攻擊我們，

我們卻得勝有餘。“ 

 

勝利是一定的，因為我們完全信賴基督耶穌並

在祂面前尋求這個安息之所（見詩篇16:11），

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將永遠感激和滿足（見

腓 4：6-8）！ 

 

住在基督面前會產生出人意外的平安。 

诗篇 91篇应许住在上帝同在面前的人，必得

到拯救和胜利。“住在至高者隐密处” 这个“隐

密处”是一个“分别”的地方，我们可以退出

日常生活的活动，然后在那里，我们能够用我

们的灵性耳朵清楚地听到神，然后将祂的话语

融入我们的灵并消化，直到它们成为我们内在

的现实。只有当我们学会按照上帝的话行事时，

我们的生命才会开始转变，真正的改变就就会

发生了。 （见雅各书 1：22）。 

 

有许多分散我们注意的影响力使我们远离对

主的真诚献身，除非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否

则这些敌人的部队绝对没有权力控制我们。我

们每个人都必须积极抵制任何妨碍我们与主

相交。现在正是在我们抵抗魔鬼的时候，如此，

他们才会从我们身边逃走（见雅各书 4：7）。 

主不会凌驾我们的意志，他会敦促、挑战我们，

但选择必须来自我们的心。祂将引导我们，但

我们有自由在生活中所有的层面选择我们对

祂的反应，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选择回应他的

心，回到这个“与他亲密的隐密处”。 

 

我们灵魂的敌人会竭尽全力分散我们对隐密

处的追求。远离这个隐密处的战略是多方面的：

他们在阴影中不断像我们投射着对成功、人的

认可和世俗安全的渴望。如果我们允许，这些

事情将向前迈进，以掩盖我们生命中的耶稣。

我们的目标是真正寻求上帝的国（见马太福音

6:33），当这成为我们的追求，那么其他一切

都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它的适当位置。 

 

我们很容易忘记他在约翰福音 16:33的应许。

“在这个世界上，你将有苦难；但是欢呼雀跃，

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在这里，耶稣说：

“不要害怕，在我里面你会得到平安。”  

 

 

 

 

 

 

祂答应照顾我们，因为祂是我们的好牧人。当

我们有需要时，可以自由地领受祂为我们在十

字架上所赢得的一切（见罗马书 8：32- 37）！ 

 

将热情的目标定睛在天上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神的照顾和保护，选择了错

误的居所，或者我们已经对我们的国王基督耶

稣以外的某事或其他的目标有更多的爱，祂会

耐心地等待，准备在我们最终转向祂时帮助我

们。 

 

他对我们的“话语”是，我们进入他所居住的

“隐密处”，然后将其变成我们真正有经验的

家。大卫在锡安山上竖立了一个帐篷供上帝居

住，但大卫的心却成了主真正的居所。主承诺

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 这奖赏就是上帝自己，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永恒的宝藏！ 

 

超级胜利 

在罗马书 8：28中，我们得到劝勉、应许和奇

妙的话语，即“所有事物都为爱上帝的人共同

努力”（对于那些使祂成为他们隐密处的人）。

然后是令人鼓舞的话语：“如果上帝帮助我们，

谁可以抵挡我们？”在罗马书 8：37中，这个

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尽管许多敌人可以在我

们奔跑基督耶稣的道路上，被差遣攻击我们，

我们却得胜有余。“ 

 

胜利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完全信赖基督耶稣并

在祂面前寻求这个安息之所（见诗篇 16:11），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将永远感激和满足（见

腓 4：6- 8）！ 

 

住在基督面前会产生出人意外的平安。 

Bobby Conner
Eagles View Ministries
P.O Box 933
Bullard, TX 75757 
903-894-6481
manager@bobbyconner.org

www.bobbyconner.org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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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跟 隨 神 ， 我 們 應 該 能 在 我 們 的 聚 集 中 ，
更 多 經 歷 到 神 的 榮 耀

 

 

 

 

 

 

 

 

 

 

 

 

 

 

 

 

 

 

和華啊，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

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

許願，說： 

 

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

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

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

所。 

詩篇 132：1-5 

 

大衛要為主找到一個安息所在的誓言，是讓他

神得主喜愛特性之一嗎？ 主稱大衛為“一個

合我心意的人＂（撒母耳記上 13：14，使徒

行傳 13：22）“他行我一切的旨意＂。  

  

大衛熱情地奉行誓言為主尋找安息的地方，因

此，他得到了如何為上帝預備居所的啟示 ，

在他的領導下興起上帝所啟示的敬拜，讓神顯

而易見的榮耀充滿了聖殿，使任何人都無法在

其中站立。 （歷代志下 5：11-14，歷代志下

7：1-2，列王紀上 8：10-11）今天我們生活

在一個更好的約中，有更好的應許（希伯來書

8：6）。如果我們跟隨主，我們今天的集會中 

 

 

 

 

 

 

 

 

 

 

 

 

 

 

 

 

 

 

應該能夠體驗比大衛時代更多上帝的榮耀！

上帝的可見、沉重、顯現的榮耀在哪裡？ 

 

在以弗所書第 2章中，使徒保羅揭示了上帝對

新約教會的旨意：將我們聚集在一起，進入他

神聖的居所，在那裡，上帝住在聖徒中，並在

他的完全豐滿中居住。 

 

保羅說我們「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或譯：全）房

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

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書 2：20-22 

 

了解上帝對教會的目的，我們意識到我們應該

“成長為聖殿＂，我們要在他的豐滿中“彼此

建造成為上帝的居所＂。在以弗所書 3：14-21

中，保羅祈禱教會在愛中成長，直到我們“充

滿了上帝的全部豐富＂（第 19 節），你明白了

嗎？ 

 

上帝的話說，在我們“充滿所有的神＂之前，

上帝的旨意是讓教會在愛中成長。這是我們作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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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南加州地區教會的追求：成為祂的居所; 要

充滿上帝的全部。 

 

上帝的豐滿並非讓我們可以享受更好的聚會，

祂的目的是要讓祂的名和祂的榮耀在我們的

城市和國家中顯現出來，以滿足我們周圍失落

者，破碎者，瞎眼和被捆綁者的需求。 

 

黑暗籠罩世界，目前在教會中和經由教會散發

的榮耀的水平，還不足以回應世界上黑暗和墮

落的程度。我們需要徹底改變，我們需要神全

然的居住和在教會裡運行。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

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

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

耀要現在你身上。」 

以賽亞書 60：1-2 

 

一個先知性的夢 

神說一次、兩次，世人卻不理會。人躺在床上

沉睡的時候， 神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開通

他們的耳朵，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心上。 

約伯記 33：14-16 

 

最近，聖靈給了我一個夢，指示我們，祂的肢

體要成為上帝豐滿的同在沉重榮耀的安息之

地。這些指示不僅適用於我們，也適用於更大

的基督身體。我們正處於全球的重大轉型期，

它已不再“像往常一樣＂。 

 

現在是時候要聆聽主，並完全按照祂的說法行

事。現在是上帝榮耀顯現的時候，這是收割的

季節。 

 

在這個夢中，我發現自己駕著車，帶著地上的

父親來到他家。我們正在接近我父親的房子（我

長大的地方），而不是開進房子的車道，車停在

街對面的空地上。我立刻就在車外，看到父親

已經離開了車，面朝下躺著，睡在沙灘上。當

他趴在那裡時，他沒有衣服，但被毯子覆蓋。 

我覺得迫切需要讓他離開沙地並帶他進屋休

息。我試圖扶起他，但卻不能，他異常沉重。

我父親的體重約 185 磅，但在夢中，當我試圖

舉起他時，感覺他的體重接近 500 磅，這似乎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我甚至無法讓他移動。 

 

突然間，我的一個兒子約翰邁克爾出現了，他

把雙臂放在我父親的身下，我對他的力量感到

震驚，因為他能夠幫我抬起我父親。雖然他很

強壯，但我們也只能讓父親部份的移動，卻仍

然無法將他推向房子。我開始感到焦慮，想知

道我們是否能夠移動他。 

 

就像剛才一樣突然，我的另一個兒子以利亞加

百列出現了，我再一次驚訝於他有多強壯，他

把手放在父親下面然後抬起他來，現在，我們

三個人能夠開始把父親帶進祂的房子。當我們

開始走向房子時，覆蓋著他的毯子部分脫落，

露出了他的下體。我的兩個兒子都把目光轉開

了，不會看著他露出來。我把毯子放在他身上，

我們繼續前進。 

 

當我們帶著我的父親走向前門時，我看到我的

妻子麥林答來到我們前面，打開了雙扇前門，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他帶進來了。我們走進房子，

把他放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繼續睡覺。 

 

當我醒來並思考夢的意義時，聖靈開始說話，

這個異夢不是關於我天生的父親，我的兒子

或我的妻子。異夢是關於教會所需要的品質

和特徵，以便將父的重量（卡博的榮耀）榮

耀/存在帶入祂的家中，使教會成為他的安

息之所。它是關於將上帝榮耀的豐滿帶回教

會。 

 

我的父親沒穿衣服用毯子蓋起來，是說在創世

記第 9 章中諾亞在他的帳篷里赤身露體睡著

的事件。他的三個兒子之一，迦南走進帳篷，

看到了他父親的赤身露體，他沒有遮蓋他的父

親，而是去告訴他的兩個兄弟閃和雅弗來羞辱

他。他的兩個兄弟比迦南更加知道尊榮，他們

为南加州地区教会的追求：成为祂的居所;  要

充满上帝的全部。 

 

