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個重新將我們的生命，全然委身於基督的關鍵時刻 

幾天前，我看到一幅卡通，上面寫著：
「敵人計劃關閉所有教堂，但上帝計劃在
每個家庭中開設一個教堂。」我喜歡這幅
卡通，因為多年來這一直是我的內心的嚮
往和願景。在家庭中，在家裡的餐桌旁，
這才是我們真正聚集的地方。可悲的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婦女們投入勞
動力大軍時，家庭中發生的第一件事，就
是敵人消除了家庭餐桌的聚集 ― 在餐桌
旁聚會討論白天發生的事情，並與我們的
家人團聚及團契。在新冠病毒造成的世界
混亂的時期裡，我相信上帝已經恢復了團
契關係，並為家庭贖回了家人團聚的時
間。

因此，在全球經歷的最困難的季節時，我
們看到絕對美好的，個人和家庭關係的恢
復及團契，正如上帝從一開始就計劃的那
樣。

這是關鍵的時刻 ― 重建自己，並且將我
們的生命，完全獻給基督，並委身於祂為
我們而死所換得的自由和自主。當我和我
的妻子貝芙（Bev）首次開始我們的教會
時，我們受命宣告和宣揚自由與自主的概
念。 

這是上帝對我們的信息：建立一個自由的
地方。當我們開始建立教會時，上帝已經
使我們擺脫眾多的惡魔營壘，以至於我

:們確信許多其他基督徒，也需要聽到自
由的信息。我們一生的工作都建立在祂的
自由之上。我們完全相信，在基督裡有自
由。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
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拉太書5：1

我們開發了FREEDOM（自由）首字母縮略
詞，這麼多年來，讓我們對這個字的理解
和啟示更加深入：

F:找到你的身份認同
R:與神的國度文化對齊
E:探索你的天賦和才能
E:參與連結屬靈社群
D:發現聖靈的恩賜
O:向窮人敞開心

使耶穌有名

保羅在加拉太書5：1中說，要堅守基督為
我們死而換取的自由，這不是很有趣嗎？
了解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至關重要，我們
經由救恩知道自己是誰，被神設計成為什
麼樣子，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以及我們的
目標是什麼。關於我們信仰的道路都與這
個啟示有關：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

編譯 榮耀事工 劉代華博士   光明學院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榮耀事工



我們將耶穌視為救主，是的，感謝上帝，
他是我們的救主。但是耶穌要做的是不僅
要使我們免於某些事情，而且還要為某事
而救我們。耶穌和耶穌降臨的初衷並不是
要使我們變成另一個完全不是我們的人。
他來提醒我們已經是誰－我們一直是上帝
的兒女。敵人進入園子，偷走了第一個人
的身份，而且牠一直在試圖竊取我們的身
份，並試圖說服我們自己是多麽無能為
力。在約翰福音10:10中，我們看到「第
二個人」耶穌來了，以至於你可以擁有生
命並擁有更豐盛的生命。但敵人卻開始偷
竊，殺害和毀壞，牠試圖竊取你的身份，
以便殺死你的目的並破壞你的命定，因為
牠試圖使我們相信，我們的身份取決於我
們的行為。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同意，即使
在我們的基因中是上帝的兒女，我們的行
為也不一定總是合乎我們的身份。這裡有
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了解我們的行為並
不能決定我們的身份，我們的身份決定我
們的行為。一旦我們對於自己是誰有了安
全感，我們的行為就會開始改變，我們將
開始實現上帝對我們生命的初衷和設計。

保羅以弗所書1：17-19的祈禱說明了這一
點，這也是我對上帝的相信，相信你也是
經文所描述的。保羅首先告訴我們，我們
在基督裡是誰，然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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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1：17-18                                                              

