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重新将我们的生命，全然委身於基督的关键时刻

几天前，我看到一幅卡通，上面写着：

「敌人计划关闭所有教堂，但上帝计划在
每个家庭中开设一个教堂。」我喜欢这幅
卡通，因为多年来这一直是我的内心的向
往和愿景。在家庭中，在家里的餐桌旁，
这才是我们真正聚集的地方。可悲的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妇女们投入劳
动力大军时，家庭中发生的第一件事，就
是敌人消除了家庭餐桌的聚集 ― 在餐桌
旁聚会讨论白天发生的事情，并与我们的
家人团聚及团契。在新冠病毒造成的世界
混乱的时期里，我相信上帝已经恢复了团
契关系，并为家庭赎回了家人团聚的时
间。

因此，在全球经历的最困难的季节时，我
们看到绝对美好的，个人和家庭关系的恢
复及团契，正如上帝从一开始就计划的那
样。

这是关键的时刻 ― 重建自己，并且将我
们的生命，完全献给基督，并委身于祂为
我们而死所换得的自由和自主。当我和我
的妻子贝芙（Bev）首次开始我们的教会
时，我们受命宣告和宣扬自由与自主的概
念。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信息：建立一个自
由的地方。 

当我们开始建立教会时，上帝已经使我们
摆脱众多的恶魔营垒，以至于我们确信许
多其他基督徒，也需要听到自由的信息。

我们一生的工作都建立在祂的自由之
上。我们完全相信，在基督里有自由。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
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
制。 加拉太书5：1                                                                                                  

我们开发了FREEDOM（自由）首字母缩
略词，这么多年来，让我们对这个字的
理解和启示更加深入：

F:找到你的身份认同

R:与神的国度文化对齐

E:探索你的天赋和才能

E:参与连结属灵社群

D:发现圣灵的恩赐

O:向穷人敞开心

使耶稣有名

保罗在加拉太书5：1中说，要坚守基督
为我们死而换取的自由，这不是很有趣
吗？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至关重
要，我们经由救恩知道自己是谁，被神
设计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为什么在这
里，以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关于我们
信仰的道路都与这个启示有关：我们在
基督里的身份。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
身份并非以我们的遗传物质DNA决定;不
是我们从父母那里下载的基因;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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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感谢上帝，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
耶稣要做的是不仅要使我们免于某些事
情，而且还要为某事而救我们。耶稣和耶
稣降临的初衷并不是要使我们变成另一个
完全不是我们的人。他来提醒我们已经是
谁－我们一直是上帝的儿女。敌人进入园
子，偷走了第一个人的身份，而且牠一直
在试图窃取我们的身份，并试图说服我们
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在约翰福音10:10
中，我们看到「第二个人」耶稣来了，以
至于你可以拥有生命并拥有更丰盛的生
命。但敌人却开始偷窃，杀害和毁坏，牠
试图窃取你的身份，以便杀死你的目的并
破坏你的命定，因为牠试图使我们相信，
我们的身份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有
人都必须同意，即使在我们的基因中是上
帝的儿女，我们的行为也不一定总是合乎
我们的身份。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
是了解我们的行为并不能决定我们的身
份，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行为。一旦我
们对于自己是谁有了安全感，我们的行为
就会开始改变，我们将开始实现上帝对我
们生命的初衷和设计。 

保罗以弗所书1：17-19的祈祷说明了这一
点，这也是我对上帝的相信，相信你也是
经文所描述的。保罗首先告诉我们，我们
在基督里是谁，然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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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1：17-18

我想与你的信心连结，一起相信这个祷
告，并向你说出这个祷告，愿你的眼睛打
开，悟性被启发，这样便可确切地知道自
己是谁。你不是你的行为，你不是你的过
去，你甚至不是你的未来。你现在就在这
里，你是上帝的孩子。让这些启示性的知
识充满你的灵。让你的灵与圣灵联结，使
你开始在上帝的国中，以这种身份和目的
行事。所有试图将你带回束缚之境的灵都
被摧毁了。现在，任何会挑战你身份和目
标的旧模式和规范都是无效的。今天是你
得到你身份的启示的新起点，敌人将不再
偷窃，杀害和毁坏，而你将走在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所获得的全部的生命
及丰盛。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蒙福，走在
其中，并奉耶稣基督的全能之名，祝福你
因你的身份而被赋予力量。