上帝的丰满并非让我们可以享受更好的聚会，

祂的目的是要让祂的名和祂的荣耀在我们的

城市和国家中显现出来，以满足我们周围失落

者，破碎者，瞎眼和被捆绑者的需求。 

 

黑暗笼罩世界，目前在教会中和经由教会散发

的荣耀的水平，还不足以回应世界上黑暗和堕

落的程度。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我们需要神全

然的居住和在教会里运行。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

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

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

耀要现在你身上。」 

以赛亚书 60：1- 2 

 

一个先知性的梦 

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

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

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约伯记 33：14- 16 

 

最近，圣灵给了我一个梦，指示我们，祂的肢

体要成为上帝丰满的同在沉重荣耀的安息之

地。这些指示不仅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更大

的基督身体。我们正处于全球的重大转型期，

它已不再“像往常一样”。 

 

现在是时候要聆听主，并完全按照祂的说法行

事。现在是上帝荣耀显现的时候，这是收割的

季节。 

 

在这个梦中，我发现自己驾着车，带着地上的

父亲来到他家。我们正在接近我父亲的房子（我

长大的地方），而不是开进房子的车道，车停在

街对面的空地上。我立刻就在车外，看到父亲

已经离开了车，面朝下躺着，睡在沙滩上。当

他趴在那里时，他没有衣服，但被毯子覆盖。 

我觉得迫切需要让他离开沙地并带他进屋休

息。我试图扶起他，但却不能，他异常沉重。

我父亲的体重约 185磅，但在梦中，当我试图

举起他时，感觉他的体重接近 500磅，这似乎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甚至无法让他移动。 

 

突然间，我的一个儿子约翰迈克尔出现了，他

把双臂放在我父亲的身下，我对他的力量感到

震惊，因为他能够帮我抬起我父亲。虽然他很

强壮，但我们也只能让父亲部份的移动，却仍

然无法将他推向房子。我开始感到焦虑，想知

道我们是否能够移动他。 

 

就像刚才一样突然，我的另一个儿子以利亚加

百列出现了，我再一次惊讶于他有多强壮，他

把手放在父亲下面然后抬起他来，现在，我们

三个人能够开始把父亲带进祂的房子。当我们

开始走向房子时，覆盖着他的毯子部分脱落，

露出了他的下体。我的两个儿子都把目光转开

了，不会看着他露出来。我把毯子放在他身上，

我们继续前进。 

 

当我们带着我的父亲走向前门时，我看到我的

妻子麦林答来到我们前面，打开了双扇前门，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带进来了。我们走进房子，

把他放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继续睡觉。 

 

当我醒来并思考梦的意义时，圣灵开始说话，

这个异梦不是关于我天生的父亲，我的儿子

或我的妻子。异梦是关于教会所需要的品质

和特征，以便将父的重量（卡博的荣耀）荣

耀/ 存在带入祂的家中，使教会成为他的安

息之所。它是关于将上帝荣耀的丰满带回教

会。 

 

我的父亲没穿衣服用毯子盖起来，是说在创世

记第 9 章中诺亚在他的帐篷里赤身露体睡着

的事件。他的三个儿子之一，迦南走进帐篷，

看到了他父亲的赤身露体，他没有遮盖他的父

亲，而是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来羞辱

他。他的两个兄弟比迦南更加知道尊荣，他们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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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背面走進帳篷，用衣服覆蓋他們的父親，並

將臉轉過身去不看他的下體。 

 

當諾亞醒來時，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對迦南

的褻瀆發了詛咒，對閃和雅弗祝福（創世記9：

24-27）。夢的這一部分講述了我們不僅僅是用

我們的嘴唇，而是用心靈和行動尊重上帝的重

要。只有那些真心尊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

才會習慣於祂的重量和光榮的存在。 

 

如果我們要成為祂的居所（以弗所書 2：22），

我們必須擺脫揭露他人的罪孽、挑剔、指責、

八卦和批判的靈。當我們真誠地愛我們的兄弟

姐妹而不是揭露他們時，我們就是在尊榮我們

的父親。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

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

的神（有古卷：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愛神

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約翰一書 4：20-21 

 

聖靈使我想起路加福音 17：26「挪亞的日子

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祂說：“正如

諾亞在他的時代建造了一個拯救方舟一樣，我

在我家中的榮耀同在將成為你的拯救、救贖、

救贖、醫治、安全和供應的方舟。＂ 

  

“約翰邁克爾＂這個名字代表了迎來上帝永

恆榮耀所需的兩種品質。約翰的意思是“上帝

的愛＂，邁克爾的意思是“像上帝一樣＂。我

們必須培養一種尋求上帝的生活方式。聖靈強

調箴言 8：17「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

我的，必尋得見。」上帝愛每一個人，但祂愛

那些努力尋求祂的人，我們還必須有意識地尋

求符合祂兒子（像上帝）的形象。如果我們要

成為祂的居所，培養主耶穌基督的品格並學習

住在祂裡面是必需的，事實上，我們教會的每

個人都在追求這一點。我們正在尋求上帝並追

求轉變為祂的形象。儘管如此，這還不足以引

領祂的榮耀。 

我的另一個兒子，以利亞加百列帶來了所需的

力量，真正將父親帶入了祂的房子。以利亞的

意思是“主是我的上帝＂，加百列的意思是

“上帝的使者＂。聖靈使我知道“加百列＂這

個名字說的是一個將成為祂使者的人；是要服

從大使命“去＂和“傳福音＂！ 

 

我的妻子麥林答跑到我們前面，打開了前門，

這樣父親就可以被帶進屋裡。麥林答這個名字

的意思來自麥林紗，意思是“蜜＂。聖靈強調

了以西結書 3：3-4。 

 

「又對我說：「人子啊，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

書卷，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覺得

其甜如蜜。他對我說：「人子啊，你往以色列

家那裡去，將我的話對他們講說。」  

以西結書 3：3-4 

 

這是對上帝旨意的另一個肯定，即他的身體必

須“去＂和“傳講他的話語＂。我們當地的會

眾一直缺乏傳福音。不是我們不傳福音，多年

來，我們每個月都與窮人接觸，為數百個家庭

提供緊急食品雜貨（每年數千人）。我們傳福

音引導人們歸向基督，並在這些外展中為病人

禱告。 

 

此外，我們的團隊在整個城市挨家挨戶，每月

為 1,000-1,500 個家庭提供高質量的福音文

獻。儘管如此，我們當地教會中很大一部分人

並沒有參與傳福音。這是一個我知道聖靈說我

們必須改進的地方。我對此負責。我們必須有

去抓住失喪者心的負擔。我們必須進一步裝備

和激活身體“去＂和“宣講＂。 

 

不是批評，而只是作為一種觀察，可以肯定地

說，美國的絕大多數基督徒會眾更像是“基督

徒俱樂部＂，而不是“祈禱/傳福音/門徒訓練

中心＂。幾乎現代教會中的每一次會議和服務

都旨在“祝福＂信徒。教會已經轉變為基督徒

“保佑我＂俱樂部，這是非常扭曲和不健康的。

這對父親來說，祂並不悅納。 

从背面走进帐篷，用衣服覆盖他们的父亲，并

将脸转过身去不看他的下体。 

 

当诺亚醒来时，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对迦南

的亵渎发了诅咒，对闪和雅弗祝福（创世记 9：

24- 27）。梦的这一部分讲述了我们不仅仅是用

我们的嘴唇，而是用心灵和行动尊重上帝的重

要。只有那些真心尊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

才会习惯于祂的重量和光荣的存在。 

 

如果我们要成为祂的居所（以弗所书 2：22），

我们必须摆脱揭露他人的罪孽、挑剔、指责、

八卦和批判的灵。当我们真诚地爱我们的兄弟

姐妹而不是揭露他们时，我们就是在尊荣我们

的父亲。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

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

的神（有古卷：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

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约翰一书 4：20- 21 

 

圣灵使我想起路加福音 17：26「挪亚的日子

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祂说：“正如诺

亚在他的时代建造了一个拯救方舟一样，我在

我家中的荣耀同在将成为你的拯救、救赎、救

赎、医治、安全和供应的方舟。” 

  

“约翰迈克尔”这个名字代表了迎来上帝永恒

荣耀所需的两种品质。约翰的意思是“上帝的

爱”，迈克尔的意思是“像上帝一样”。我们必

须培养一种寻求上帝的生活方式。圣灵强调箴

言 8：17「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上帝爱每一个人，但祂爱那些努

力寻求祂的人，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寻求符合

祂儿子（像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要成为祂

的居所，培养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并学习住在祂

里面是必需的，事实上，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

在追求这一点。我们正在寻求上帝并追求转变

为祂的形象。尽管如此，这还不足以引领祂的

荣耀。 

我的另一个儿子，以利亚加百列带来了所需的

力量，真正将父亲带入了祂的房子。以利亚的

意思是“主是我的上帝”，加百列的意思是“上

帝的使者”。圣灵使我知道“加百列”这个名

字说的是一个将成为祂使者的人；是要服从大

使命“去”和“传福音”！ 

 

我的妻子麦林答跑到我们前面，打开了前门，

这样父亲就可以被带进屋里。麦林答这个名字

的意思来自麦林纱，意思是“蜜”。圣灵强调

了以西结书 3：3- 4。 

 

「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

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

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

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  

以西结书 3：3- 4 

 