我想與你的信心連結，一起相信這個禱
告，並向你說出這個禱告，願你的眼睛打
開，悟性被啟發，這樣便可確切地知道自
己是誰。你不是你的行為，你不是你的過
去，你甚至不是你的未來。你現在就在這
裡，你是上帝的孩子。讓這些啟示性的知
識充滿你的靈。讓你的靈與聖靈聯結，使
你開始在上帝的國中，以這種身份和目的
行事。所有試圖將你帶回束縛之境的靈都
被摧毀了。現在，任何會挑戰你身份和目
標的舊模式和規範都是無效的。今天是你
得到你身份的啟示的新起點，敵人將不再
偷竊，殺害和毀壞，而你將走在耶穌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為你所獲得的全部的生命
及豐盛。在自己的身份認同上蒙福，走在
其中，並奉耶穌基督的全能之名，祝福你
因你的身份而被賦予力量。  

令人興奮的是，我們的身份並非以我們的
遺傳物質DNA決定;不是我們從父母那裡下
載的基因;也不是我們的勞動力及職業;不
是我們穿的衣服;不是我們所交流的人，
我們的身份是上帝設計我們要成為的人。
我們所獲得的一切恩賜和才能，都是為要
救贖和恢復上帝賜給我們的地土，成為神
創造物的管家。這就是我們的身份。上帝
為此目的而設計我們。我們有一個DNA，
那就是我們是至高神的兒子，當耶穌基督
來到地上為我們流血時，我們被贖回並且
生命有了新的目的，因為那並不是我們過
去沒有，後來才有的。從亞當第一次呼吸
開始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在我們的屬靈
DNA中擁有一切的被造物。

那就是我們―是我們的身份。耶穌在十字
架上的作為使我們回到了上帝對我們的初
衷和設計。但由於作為信徒的我們無所作
為，便扭曲了創造力。我們天生就是要創
造，我們被造就是為了使事情成真。這就
是上帝向我展示人類的目的：我們認同了
許多上帝之外的東西，來作為我們的身
份。但我們應該對上帝給我們生命的計畫
充滿希望和期待。我最近讀了一篇很棒的
教導，讓我對希望的看法產生了根本性的
影響。 

我們擁有的這種希望，是與我們緊密相連
的巨大希望，那是我們希望的錨―耶穌基
督。祂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將來會來到，祂
已經來了，祂使我們重新認識了我們作為
上帝兒女的身份。希望不是物質上的需要
得到滿足，甚至是祈禱得到回答。希望是
連接我們與希望大河的小溪。它將我們與
天父聯繫在一起，以至我們不會離開在啟
示及關係中的身份認同。你會看到，這就
是試探來臨時會發生的事情，就像我們所
有人都在經歷的全球動盪一樣：神震動一
切可被震動的。最近，我們的每一個常態
都被撼動，但我們的身份卻不能動搖。我
們有從父神屬靈的下載，乘載著我們行在
盼望的河流上，以至於我們不會動搖，這
是我們天父賜予我們的禮物。

不要讓敵人否定你的希望，因為改變並不
是我們以為的一個單一發生的事件，並不
是事情突然就在各各方面都神奇性就位。
相反的，那是一種屬靈的力量，一種深深
的潮流在你內心深處，使你可以站立其
上。這是非常重要和強大有力的，西方神
學並未教導我們這一點。

  光明學院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榮耀事工 編譯 榮耀事工 劉代華博士



1970年代後期，我參加了由一位敬虔的，
聖靈充滿的牧師約翰·漢普（John 
Hampsch）所主持的福音和醫治研討會。
他通常在周六全天舉行這些研討會，期間
他講述上帝的聖言以及做預言和醫治的服
事，包括身體及內在的醫治。我聽到他分
享以下驚人的見證。

在他先前的星期六研討會（該研討會從早
晨開始，通常一直持續到下午的黃昏）的
一個小時午餐時間，大多數與會者離開研
討會場所吃午餐時，他回到教堂的廚房
（那時已關閉），看看他是否可以泡杯咖
啡。他找到了一個似乎有水的電咖啡壺，
一罐速溶咖啡和一個咖啡杯，然後為自己
煮一杯咖啡。他不知道咖啡壺裡面有鹼
液，鹼液是強腐蝕性化學清潔劑。如果攝
入會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包括燒傷、失
明甚至死亡。清潔女工那天早晨來打掃廚
房，並把鹼液放進咖啡壺中以清除裡面的
污漬。