我们的劳动力及职业;不是我们穿的衣服;
不是我们所交流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上帝
设计我们要成为的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
恩赐和才能，都是为要救赎和恢复上帝赐
给我们的地土，成为神创造物的管家。这
就是我们的身份。上帝为此目的而设计我
们。我们有一个DNA，那就是我们是至高
神的儿子，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流
血时，我们被赎回并且生命有了新的目
的，因为那并不是我们过去没有，后来才
有的。从亚当第一次呼吸开始的那一刻
起，就已经在我们的属灵DNA中拥有一切
的被造物。

那就是我们―是我们的身份。耶稣在十字
架上的作为使我们回到了上帝对我们的初
衷和设计。但由于作为信徒的我们无所作
为，便扭曲了创造力。我们天生就是要创
造，我们被造就是为了使事情成真。这就
是上帝向我展示人类的目的：我们认同了
许多上帝之外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的身
份。但我们应该对上帝给我们生命的计划
充满希望和期待。我最近读了一篇很棒的
教导，让我对希望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
影响。

我们拥有的这种希望，是与我们紧密相连
的巨大希望，那是我们希望的锚―耶稣基
督。祂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将来会来到，祂
已经来了，祂使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作为
上帝儿女的身份。希望不是物质上的需要
得到满足，甚至是祈祷得到回答。希望是
连接我们与希望大河的小溪。它将我们与
天父联系在一起，以至我们不会离开在启
示及关系中的身份认同。

你会看到，这就是试探来临时会发生的事
情，就像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全球动荡
一样：神震动一切可被震动的。最近，我
们的每一个常态都被撼动，但我们的身份
却不能动摇。我们有从父神属灵的下载，
乘载着我们行在盼望的河流上，以至于我
们不会动摇，这是我们天父赐予我们的礼
物。 

不要让敌人否定你的希望，因为改变并不
是我们以为的一个单一发生的事件，并不
是事情突然就在各各方面都神奇性就位。
相反的，那是一种属灵的力量，一种深深
的潮流在你内心深处，使你可以站立其
上。  

这是非常重要和强大有力的，西方神学并
未教导我们这一点。我们将耶稣视为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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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牧师说，当他听到这些话时，心中开
始弥漫着焦虑。他想：「我是传教士，我
的事工需要我讲话，如果我不能讲话，我
该如何满足我的服事？完了！」 当这些
想法试图填满他的心时，他停下这思想决
定不焦虑。

那天他向我们见证说，他记得上帝的国是
平安的。他有意识地决定要活在上帝的平
安中，因为圣经说：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17

他告诉主：「如果祢要我不再说话，我会
接受。如果祢愿意医治我，我接受。但是
主啊，无论哪种方式，我都拒绝焦虑或恐
惧，你们的国是平安，我选择完全信任
祢。不是我的意愿，我选择顺服你的意
愿，我选择平安。」

他说，在他选择住在上帝的平静安稳之
后，立即感觉到温暖的油滴在他的头顶
上。他觉得这油顺着头流到脖子上。而当
他感觉到油流到他的喉咙时，他便完全康
复了。上帝重造了他的声带，这是医治的
奇迹。他立即告诉医生他很好，并且在医
院的病床上坐起来，然后就走出医院，百
分之百的健康。赞美神！ 

進入神的平安的首要方式之一就是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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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由一位敬虔的，
圣灵充满的牧师约翰·汉普（John 
Hampsch）所主持的福音和医治研讨会。
他通常在周六全天举行这些研讨会，期间
他讲述上帝的圣言以及做预言和医治的服
事，包括身体及内在的医治。我听到他分
享以下惊人的见证。

在他先前的星期六研讨会（该研讨会从早
晨开始，通常一直持续到下午的黄昏）的
一个小时午餐时间，大多数与会者离开研
讨会场所吃午餐时，他回到教堂的厨房
（那时已关闭），看看他是否可以泡杯咖
啡。他找到了一个似乎有水的电咖啡壶，
一罐速溶咖啡和一个咖啡杯，然后为自己
煮一杯咖啡。他不知道咖啡壶里面有碱
液，碱液是强腐蚀性化学清洁剂。如果摄
入会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包括烧伤、失
明甚至死亡。清洁女工那天早晨来打扫厨
房，并把碱液放进咖啡壶中以清除里面的
污渍。