这是对上帝旨意的另一个肯定，即他的身体必

须“去”和“传讲他的话语”。我们当地的会

众一直缺乏传福音。不是我们不传福音，多年

来，我们每个月都与穷人接触，为数百个家庭

提供紧急食品杂货（每年数千人）。我们传福

音引导人们归向基督，并在这些外展中为病人

祷告。 

 

此外，我们的团队在整个城市挨家挨户，每月

为 1,000- 1,500 个家庭提供高质量的福音文

献。尽管如此，我们当地教会中很大一部分人

并没有参与传福音。这是一个我知道圣灵说我

们必须改进的地方。我对此负责。我们必须有

去抓住失丧者心的负担。我们必须进一步装备

和激活身体“去”和“宣讲”。 

 

不是批评，而只是作为一种观察，可以肯定地

说，美国的绝大多数基督徒会众更像是“基督

徒俱乐部”，而不是“祈祷/ 传福音/ 门徒训练

中心”。几乎现代教会中的每一次会议和服务

都旨在“祝福”信徒。教会已经转变为基督徒

“保佑我”俱乐部，这是非常扭曲和不健康的。

这对父亲来说，祂并不悦纳。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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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像主耶穌一樣，“關注我們父親的

事＂，那麼我們將在周間舉行禱告會。（我的

房子將被稱為祈禱之家）這些不僅僅是為了為

自己祈求更多的祝福而舉行會議，而是包括為

失喪和倒退的人祈禱。我們要有獻身分別為聖、

聖潔，尋求聖靈的洗禮和外展的火禱告的禱告

會，並要有傳福音和門徒訓練的裝備和訓練。 

 

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

客。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

說：『請來吧！樣樣都齊備了。』眾人一口同

音地推辭。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

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又有一個說：『我

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

又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那僕人回來，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家主就動

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裡大街小巷，

領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

僕人說：『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

空座。』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 

 

 

 

 

 

 

 

 

 

 

 

 

 

 

 

 

 

 

 

 

 

笆那裡，勉強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   

路加福音 14：16-23 

 

現在是時候，要將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事工，

從尋求“被祝福＂經由遵行祂的旨意來尋求

“成為主的祝福＂。 

 

請跟我禱告：“主啊，請原諒我們疏忽大使命。

幫助我們抬起眼睛，看看田野，莊稼已發白該

收成了。原諒我們被自己的生命所吞噬，以至

於我們心中沒有足夠的空間來承擔主的重擔。

祢已經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要尋求祢，就要尊

重祢、尋求成為祢的形象、傳播你的話語，祢

就會帶著祢重重的榮耀來到我們中間。我們需

要你的榮耀同在。“ 

 

讓我們開始這樣做吧，這是收成的季節，現在

是上帝的榮耀在我們當中的時候了。哥林多後

書 6：16-17 

如果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关注我们父亲的事”，

那么我们将在周间举行祷告会。（我的房子将

被称为祈祷之家）这些不仅仅是为了为自己祈

求更多的祝福而举行会议，而是包括为失丧和

倒退的人祈祷。我们要有献身分别为圣、圣洁，

寻求圣灵的洗礼和外展的火祷告的祷告会，并

要有传福音和门徒训练的装备和训练。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

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

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

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

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

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

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

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

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

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

『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路加福音 14：16- 23 

 

现在是时候，要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事工，

从寻求“被祝福”经由遵行祂的旨意来寻求“成

为主的祝福”。 

 

请跟我祷告：“主啊，请原谅我们疏忽大使命。

帮助我们抬起眼睛，看看田野，庄稼已发白该

收成了。原谅我们被自己的生命所吞噬，以至

于我们心中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承担主的重担。

祢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寻求祢，就要尊

重祢、寻求成为祢的形象、传播你的话语，祢

就会带着祢重重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需

要你的荣耀同在。“ 

 

让我们开始这样做吧，这是收成的季节，现在

是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了。哥林多后

书 6：16- 17 

Joe Sweet
Shekinah Worship Center
42640 10th St. West 
Lancaster, CA 93534

661-940-8378

www.shekinahworship.com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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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必 須 被 提 昇 到 過 一 個 上 升 的 生 活 ，
來 聽 神 的 話 語 ， 在 那 個 高 處 毫 無 懼 怕

 

 

 

 

 

 

 

 

 

 

 

 

 

 

 

 

 

 

年以前，當我讀到凱利．華納的書“遨

翔的秘密＂時，在我的生命中灑下了一

顆種子。在這寶貴的書中，華納的觀察 

幫助我塑造我靈裡的追求，我的目的是了解上

帝對我生命的無限計劃。這是華納的一個金句，

“我們必須提升到上升的生命，聽聽上帝的談

話......在那個高處，沒有恐懼，我們所有的

敵人都在我們腳下，被打敗了......如果你從

未看到你在基督裡的價值，你將被奪去在世上

存在的理由。“ 我被他的啟示深深地影響了，

並且從未忘記這些話。很明顯，在這個季節裡，

上帝希望基督的身體成熟，以便我們也可以過

上升的生活。根據申命記 28：1-13， 

 

「耶和華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

下。」 

申命記 28：1-13 

 

過上升生活的目的是讓我們看到一個無形的

境界，但我們許多人並沒有在我們的個人生活

中，特別是在我們的禱告生活中經歷過。即使

我們只能生活在現在，我們未來的命運和目標

已經存在。上帝必須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使 

 

 

 

 

 

 

 

 

 

 

 

 

 

 

 

 

 

 

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天國，而且可以將天國的力

量，供應和潛力帶入我們屬世的世界。對於你

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新的啟示，

所以無論你是否理解活在上升的生活中的潛

力，在你開始研究經文和為這個啟示禱告時，

求聖靈啟示你。 

 

尋求過上升生活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方面之

一是，當我們開始生活在這個領域時，我們開

始明白為什麼我們重生。 

當我們開始尋求更多上帝對我們的應許時，我

們必須要求聖靈帶領並指導我們的旅程。一個

最好開始的地方是哥林多前書 2：10-16，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

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

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

知道神的事。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

乃是從 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

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

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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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反倒

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

靈的人才能看透。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

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

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哥林多前書 2：10-16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有一個真正的揭示屬靈恩

賜的寶庫開啟，但我們從事後很明顯的看出，

人們應該被教導如何相信，而不是相信什麼。

當我們開始研究提升生命的秘密時，希伯來書

11：24-27 教給我們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

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

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

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他因著

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

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希伯來書 11：24-27 

 

摩西堅持不懈，因為他看見了看不見的主。

我喜歡這段經文，因為這完全是上帝在我們

多年前進入傳道事工時所賜給我和我妻子

的經文。我們完全憑信心離開了一個已建立

悠久的事工，除了這個經文之外沒有任何計

劃。上帝對我說，“你需要離開到你未曾看

見的地方。＂ 

 

約翰福音 3：3耶穌告訴我們這個，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

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約翰福音 3：3 

 

我們在靈性上被喚醒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讓我

們能夠看到、感知和理解我們周圍的超自然事

物。我們屬靈的眼睛必須被開啟。撒母耳記上

14：27 描述光照的啟示， 

 

「約拿單沒有聽見他父親叫百姓起誓，所以伸

手中的杖，用杖頭蘸在蜂房裡，轉手送入口內，

眼睛就明亮了。」 

撒母耳記上 14：27 

 

我們理解眼睛的本質，不就是要被照亮嗎？ 

以弗所書 1：17-19 闡述了這個想法：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

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

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以弗所書 1：17-19 

 

聖徒所得的豐盛和榮耀的基業是什麼？我們

已經被呼召，我們已經有了基業。所有需要發

生的事情是，我們理解的眼睛打開或開悟，以

便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看不見的領域。這種對屬

靈和超自然一切事物的追求都是對祂的喜悅，

也是上帝要我們做的事。祂希望我們從天堂的

角度看待這些屬靈的實際。這正是路加福音

24：13-33 中往以馬忤斯的道路上發生的事

情，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

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

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

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耶穌對他們

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

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二人中有一個名叫

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

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嗎？」耶穌說：「甚

麼事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

他是個先知，在 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

都有大能。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

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事

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神圣灵的事，反倒

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

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

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

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哥林多前书 2：10- 16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一个真正的揭示属灵恩

赐的宝库开启，但我们从事后很明显的看出，

人们应该被教导如何相信，而不是相信什么。

当我们开始研究提升生命的秘密时，希伯来书

11：24- 27教给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

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

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

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

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希伯来书 11：24- 27 

 

摩西坚持不懈，因为他看见了看不见的主。

我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完全是上帝在我们

多年前进入传道事工时所赐给我和我妻子

的经文。我们完全凭信心离开了一个已建立

悠久的事工，除了这个经文之外没有任何计

划。上帝对我说，“你需要离开到你未曾看

见的地方。” 

 

约翰福音 3：3耶稣告诉我们这个，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

重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 

约翰福音 3：3 

 

我们在灵性上被唤醒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让我

们能够看到、感知和理解我们周围的超自然事

物。我们属灵的眼睛必须被开启。撒母耳记上

14：27描述光照的启示， 

 

「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

手中的杖，用杖头蘸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

眼睛就明亮了。」 

撒母耳记上 14：27 

 

我们理解眼睛的本质，不就是要被照亮吗？ 

以弗所书 1：17- 19阐述了这个想法：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将那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

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

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

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以弗所书 1：17- 19 

 