漢普牧師喝了一大杯他自己認為的咖啡
後，就立即開始喘氣。他的喉嚨發燒收
縮，人們叫了救護車送他去醫院。醫生拍
了X光片並照看他時，他痛苦地躺在醫院
的病床上。檢查後，他聽到一位醫生對另
一位醫生說：「這個男人再也不會說話
了，他已經完全摧毀了他的聲帶。」

漢普牧師說，當他聽到這些話時，心中開
始瀰漫著焦慮。他想：「我是傳教士，我
的事工需要我講話，如果我不能講話，我
該如何滿足我的服事？完了！」 當這些
想法試圖填滿他的心時，他停下這思想決
定不焦慮。

那天他向我們見證說，他記得上帝的國是
平安的。他有意識地決定要活在上帝的平
安中，因為聖經說：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羅馬書14:17

他告訴主：「如果祢要我不再說話，我會
接受。如果祢願意醫治我，我接受。但是
主啊，無論哪種方式，我都拒絕焦慮或恐
懼，你們的國是平安，我選擇完全信任
祢。不是我的意願，我選擇順服你的意
願，我選擇平安。」

他說，在他選擇住在上帝的平靜安穩之
後，立即感覺到溫暖的油滴在他的頭頂
上。他覺得這油順著頭流到脖子上。而當
他感覺到油流到他的喉嚨時，他便完全康
復了。上帝重造了他的聲帶，這是醫治的
奇蹟。他立即告訴醫生他很好，並且在醫
院的病床上坐起來，然後就走出醫院，百
分之百的健康。

進入神的平安的首要方式之一就是  禱告

  光明學院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榮耀事工編譯 榮耀事工 劉代華博士



讚美神！他接著說，當我們住在「上帝的
平安」時，我們就是住在「上帝的國」，
那就是勝利所在。上帝的國度是平安，他
繼續教導我們與神之間有和平與神的平安
之間的區別。  

當我們悔改自己的罪，並相信耶穌基督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做的工作時，我們便
與上帝和好了，與上帝之間有和平。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得與神相和。羅馬書5:1

因著耶穌基督，一切都與神和好了.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
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
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歌羅西書1:20

我們必須與上帝之間有和平與平安，然後
才能進一步學習並走進上帝平安。我們進
入上帝平安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經由祈禱
和我們意志的完全降服達成。我們現在尤
其需要住在神的平安中，勝於過去任何一
個時候，因為我們住在哈該書2:6-9的時
刻：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
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我必震
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或譯：萬
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
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萬軍之耶
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
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這裡有兩種情況同時發生。一方面，所有
國家都被震動。這種攪動並不是傷害，而
是要暴露我們的完全脆弱和虛榮的偶像，
這是為了幫助人們轉向萬國渴望的主耶穌
基督。另一方面，祂正在預備神的殿（那
是你；基督身體中的一員），就是預備一
群百姓。祂在這群百姓裡面，並經由這群
百姓，釋放祂的榮耀。在祂的身體中，祂
會賜予平安。

教會超自然的平安，與各國之間的缺乏平
安，以及所發生的混亂形成鮮明對比。我
們超自然的平安來自我們在基督裡的安
息。藉著與祂同在，祂的榮耀就會顯現。
保羅對如何行走在上帝的平安中給出了明

確的指示。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4：6-7

上帝超自然的平安真正保護我們的心靈免
受惡魔破壞。第7節中希臘文守衛一詞定
義為：由軍事衛隊保護：防止敵對入侵。
上帝的平安是我們超自然的盾牌，使我們
得以繼續住在基督裡。
根據腓立比書第4章，當我們發現壓力降
臨在我們身上時，保羅教導我們要拒絕焦
慮，而是經由祈禱和代求向祂傾訴心聲。
在把心裡的重擔交給祂之後，我們必須藉
著信心向主獻上感恩。在看到任何答案成
為現實之前，我們就要選擇感謝祂，而當
我們順從神這樣祈禱時，屬於神超越一切
人可以理解的超自然平安，就會捍衛我們
的心靈，那就是上帝所賜的平安。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
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14:27