圣徒所得的丰盛和荣耀的基业是什么？我们

已经被呼召，我们已经有了基业。所有需要发

生的事情是，我们理解的眼睛打开或开悟，以

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看不见的领域。这种对属

灵和超自然一切事物的追求都是对祂的喜悦，

也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祂希望我们从天堂的

角度看待这些属灵的实际。这正是路加福音

24：13- 33中往以马忤斯的道路上发生的事情，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

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

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

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甚么事呢？」他

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

革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

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甚

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在 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

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

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

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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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

使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

那裡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

有看見他。」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

的嗎？」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

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 

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

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

同他們住下。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

開，遞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

不見了。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

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

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說：「主果

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

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路加福音 24：13-33 

 

這兩個門徒正神情沮喪的正走在往以馬忤斯

的路上，耶穌復活後與他們一起行走。然而，

他們沒有察覺或認識祂。有多少次你覺得我們

可能已經錯過了上帝的時候，祂就在那裡我們

身邊，但我們並沒有察覺祂，因為我們無法與

神對齊，好讓我們屬靈的眼睛和耳朵被打開。

當他們走路的時候，祂開始從聖經中教導他們，

從摩西到十字架的道路啟示他們，直到祂拿起

餅擘開了，他們靈裡的眼睛被打開並且認識了

祂。 

 

約翰福音 6：32-35 表達了這一點：耶穌說：「我

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

我的，永遠不渴。」 

當我們進入另一個領域並在那裡被照亮時，天

堂的糧就來了。 

我們開始在生活中看見天堂的樣式。天堂看我

們的方式與我們看自己是不同的。是的，天堂

看你和我，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看待我們，

而不是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 

 

一旦我們有天堂對我們生活的看法，我們就可

以進入上帝的計劃，目的和命定。當我們開始

看到上帝對我們的計劃展開時，我們可以用被

照亮的眼睛看民數記 13：31-33，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

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 

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

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

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 

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

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

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民數記 13：31-33 

 

這個觀察在現在非常重要且相關，我們面對屬

靈爭戰和攻擊的程度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自

己。用最簡單的話來說，你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還是勝利者？ 

 

以色列人對自己和敵人的看法使他們被束縛

了四十年，因為他們在他們的眼光中，所以他

們在敵人的眼光中活著。 

 

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可以產生力量讓我們被捆

綁在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天堂的眼光及觀點。 

 

然而，一旦我們掌握約翰福音 15：1-17，我

們就有了進入靈裡的工具：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

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

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

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

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

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

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

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

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

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

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

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

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

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

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

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路加福音 24：13- 33 

 

这两个门徒正神情沮丧的正走在往以马忤斯

的路上，耶稣复活后与他们一起行走。然而，

他们没有察觉或认识祂。有多少次你觉得我们

可能已经错过了上帝的时候，祂就在那里我们

身边，但我们并没有察觉祂，因为我们无法与

神对齐，好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被打开。

当他们走路的时候，祂开始从圣经中教导他们，

从摩西到十字架的道路启示他们，直到祂拿起

饼擘开了，他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并且认识了

祂。 

 

约翰福音 6：32- 35 表达了这一点：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当我们进入另一个领域并在那里被照亮时，天

堂的粮就来了。 

我们开始在生活中看见天堂的样式。天堂看我

们的方式与我们看自己是不同的。是的，天堂

看你和我，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我们，

而不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一旦我们有天堂对我们生活的看法，我们就可

以进入上帝的计划，目的和命定。当我们开始

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展开时，我们可以用被

照亮的眼睛看民数记 13：31- 33，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

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

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

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

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民数记 13：31- 33 

 

这个观察在现在非常重要且相关，我们面对属

灵争战和攻击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

己。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你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还是胜利者？ 

 

以色列人对自己和敌人的看法使他们被束缚

了四十年，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眼光中，所以他

们在敌人的眼光中活着。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可以产生力量让我们被捆

绑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天堂的眼光及观点。 

 

然而，一旦我们掌握约翰福音 15：1- 17，我

们就有了进入灵里的工具：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

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gloryministries.org.tw

TheAcademy.org.au我们最辉煌的时刻我們最輝煌的時刻6 17TheAcademy.org.au

gloryministries.org.tw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

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

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

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

是我的門徒了。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

愛裡。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

的命令。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

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

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 

 

 

 

 

 

 

 

 

 

 

 

 

 

 

 

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

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約翰福音 15：1-17 

  

一旦我們進入上升的生命領域，上帝將開始帶

我們到另一個靈裡層次。 

 

羅馬書 8：23-25 描述了我們身體最好的地

方：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

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

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整個地球都在呻吟，等待神兒女們的顯現，以

及那些相信上帝在那個上升領域所說的話，他

們明白耶穌正在回來尋求一個強大，勇敢，得

勝的教會。 

 

耶穌為我們付出了代價，讓我們可以過一個上

升的生活，這是我們在這個領域所得到改變世

界的啟示。 

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

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

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甚么。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

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

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

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

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

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 

 

 

 

 

 

 

 

 

 

 

 

 

 

 

 

 

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

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甚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 15：1- 17 

  

一旦我们进入上升的生命领域，上帝将开始带

我们到另一个灵里层次。 

 

罗马书 8：23- 25描述了我们身体最好的地方：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

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

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整个地球都在呻吟，等待神儿女们的显现，以

及那些相信上帝在那个上升领域所说的话，他

们明白耶稣正在回来寻求一个强大，勇敢，得

胜的教会。 

 

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上

升的生活，这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所得到改变世

界的启示。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Kent Mattox
Word Alive International 
Outreach
122 Allendale Road
Oxford, Alabama 36203
contact@wordalive.org
256-831-5280

www.wordal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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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著 被 眼 淚 噎 住 的 聲 音 ， 祂 說 ： 我 的 百 姓
將 要 受 逼 迫 並 且 被 殺 ， 但 是 他 們 尚 未 準 備 好

 

 

 

 

 

 

 

 

 

 

 

 

 

 

 

 

 

 

在2019年5月13日度過了一個不眠之

夜。在過去的一年半里，我偶爾會遇到

這種情況。那天的狀況，從未發生在我 

身上過，我在床上清醒的翻滾，無法入睡直到

凌晨 1點 40 分所以我決定起來等待主。 

 

我到起居室跪下祈禱，當我在幾分鐘內安靜下來

時，我感到自己的靈進入了天堂，我站在主耶穌

基督面前，祂坐在寶座上，看起來非常榮耀、非

常威嚴。這時祂從祂的寶座上下來，沒有說一個

字就開始哭泣。我想知道祂為什麼哭，但不知道

該怎麼辦。當祂安靜時，我走近主，親切地問他，

“主啊，你為什麼哭？＂祂說，“我的子民將受

到逼迫和殺害，但他們還沒準備好。＂ 

 

請再思考這些話，主耶穌說：「我的百姓將受

到逼迫和殺害，但他們還沒準備好。」是什麼

意思？迫害和殉道正將臨到，但上帝的子民還

沒有準備好。這是否意味著如果他們準備好了，

可以預防某些事情？警告的目的是什麼？

2004 年亞洲海嘯發生時，包括印度和斯里蘭

卡在內的許多東南亞國家受到嚴重破壞。在此 

之後，該地區的許多國家開始在海洋中放置錐 

 

 

 

 

 

 

 

 

 

 

 

 

 

 

 

 

 

 

體以進行海嘯預警，你可以發現它們漂浮在世

界各地的海洋中。 

 

主耶穌也被警告迫害將要來抵擋祂。律法，先

知，甚至詩篇都記錄了彌賽亞將要經歷的苦難

的預言（詩 22；賽 50：6; 53;路加福音 9：

30-31）。 

 

耶穌警告耶路撒冷 

當主耶穌基督來到耶路撒冷附近時，祂看到了

美麗的耶路撒冷城，並大聲哭泣，祂用雙手遮

住臉，哭了起來。 祂為什麼哭？ 

 

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

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

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頭的兒

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

眷顧你的時候。」 

路加福音 19：42-44 

 

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中，主上帝派了數百名先

知來警告他們，但以色列人將他們全部殺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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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1：47-50）。今天的教會做同樣

的事情。上帝正在從世界各地召集、並派遣祂

真誠的先知來傳播國度的福音，並警告教會即

將到來的事。然而，那些不了解上帝的道路和

上帝之道的教會領袖，正在迫害他們並稱他們

為假先知，就像在主耶穌時代所做的一樣。 

永生上帝的子民，不要被這些虛假的領袖所愚

弄和誤導。把你的信心和你的知識單單放在神

的話語上。敞開心扉，聖靈會經由內心的見證

和上帝聖言的權威對你說話。 

 

對耶穌的逼迫 

聖經記載了主耶穌基督親自經歷的 21 起迫害，

痛苦和最後的殉道。 

 

一、當祂出生時，祂的生命就有危險，因為希

律王想殺死祂（馬太福音 2：13）。 

二、祂的百姓拒絕了祂，想殺死祂（路加福音

4：22-29）。 

三、猶太人迫害祂並想要殺死祂（約翰福音5： 

16）。 

四、最後，猶太人想要用石頭殺死主耶穌（約

翰福音 8：59）。 

五、主的魂到死都非常悲傷（馬太福音 26：

37-38；馬可福音 14：33-34；路 22：44），

不僅祂的身體遭受了迫害，甚至祂的靈魂

也因陣痛的煎熬而痛苦不堪。 

六、祂被門徒背叛了（馬太福音 26：14-16；

馬可福音 14：10-11；路加福音 22：4-6）。 

七、祂被逮捕並被審判。 

八、找假證人誣告祂（馬太福音 26：59-61；

馬可福音 14：55-58）。主耶穌說：＂我從

來是明明的對世人說話。我常在會堂和殿

裡，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我在

暗地裡並沒有說什麼。＂然而，猶大領袖

卻迫害祂並殺死祂，而且找了虛假的證人

誣告他。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今天；教會領

袖對上帝的僕人製造虛假的謊言。 

九、士兵吐在他臉上，打了他一巴掌（馬太福

音 26：67） 

十、主耶穌被銬上手銬（馬太福音 27：1；馬

可福音 15：1；約翰福音 18:12），並從客

西馬尼的花園拖到判決法庭。 

十一、祂在耶路撒冷總督面前受審（馬太福音

27：11；約翰福音 18：28）。 

十二、 祂被公會的大祭司長誣告（馬可福音

15：3；路加福音 23：2,10）。 

十三、 然後被帶到希律王的宮廷面前（路加

福音 23：11）。 希律王以蔑視嘲笑對

待祂。 

十四、祂在被拘留期間被士兵嚴重羞辱（馬太

福音 27：28-30；馬可福音 14：65；路

加福音 22：63-65）。 

十五、 祂戴著荊棘冠冕被士兵侮辱和侮辱（馬

可福音 15：17；約翰福音 19：2-3）。 

十六、祂被士兵吐口水，毆打和嘲笑（馬可福

音 15：19-20）。當主耶穌躺在地上，

頭上戴著荊棘的冠冕時，每一位經過祂

的士兵都吐唾沫在祂臉上，用殘忍的靴

子打祂，踩祂，嘲笑祂。 

十七、祂被法利賽人的議會判處死刑（馬可福

音 14：64）。 

十八、主耶穌被鞭打了 39 鞭（馬太福音 27：

26；馬可福音 15：15；路加福音 23：

16；約翰福音 19：1）。 

十九、主耶穌被釘十字架處死（馬太福音 27：

35；馬可福音 15：24；約翰福音 19：

18）。 

二十、當主耶穌掛在十字架上時，大多數路人

辱罵、責備並用骯髒的話虐待祂（馬可

福音 15：29）。 

二十一、祭司長站在十字架下嘲笑並侮辱主

（馬可福音 15：31-32）。 

 

主在祂的門徒面前預備了彌賽亞將要經歷的

苦難（馬可福音 8：31；10：33；馬太福音 20：

18-19；路加福音 9：22；18：32-33）。這節

經文：「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

2：23）是主耶穌對如何處理受害的心態的縮

影。我們必須效仿這種態度。 

 

（路加福音 11：47-50）。今天的教会做同样

的事情。上帝正在从世界各地召集、并派遣祂

真诚的先知来传播国度的福音，并警告教会即

将到来的事。然而，那些不了解上帝的道路和

上帝之道的教会领袖，正在迫害他们并称他们

为假先知，就像在主耶稣时代所做的一样。 

永生上帝的子民，不要被这些虚假的领袖所愚

弄和误导。把你的信心和你的知识单单放在神

的话语上。敞开心扉，圣灵会经由内心的见证

和上帝圣言的权威对你说话。 

 

对耶稣的逼迫 

圣经记载了主耶稣基督亲自经历的 21起迫害，

痛苦和最后的殉道。 

 

一、当祂出生时，祂的生命就有危险，因为希

律王想杀死祂（马太福音 2：13）。 

二、祂的百姓拒绝了祂，想杀死祂（路加福音

4：22- 29）。 

三、犹太人迫害祂并想要杀死祂（约翰福音 5： 

16）。 

四、最后，犹太人想要用石头杀死主耶稣（约

翰福音 8：59）。 

五、主的魂到死都非常悲伤（马太福音 26：

37- 38；马可福音 14：33- 34；路 22：44），

不仅祂的身体遭受了迫害，甚至祂的灵魂

也因阵痛的煎熬而痛苦不堪。 

六、祂被门徒背叛了（马太福音 26：14- 16；

马可福音 14：10- 11；路加福音 22：4- 6）。 

七、祂被逮捕并被审判。 

八、找假证人诬告祂（马太福音 26：59- 61；

马可福音 14：55- 58）。主耶稣说：”我从

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

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

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然而，犹大领袖

却迫害祂并杀死祂，而且找了虚假的证人

诬告他。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教会领

袖对上帝的仆人制造虚假的谎言。 

九、士兵吐在他脸上，打了他一巴掌（马太福

音 26：67） 

十、主耶稣被铐上手铐（马太福音 27：1；马

可福音 15：1；约翰福音 18:12），并从客

西马尼的花园拖到判决法庭。 

十一、祂在耶路撒冷总督面前受审（马太福音

27：11；约翰福音 18：28）。 

十二、 祂被公会的大祭司长诬告（马可福音

15：3；路加福音 23：2,10）。 

十三、 然后被带到希律王的宫廷面前（路加

福音 23：11）。 希律王以蔑视嘲笑对

待祂。 

十四、祂在被拘留期间被士兵严重羞辱（马太

福音 27：28- 30；马可福音 14：65；路

加福音 22：63- 65）。 

十五、 祂戴着荆棘冠冕被士兵侮辱和侮辱（马

可福音 15：17；约翰福音 19：2- 3）。 

十六、祂被士兵吐口水，殴打和嘲笑（马可福

音 15：19- 20）。当主耶稣躺在地上，

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时，每一位经过祂

的士兵都吐唾沫在祂脸上，用残忍的靴

子打祂，踩祂，嘲笑祂。 

十七、祂被法利赛人的议会判处死刑（马可福

音 14：64）。 

十八、主耶稣被鞭打了 39 鞭（马太福音 27：

26；马可福音 15：15；路加福音 23：

16；约翰福音 19：1）。 

十九、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处死（马太福音 27：

35；马可福音 15：24；约翰福音 19：

18）。 

二十、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大多数路人

辱骂、责备并用骯脏的话虐待祂（马可

福音 15：29）。 

二十一、祭司长站在十字架下嘲笑并侮辱主

（马可福音 15：31- 32）。 

 

主在祂的门徒面前预备了弥赛亚将要经历的

苦难（马可福音 8：31；10：33；马太福音 20：

18- 19；路加福音 9：22；18：32- 33）。这节

经文：「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前 2：

23）是主耶稣对如何处理受害的心态的缩影。

我们必须效仿这种态度。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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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迫害和殉難不是為了要殺死你，而是

讓你再次興起。將被摧毀的教會不是為了摧毀

他們，而是為了使他們再度興起。 

 

耶穌對於受逼迫教導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要告訴他們主耶穌自

己所教導的關於即將來臨的苦難和迫害。」 

 

1.婦女受到迫害（路加福音 23：27-29）。孕

婦受到折磨（馬太福音 24：19），他們的子

宮將被剖開（阿摩司書 1：13~2；王下 8:12；

15:16；何西阿書 13：16）。當女性的子宮

被剖開時，她們的嬰孩被摔死在岩石和石

頭上（那鴻書 3：10 ~ 何西阿書 10：14；

13：16）。 

2.信徒將被監禁。 馬太福音 24：9說：「那時，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看看這

節經文中的四個最重要的詞。 

- 監禁你；希臘 paradidomi 意味著把你關

進監獄。 

- 患難，希臘的 thlipsis 意味著痛苦，精

神痛苦和壓力。你將遭受巨大的精神痛

苦。他們會試著洗腦，讓你精神崩潰。 

- 殺害，希臘 apokteino 意味著徹底殺死

或緩慢處死。 

- 被恨惡，希臘 miseo 意味著少愛； 厭惡

或迫害。 

 

當教會出生在第一世紀時，後來是使徒保羅的

掃羅對教會：「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

拉著男女下在監裡。」（使徒行傳 8：3）。上

帝的靈明確地說，在最後的日子裡，這種迫害

將會重演。 例如，聖經列出了一些被投入監

獄的先知和使徒。 

 

一、先知米該雅因預言神真正的神話而被監禁

（列王紀上 22：26-27）。 

二、先知哈拿尼被監禁（歷代志下 16：7-10）。 

三、先知耶利米被監禁並被放入地牢（耶利米

書 38：6-12）。 

四、耶穌基督的使徒被關進監獄（使徒行傳5：

18）。 

五、使徒彼得被監禁（使徒行傳 12：2-5）。 

六、使徒保羅和西拉被嚴重毆打並入獄（使徒

行傳 16：23）。 

 

3.上帝的傳道人將受到逼迫害殺害（馬太福音

10：17；路加福音 21：12），殺害上帝忠心

傳道人的人會宣稱他們正在遵行上帝的旨

意，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16：12 中已警告過

這一點。我今天看到基督身體的一種新的

趨勢，就是信徒和領袖在社交媒體或雜誌

上誣告上帝的其他傳道人，並都聲稱是從

上帝那裡得到感動。這是一個明白的謊言，

因為聖靈永遠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祂如果

告訴你別人正在做的罪，但祂不會讓你在

公開場合羞辱別人，祂會要求你私下去向

人們驗證並對他們表達關心。 

 

大約 15 年前，我讀到加拿大一位名叫亞歷

山大．內斯的牧師的證詞，他受到教會長老

各種誣告，遭到極大迫害，教會委員會打電

話給他進行調查。牧師亞歷山大．內斯現在

需要為自己辯護， 所以，他祈禱並向上帝

求智慧，然後他開始在他的電腦上輸入他的

辯護。在他打字的時候，他也說出指責他的

長老的所有邪惡行為。他在打字的時候甚至

感到很有靈感。當他完成打字時，他讀了所

有內容並開始祈禱，感謝上帝用智慧和啟示

激勵他。 

 