不僅是禱告，而是順服主，讓我們得到平
安，走在這位平安的神裡面，就是勝過撒
但的地方。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於眾人，所
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
明，在惡上愚拙。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
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
和你們同在！       羅馬書16：19-2

當撒旦想傷害我們、分散我們的焦點，從
我們身上偷走或欺騙我們時，牠的第一個
策略通常是設法使我們失去平安。如果我
們能夠學會經由感恩和順服的禱告（在善
上聰明優秀在惡上愚拙），保持行在神的
平安中，那麼賜平安的神會在我們腳下壓
碎撒但的頭。

在嘗試採用任何其他類型的屬靈戰策略之
前，我們應該確保我們正服從上帝並走在
上帝的平安中。當我們保持在上帝的平安
中時，就可以被聖靈帶領。你們必歡歡喜
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

 以賽亞55:12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
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
心。歌羅西書3:15

希臘語中的統治一詞意思是：成為裁判，
讓上帝的平安來決定。很多時候，當我們
試圖聆聽主，從主那裡尋找方向時，他的
回答是以平安的形式出現。

編譯 榮耀事工 劉代華博士  光明學院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榮耀事工



對我們內心正在發生的事情保持敏感很重
要，所以必須保護我們的內心，免受恐懼
和焦慮。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4:23

聖靈的果子在平安中播種。並且使人和平
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雅各書3:18
如果我們保持平安，聖靈其他的果子就可
以被播種，如果我們失去了上帝的平安，
通常聖靈其他的果實就會減少。所以要保
持在平安中！

平安是成聖的基礎。如果我們希望在聖潔
或純潔中成長，就必須容許並培養聖靈在
我們心中建立平安。

願賜平安的神，必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
摘！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
事。                     帖前5:23-2

當我們住在聖靈賜給我們的平安時，大多
數罪孽和重擔都會從我們身上脫落。從上
帝的平安中，神會使我們完善。但願賜平
安的　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
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神，在
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
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他所喜
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希伯來書13：20-21

上帝的國度是平安。戰勝撒旦的地方是平
安。聖靈的果實源於平安。耶和華必藉著
平安帶領我們。耶穌基督被稱為“平安王
＂以賽亞書9：6

耶路撒冷，意為平安之城，是上帝選擇居
住的地方。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
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
在。                       林後13:11

                  以賽亞書9：6

耶路撒冷，意為平安之城，是上帝選擇居
住的地方。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
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
在。         林後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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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by Co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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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的是瘟疫—致命和毀滅性、惡
性及傳染性的流行病 

上帝將利用這種震動和篩選，來幫
助我們與祂的計劃和宗旨保持一
致。

親愛的，現在是成長，成熟並進入
榮耀領域的時候。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下面的段落中所
說：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
震動的常存。          希伯來書12:27

請記住，福音是神國度的福音（馬
太福音24:14），是得救的力量。   
上帝的國是唯一不會動搖的，以耶
穌為磐石和堡壘的基督徒也不會動
搖。

唯有祂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祂
是我的防禦和高臺堡壘，我必不動
搖。                                   詩篇62：6

編譯 榮耀事工 劉代華博士  光明學院 我們最輝煌的時刻   榮耀事工

將會有強烈的巨大地震，並且在許多
地方都會發生飢荒和瘟疫（瘟疫：致
命，具破壞性的惡性或傳染性流行
病），並且會出現恐怖的景象和天上
來襲的巨大跡象。   

路加福音21:11

親愛的，聽到這些先知性話語很重
要，這樣我們才能知道如何為即將到
來的事情做準備。奔向-基督磐石-大
君王。

鷹眼事工

康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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