在他祈禱的時候，他聽到了聖靈的聲音，說：

「亞歷克斯，你在做什麼？」所以，他告訴

聖靈他做了什麼。然後聖靈說：「你這樣做

想要證明什麼？」他回答說：「哦，他們錯

誤地指責我，所以現在我需要記錄下來。我

需要說實話。」聖靈說：「因為要努力保護

自己，你正在羞辱你的兄弟。你要揭露他們

的恥辱。這是正確的事嗎？」亞歷山大尼斯

保持安靜，聖靈進一步說：「想想主耶穌，

祂不考慮祂的名聲（腓 2：7）。你能做出主

全世界的迫害和殉难不是为了要杀死你，而是

让你再次兴起。将被摧毁的教会不是为了摧毁

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再度兴起。 

 

耶稣对于受逼迫教导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要告诉他们主耶稣自

己所教导的关于即将来临的苦难和迫害。」 

 

1.妇女受到迫害（路加福音 23：27- 29）。孕

妇受到折磨（马太福音 24：19），他们的子

宫将被剖开（阿摩司书 1：13~2；王下 8:12；

15:16；何西阿书 13：16）。当女性的子宫

被剖开时，她们的婴孩被摔死在岩石和石

头上（那鸿书 3：10 ~ 何西阿书 10：14；

13：16）。 

2.信徒将被监禁。 马太福音 24：9说：「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看看这

节经文中的四个最重要的词。 

-  监禁你；希腊 paradidomi 意味着把你关

进监狱。 

-  患难，希腊的 thlipsis 意味着痛苦，精

神痛苦和压力。你将遭受巨大的精神痛

苦。他们会试着洗脑，让你精神崩溃。 

-  杀害，希腊 apokteino 意味着彻底杀死

或缓慢处死。 

-  被恨恶，希腊 miseo 意味着少爱； 厌恶

或迫害。 

 

当教会出生在第一世纪时，后来是使徒保罗的

扫罗对教会：「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使徒行传 8：3）。上帝

的灵明确地说，在最后的日子里，这种迫害将

会重演。 例如，圣经列出了一些被投入监狱

的先知和使徒。 

 

一、先知米该雅因预言神真正的神话而被监禁

（列王纪上 22：26- 27）。 

二、先知哈拿尼被监禁（历代志下 16：7- 10）。 

三、先知耶利米被监禁并被放入地牢（耶利米

书 38：6- 12）。 

四、耶稣基督的使徒被关进监狱（使徒行传 5：

18）。 

五、使徒彼得被监禁（使徒行传 12：2- 5）。 

六、使徒保罗和西拉被严重殴打并入狱（使徒

行传 16：23）。 

 

3.上帝的传道人将受到逼迫害杀害（马太福音

10：17；路加福音 21：12），杀害上帝忠心

传道人的人会宣称他们正在遵行上帝的旨

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16：12中已警告过

这一点。我今天看到基督身体的一种新的

趋势，就是信徒和领袖在社交媒体或杂志

上诬告上帝的其他传道人，并都声称是从

上帝那里得到感动。这是一个明白的谎言，

因为圣灵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祂如果

告诉你别人正在做的罪，但祂不会让你在

公开场合羞辱别人，祂会要求你私下去向

人们验证并对他们表达关心。 

 

大约 15 年前，我读到加拿大一位名叫亚历

山大．内斯的牧师的证词，他受到教会长老

各种诬告，遭到极大迫害，教会委员会打电

话给他进行调查。牧师亚历山大．内斯现在

需要为自己辩护， 所以，他祈祷并向上帝

求智慧，然后他开始在他的电脑上输入他的

辩护。在他打字的时候，他也说出指责他的

长老的所有邪恶行为。他在打字的时候甚至

感到很有灵感。当他完成打字时，他读了所

有内容并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用智慧和启示

激励他。 

 

在他祈祷的时候，他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说：

「亚历克斯，你在做什么？」所以，他告诉

圣灵他做了什么。然后圣灵说：「你这样做

想要证明什么？」他回答说：「哦，他们错

误地指责我，所以现在我需要记录下来。我

需要说实话。」圣灵说：「因为要努力保护自

己，你正在羞辱你的兄弟。你要揭露他们的

耻辱。这是正确的事吗？」亚历山大尼斯保

持安静，圣灵进一步说：「想想主耶稣，祂

不考虑祂的名声（腓 2：7）。你能做出主所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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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事嗎？」亞歷山大牧師一聽到就撕毀

了所有的文件並將它們扔掉了。 

 

這就是聖靈在不公開羞辱他人的情況下的領

導方式。所有那些在社交媒體和雜誌上寫下羞

辱和誹謗他人的信徒和領袖都沒有受到聖靈

的啟發，而是受到魔鬼的啟發。讓我們今天從

這種可恥的行為中悔改，但你的父親 - 魔鬼，

總會激勵你做這些邪惡的行為。所以我大膽地

告訴你，如果有人堅持做這種公開羞辱你的信

徒和領袖的可恥行為，你的確會受到你從一開

始就是兇手的謊言之父的魔鬼的啟發。 

讓我們看一下聖經中有關遭受迫害的傳道人

的一些例子。 

 

一、掃羅走進每一所房子，拖著信徒投入監獄

（使徒行傳 9：1-2） 

二、猶太傳統說，先知以賽亞被瑪拿西王鋸成

兩半（希伯來書 11：37）。 

三、先知施洗約翰被斬首（馬太福音 14：

3-10）。 

四、司提反被石頭砸死了（使徒行傳 7：59）。 

五、使徒雅各被刀殺（使徒行傳 12：2）。 

六、教會傳統強烈地告訴我們，使徒彼得和保

羅在羅馬被殺。印度教會傳統記錄說使徒

多馬在印度被殺死。 

 

我們必須做什麼？ 

在被迫害時我們必須做什麼？ 讓我們從使徒

保羅和西拉的生活中得到啟示。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們

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

監裡，囑咐禁卒嚴緊看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

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裡，兩腳上了木狗。約在半

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神，眾囚犯

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

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

都鬆開了。 

使徒行傳 16：22-26 

 

使徒保羅和西拉在監獄裡，他們非常痛苦和悲

傷。他們被無情地毆打，後背正流血的情況下 

- 飢餓，口渴，痛苦和痛苦，他們抬起頭來開

始讚美和敬拜上帝。當他們全心全意地敬拜上

帝時，他們忘記了他們的痛苦。上帝的同在來

到並包圍著他們，這是他們得到的第一個奇蹟 

- 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出人意外的平安來

到並充滿了他們，他們唱得越快樂、唱的越多，

上帝的臨在就越大（詩篇 22：3）。而且，很

快，上帝的榮耀降臨，監獄被震動了。每個囚

犯的鎖鏈從他們身上掉下來。 

當我在這節經文上默想時，聖靈向我展示了在

迫害期間我們必須做些什麼，才能有上帝使我

們自由的能力。 有 11 件事。 

 

一、為你的迫害者禱告。主耶穌自己也這樣做：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們不曉得。」（路 23：34）司提反，當他

被石頭打死時，做了同樣的事（使徒行傳

7：60）當我們以寬恕祈禱時，它必須是

出於一種以愛為動力的心。 

 

二、教會必須一起禱告，感謝上帝有受苦的特

權 - 使徒行傳 4：23-31）。教會作為一個

整體，絕不能將迫害視為邪惡的事，反必

須將它視為主受苦的光榮特權。整個教會

必須以這種積極的態度禱告，當遭受苦難

的教會祈禱時，上帝的能力將顯示出來鼓

勵你去做上帝的工作，你不會被擊敗，但

你會以更大的力量出現。 

 

三、 不要在恐懼中妥協你的信仰，而要大膽 - 

使徒行傳 4：18-20。 

 

四、全心全意地信靠上帝，保護你並拯救你 - 

使徒行傳 12：6 

 

五、耐心地忍受痛苦，不要抗議，就像主耶穌

那樣 - 馬太福音 26：65；馬可福音 14：

65。 祂不開口（以賽亞書 53：7）。 所以，

不要張開嘴，抗議，耐心忍受你的痛苦。 

做的事吗？」亚历山大牧师一听到就撕毁了

所有的文件并将它们扔掉了。 

 

这就是圣灵在不公开羞辱他人的情况下的领

导方式。所有那些在社交媒体和杂志上写下羞

辱和诽谤他人的信徒和领袖都没有受到圣灵

的启发，而是受到魔鬼的启发。让我们今天从

这种可耻的行为中悔改，但你的父亲 -  魔鬼，

总会激励你做这些邪恶的行为。所以我大胆地

告诉你，如果有人坚持做这种公开羞辱你的信

徒和领袖的可耻行为，你的确会受到你从一开

始就是凶手的谎言之父的魔鬼的启发。 

让我们看一下圣经中有关遭受迫害的传道人

的一些例子。 

 

一、扫罗走进每一所房子，拖着信徒投入监狱

（使徒行传 9：1- 2） 

二、犹太传统说，先知以赛亚被玛拿西王锯成

两半（希伯来书 11：37）。 

三、先知施洗约翰被斩首（马太福音 14：3- 10）。 

四、司提反被石头砸死了（使徒行传 7：59）。 

五、使徒雅各被刀杀（使徒行传 12：2）。 

六、教会传统强烈地告诉我们，使徒彼得和保

罗在罗马被杀。印度教会传统记录说使徒

多马在印度被杀死。 

 

我们必须做什么？ 

在被迫害时我们必须做什么？ 让我们从使徒

保罗和西拉的生活中得到启示。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

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

监里，嘱咐禁卒严紧看守。禁卒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

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 神，众囚犯

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

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炼也

都松开了。 

使徒行传 16：22- 26 

 

 

使徒保罗和西拉在监狱里，他们非常痛苦和悲

伤。他们被无情地殴打，后背正流血的情况下 

-  饥饿，口渴，痛苦和痛苦，他们抬起头来开

始赞美和敬拜上帝。当他们全心全意地敬拜上

帝时，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痛苦。上帝的同在来

到并包围着他们，这是他们得到的第一个奇迹 

-  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出人意外的平安来

到并充满了他们，他们唱得越快乐、唱的越多，

上帝的临在就越大（诗篇 22：3）。而且，很

快，上帝的荣耀降临，监狱被震动了。每个囚

犯的锁链从他们身上掉下来。 

当我在这节经文上默想时，圣灵向我展示了在

迫害期间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有上帝使我

们自由的能力。 有 11件事。 

 

一、为你的迫害者祷告。主耶稣自己也这样做：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

们不晓得。」（路 23：34）司提反，当他被

石头打死时，做了同样的事（使徒行传 7：

60）当我们以宽恕祈祷时，它必须是出于

一种以爱为动力的心。 

 

二、教会必须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有受苦的特

权 -  使徒行传 4：23-31）。教会作为一个

整体，绝不能将迫害视为邪恶的事，反必

须将它视为主受苦的光荣特权。整个教会

必须以这种积极的态度祷告，当遭受苦难

的教会祈祷时，上帝的能力将显示出来鼓

励你去做上帝的工作，你不会被击败，但

你会以更大的力量出现。 

 

三、 不要在恐惧中妥协你的信仰，而要大胆 -  

使徒行传 4：18- 20。 

 

四、全心全意地信靠上帝，保护你并拯救你 -  

使徒行传 12：6 

 

五、耐心地忍受痛苦，不要抗议，就像主耶稣

那样 -  马太福音 26：65；马可福音 14：

65。 祂不开口（以赛亚书 53：7）。 所以，

不要张开嘴，抗议，耐心忍受你的痛苦。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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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要回答你的迫害者，因為他們會從說出

的話挑你的錯 - 馬可福音 15：3；約 19：

9。 當祂被誣告時，祂保持沉默。 祂沒

有張開嘴來保護自己。 祂將自己獻給了

上帝，只有祂才能正義地審判。 

 

七、在你被擄的日子裡，像使徒保羅和西拉一

樣讚美和敬拜上帝 - 使徒行傳 16：

25,26。 

 

八、教會必須在不停止拯救被迫害的信徒和傳

道人的情況下禱告 - 使徒行傳 12：5。 

 

九、禱告祈求你的信心堅強 - 路加福音 22：

31-32。這是主耶穌賜給使徒彼得的忠告。

祂告訴他，“祈求你的信心不會失敗。祈

求你的信心在受迫害的時候不會崩潰。＂ 

 

十、忍受痛苦直到最後 - 馬太福音 24：13。 

在啟示錄 2：10 中，主耶穌說：「務要至

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使

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2：12 寫道：“不要

否認你的信仰，而要堅持不懈。＂ 

 

十一。 當你受到迫害或受審時有福了 - 馬太

福音 5：10-12。 腓立比書 1：29 說得非

常好，「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

督，並要為他受苦。」 

 

結論 

主耶穌對我說：「迫害是教會產生救恩的陣痛。」

在啟示錄 12：2-17 中，我們讀到了在最後幾 

 

 

 

 

 

 

 

 

 

天遭受迫害的時間。然而，在最後的日子裡，

我們也體驗到了上帝榮耀的偉大表現。讓我告

訴你聖經中關於這一點的模式。在使徒行傳

16：27-33 中我們讀到，使徒保羅和西拉在腓

立比監獄中忍受迫害和苦難，見證了上帝的超

自然力量使他們自由，主耶穌救恩的知識臨到

了整個監獄以及獄卒的家庭。 

 

迫害也會向你展示你的真實自我，它會告訴你，

你的信心水平。在好的時候，你可以說我很堅

強。你甚至可能認為你不會否認自己的信仰。

你可能會認為在審判和迫害時你會堅定不移。

這是你的實際信心水平嗎？ 

 

當主耶穌被捕時，他的每一個門徒都離棄了祂。

他們都被祂冒犯然後逃跑了。當主耶穌第一次

告訴他們所有人他將會被釘十架，每個人都向

祂保證無論發生什麼事，他們都會支持祂（馬

太福音 26：31-35）。 然而，在審判的時候，

聖經說當主耶穌被逮捕時，每一個愛惜生命和

恐懼自己的生命安危的門徒都逃跑了（馬太福

音 26：56；馬可福音 14：50）。 

 

此外，當使徒彼得受到威脅時，他否認認識主

耶穌（路 22：54-60）。那個號稱充滿信心永

遠跟主的人及耶穌的門徒，當信心被測試時顯

示出他們的信心是多麼的淺薄和軟弱。迫害將

顯示一個人信心的確切程度。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迫害即將來臨；預先接

受警告並站立起來。用禱告遮蓋你的家庭，教

會和個人生活，當你這樣做時，上帝會派主的

天使在你周圍安營。 

 

殉道者的血流出是必需的（啟示錄 6：11）。

即使是為主耶穌流血作殉道者也不害怕，那位

能安全地保護耶穌的身體免於腐敗的永恆上

帝，也一定會保護保守你，不會允許你的靈魂

被囚禁或身體遭受腐敗（詩篇 16：10）。 

六、不要回答你的迫害者，因为他们会从说出

的话挑你的错 -  马可福音 15：3；约 19：

9。 当祂被诬告时，祂保持沉默。 祂没

有张开嘴来保护自己。 祂将自己献给了

上帝，只有祂才能正义地审判。 

 

七、在你被掳的日子里，像使徒保罗和西拉一

样赞美和敬拜上帝 -  使徒行传 16：25,26。 

 

八、教会必须在不停止拯救被迫害的信徒和传

道人的情况下祷告 -  使徒行传 12：5。 

 

九、祷告祈求你的信心坚强 -  路加福音 22：

31- 32。这是主耶稣赐给使徒彼得的忠告。

祂告诉他，“祈求你的信心不会失败。祈

求你的信心在受迫害的时候不会崩溃。” 

 

十、忍受痛苦直到最后 -  马太福音 24：13。 

在启示录 2：10 中，主耶稣说：「务要至

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使

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2：12 写道：“不要

否认你的信仰，而要坚持不懈。” 

 

十一。 当你受到迫害或受审时有福了 -  马太

福音 5：10- 12。 腓立比书 1：29说得非

常好，「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

督，并要为他受苦。」 

 

结论 

主耶稣对我说：「迫害是教会产生救恩的阵痛。」

在启示录 12：2- 17中，我们读到了在最后几 

 

 

 

 

 

 

 

 

 

 

天遭受迫害的时间。然而，在最后的日子里，

我们也体验到了上帝荣耀的伟大表现。让我告

诉你圣经中关于这一点的模式。在使徒行传

16：27- 33中我们读到，使徒保罗和西拉在腓 

立比监狱中忍受迫害和苦难，见证了上帝的超

自然力量使他们自由，主耶稣救恩的知识临到

了整个监狱以及狱卒的家庭。 

 

迫害也会向你展示你的真实自我，它会告诉你，

你的信心水平。在好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很坚

强。你甚至可能认为你不会否认自己的信仰。

你可能会认为在审判和迫害时你会坚定不移。

这是你的实际信心水平吗？ 

 

当主耶稣被捕时，他的每一个门徒都离弃了祂。

他们都被祂冒犯然后逃跑了。当主耶稣第一次

告诉他们所有人他将会被钉十架，每个人都向

祂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会支持祂（马

太福音 26：31- 35）。 然而，在审判的时候，

圣经说当主耶稣被逮捕时，每一个爱惜生命和

恐惧自己的生命安危的门徒都逃跑了（马太福

音 26：56；马可福音 14：50）。 

 

此外，当使徒彼得受到威胁时，他否认认识主

耶稣（路 22：54- 60）。那个号称充满信心永

远跟主的人及耶稣的门徒，当信心被测试时显

示出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浅薄和软弱。迫害将

显示一个人信心的确切程度。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迫害即将来临；预先接

受警告并站立起来。用祷告遮盖你的家庭，教

会和个人生活，当你这样做时，上帝会派主的

天使在你周围安营。 

 

殉道者的血流出是必需的（启示录 6：11）。

即使是为主耶稣流血作殉道者也不害怕，那位

能安全地保护耶稣的身体免于腐败的永恒上

帝，也一定会保护保守你，不会允许你的灵魂

被囚禁或身体遭受腐败（诗篇 16：10）。 

Sadhu Sundar Salvaraj
Jesus Ministries | Angel TV

Villivakkam, Chennai, 
India

www.jesusministries.org
www.angletv.org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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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來的夢，超越先知性的目的

 

 

 

 

 

 

 

 

 

 

 

 

 

 

 

 

 

 

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神就用夢和夜間

的異象，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當受的教

訓印在他們心上＂  

約伯記 33：15-16 欽定本聖經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神就用夢和夜間的

異象，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

們心上＂  

約伯記 33：15-16 擴大本聖經 

 

在所有聖經譯本中（我有很多），每次我查閱

這段經文時，它都說到了神經由夢給我們個人

提供隱藏的訓誨。 

 

在欽定本聖經中說上帝“開啟了人類的耳朵。＂

希伯來文翻譯為“開放＂的原文詞語是

“galah＂，意思是“裸露＂，“揭示＂，“與

親密＂或“性交。“ 

 

來自上帝的異夢，除了先知性以外，還有其他

的目的。 許多拉比將希伯來文中的動詞

“openeth＂作為 piel（意為親密），因此可

以得出結論，異夢是上帝與我們分享祂親密秘

密的一種方式。 

 

 

 

 

 

 

 

 

 

 

 

 

 

 

 

 

 

 

許多古代聖徒教導說，在睡眠中，你的靈魂是

活躍的，不受你身體的影響。 在這段時間裡，

主可以與你的靈魂親密。 在這種親密關係中，

你會看到祂所看到的。 

 

主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 因此，這個與

主親密的時間的副產品是我們能夠看到祂所

看到的，包括未來。 

 

人們普遍認為，如果我們真實地看到主所看到

的，我們就無法忍受，特別內容是在未來方面。

因此，在祂的憐憫中，祂將我們的異夢包裹在

符號中，這樣我們就不會被我們看到的東西震

驚。在許多情況下，祂甚至不會讓我們記住一

個夢，因為我們與祂的親密關係的知識，對我

們來說太過震驚難以忍受了。 

 

這就是為什麼，正如在欽定本中，主“封住＂

給我們的啟示。祂將給我們一個異夢，與我們

有一個親密的時刻，然後忘記祂在象徵中所分

享的東西，或者讓我們完全忘記它，直到將來

適當的時刻。 

 

“人 



gloryministries.org.tw

TheAcademy.org.au我們最輝煌的時刻24 1TheAcademy.org.au

gloryministries.org.tw

我们最辉煌的时刻

在約伯記 33:17 中說明了為什麼會使我們遺

忘 - 因為我們會因驕傲而高抬自己 （約瑟的

夢是創世記 37：5 中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或者

可能是因為我們對未來有一個異夢，而我們還

沒有準備好接受為我們所預備的。有時候，我

們的異夢是警惕；一個警告，就像約瑟夫，瑪

麗亞的丈夫在夢中被警告逃往埃及。 

 

你是否想過為什麼主創造我們在睡眠狀態下

度過三分之一的生命？ 如果祂想要的話，祂

本可以創造我們而根本不需要睡覺。祂的設計

中有別的動機或理由嗎？ 

 

在希伯來語中，“夢＂這個詞的含義有一個線

索。希伯來文中的“夢＂是 chalam。意思是

“恢復健康＂。chalam 這個詞告訴我們，我

們在夢中找到了生命，而我們的夢想可以讓我

們恢復健康。 

 

這是可能的，如果我們意識到我們在夢的狀態時

可以與主親密接觸，我們的身體可能是無意識的，

但我們的靈魂卻非常清醒。在我們的身體安息而

不分散我們注意力的情況下，主可以用我們的睡

眠時間與我們分享祂的心。這是與主交心的時刻，

也是我們更新目標和重點的時刻。 

 

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經文，其中將近三分之一來自

異夢、異象。因此，異夢是與主交流並接受祂的

智慧，洞察力，策略以及舒適和清新的時刻。 

 

 

 

 

 

 

 

 

 

 

 

 

然而，並非所有異夢都來自上帝。也有些如同

夢魘一般。我們必須學會辨別和理解，有時夢

只不過是我們潛意識的想像，而有時候它們可

能是與主的親密時期的表達。也許有時噩夢可

能是我們靈魂交談或受到敵人影響的結果。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在你入睡之前，你用什麼

來填充你的靈魂？你看猥褻和暴力電視嗎？

你閱讀關於黑暗主題的小說嗎？請記住，在晚

上，你的身體可能處於休息狀態，但你的靈魂

卻無法入睡。它繼續保持清醒。在你入睡之前，

你以什麼餵養你的靈魂並讓它持續思考？ 

 

讓我給你一個改變生活的挑戰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哥林多前書

14:32 在你晚上睡覺之前，用耶穌的寶血禱告

並遮蓋自己。然後命令你的靈在你睡覺時聆聽

並敬拜主。 

 

你可以通過默想聖經來預備，或者在你睡覺之

前唱一首讚美詩歌並向祂敬拜。 

 

當你把它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時，你會發現通常

你會在半夜被喚醒，敬拜並讚美主。在其他時

候，主自己會來找你分享祂的秘密和祂的心。

哥林多後書 6：16-17 

在约伯记 33:17 中说明了为什么会使我们遗

忘 -  因为我们会因骄傲而高抬自己 （约瑟的

梦是创世记 37：5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

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有一个异梦，而我们还

没有准备好接受为我们所预备的。有时候，我

们的异梦是警惕；一个警告，就像约瑟夫，玛

丽亚的丈夫在梦中被警告逃往埃及。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主创造我们在睡眠状态下

度过三分之一的生命？ 如果祂想要的话，祂

本可以创造我们而根本不需要睡觉。祂的设计

中有别的动机或理由吗？ 

 

在希伯来语中，“梦”这个词的含义有一个线

索。希伯来文中的“梦”是 chalam。意思是

“恢复健康”。chalam 这个词告诉我们，我们

在梦中找到了生命，而我们的梦想可以让我们

恢复健康。 

 

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在梦的状态时

可以与主亲密接触，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无意识的，

但我们的灵魂却非常清醒。在我们的身体安息而

不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情况下，主可以用我们的睡

眠时间与我们分享祂的心。这是与主交心的时刻，

也是我们更新目标和重点的时刻。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经文，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来自

异梦、异象。因此，异梦是与主交流并接受祂的

智慧，洞察力，策略以及舒适和清新的时刻。 

 

 

 

 

 

 

 

 

 

 

 

 

然而，并非所有异梦都来自上帝。也有些如同

梦魇一般。我们必须学会辨别和理解，有时梦

只不过是我们潜意识的想象，而有时候它们可

能是与主的亲密时期的表达。也许有时噩梦可

能是我们灵魂交谈或受到敌人影响的结果。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你入睡之前，你用什么

来填充你的灵魂？你看猥亵和暴力电视吗？

你阅读关于黑暗主题的小说吗？请记住，在晚

上，你的身体可能处于休息状态，但你的灵魂

却无法入睡。它继续保持清醒。在你入睡之前，

你以什么喂养你的灵魂并让它持续思考？ 

 

让我给你一个改变生活的挑战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哥林多前书

14:32在你晚上睡觉之前，用耶稣的宝血祷告

并遮盖自己。然后命令你的灵在你睡觉时聆听

并敬拜主。 

 

你可以通过默想圣经来预备，或者在你睡觉之

前唱一首赞美诗歌并向祂敬拜。 

 

当你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时，你会发现通常

你会在半夜被唤醒，敬拜并赞美主。在其他时

候，主自己会来找你分享祂的秘密和祂的心。

哥林多后书 6：16- 17 

Bruce Allen
Still Water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PO Box 1001
Chewelah WA 99109
United States

StillWatersInternationalMinistries.org

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搅动许多已瑜伽作为运动的基督徒，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我知道這篇文章將會攪動許多已瑜伽作為運動的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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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方濟各告訴意大利報紙 La Repubblica，

美國有“扭曲世界觀＂，“為了他們自己的利

益＂，美國人必須盡快由世界政府統治。 

 

教皇在接受 La Repubblica 記者 Eugenio 

Scalfari 的採訪時做了觀察。 

 

“上週四，我接到了教皇方濟各的電話，＂斯

卡爾法里報道。 “大約中午，當我的電話響

時，我在報社。＂ 

 

他說教皇方濟各一直在G20觀看普京和川普，

並且變得焦躁不安。根據谷歌翻譯的意大利報

導內容，教皇要求在當天下午四點見到他。 

 

“方濟各教皇告訴我他非常關心 G20 集團會

議，＂斯卡爾法裡寫道。教皇說：“我擔心在

世界觀念被扭曲的國家之間存在非常危險的

聯盟：美國和俄羅斯，中國和朝鮮，俄羅斯和

阿薩德在敘利亞的戰爭中“。 

 

 

 

 

 

 

 

 

 

 

 

 

 

 

 

 

 

 

 

 

 

教皇繼續對 La Repubblica 說：“危險問題涉

及移民＂。“當今世界所增長主要和不幸的問

題是窮人，弱者，被排斥者，包括移民。＂據

法新社報導，教皇方濟各說：“這就是 G20

讓我擔心的原因：它主要是針對移民的。＂教

皇方濟各認為美國人在世界政府的統治下會

更好。激進的左翼教皇也說，歐洲應該成為一

個政府下的一個國家。根據 La Repubblica

的說法，教皇弗朗西斯在同一次採訪中表示，

歐洲必須採取“聯邦結構＂，類似於農民由無

懈可擊的君主統治的封建時代。 

 

根據 La Repubblica 文章的谷歌翻譯，教皇說

“我也多次想到這個問題並得出結論，不僅是

因為這個原因，歐洲必須盡快採取聯邦結

構＂。 

 

這位教皇顯然希望有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

界政府，即敵基督世界政府。  - 江諾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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