汉普牧师喝了一大杯他自己认为的咖啡
后，就立即开始喘气。他的喉咙发烧收
缩，人们叫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医生拍
了X光片并照看他时，他痛苦地躺在医院
的病床上。检查后，他听到一位医生对另
一位医生说：「这个男人再也不会说话
了，他已经完全摧毁了他的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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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当我们住在「上帝的平安」
时，我们就是住在「上帝的国」，那就是
胜利所在。上帝的国度是平安，他继续教
导我们与神之间有和平与神的平安之间的
区别。  

当我们悔改自己的罪，并相信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时，我们便
与上帝和好了，与上帝之间有和平。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得与神相和。罗马书5:1

因着耶稣基督，一切都与神和好了.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
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
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歌罗西书1:20

我们必须与上帝之间有和平与平安，然后
才能进一步学习并走进上帝平安。我们进
入上帝平安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经由祈祷
和我们意志的完全降服达成。我们现在尤
其需要住在神的平安中，胜于过去任何一
个时候，因为我们住在哈该书2:6-9的时
刻：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
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
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译：万
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
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
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
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                  哈该书2:6-9

这里有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一方面，所有
国家都被震动。这种搅动并不是伤害，而
是要暴露我们的完全脆弱和虚荣的偶像，
这是为了帮助人们转向万国渴望的主耶稣
基督。另一方面，祂正在预备神的殿（那
是你；基督身体中的一员），就是预备一
群百姓。祂在这群百姓里面，并经由这群
百姓，释放祂的荣耀。在祂的身体中，祂
会赐予平安。

教会超自然的平安，与各国之间的缺乏平
安，以及所发生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超自然的平安来自我们在基督里的安
息。借着与祂同在，祂的荣耀就会显现。

保罗对如何行走在上帝的平安中给出了明
确的指示。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
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书4：6-7

上帝超自然的平安真正保护我们的心灵免
受恶魔破坏。第7节中希腊文守卫一词定
义为：由军事卫队保护：防止敌对入侵。
上帝的平安是我们超自然的盾牌，使我们
得以继续住在基督里。

根据腓立比书第4章，当我们发现压力降
临在我们身上时，保罗教导我们要拒绝焦
虑，而是经由祈祷和代求向祂倾诉心声。
在把心里的重担交给祂之后，我们必须借
着信心向主献上感恩。在看到任何答案成
为现实之前，我们就要选择感谢祂，而当
我们顺从神这样祈祷时，属于神超越一切
人可以理解的超自然平安，就会捍卫我们
的心灵，那就是上帝所赐的平安。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
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约翰14:27

不仅是祷告，而是顺服主，让我们得到平
安，走在这位平安的神里面，就是胜过撒
但的地方。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
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
愚拙。赐平安的　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
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
在！                 罗马书16：19-20

当撒旦想伤害我们、分散我们的焦点，从
我们身上偷走或欺骗我们时，牠的第一个
策略通常是设法使我们失去平安。如果我
们能够学会经由感恩和顺服的祷告（在善
上聪明优秀在恶上愚拙），保持行在神的
平安中，那么赐平安的神会在我们脚下压
碎撒但的头。在尝试采用任何其他类型的
属灵战策略之前，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正服
从上帝并走在上帝的平安中。

当我们保持在上帝的平安中时，就可以被
圣灵带领。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
导。                  以赛亚书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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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
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
心。
歌罗西书3:15

希腊语中的统治一词意思是：成为裁判，
让上帝的平安来决定。很多时候，当我们
试图聆听主，从主那里寻找方向时，他的
回答是以平安的形式出现。

对我们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敏感很重
要，所以必须保护我们的内心，免受恐惧
和焦虑。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

圣灵的果子在平安中播种。并且使人和平
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各布书
3:18
如果我们保持平安，圣灵其他的果子就可
以被播种，如果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平安，
通常圣灵其他的果实就会减少。 所以要 
保持在平安中！

平安是成圣的基础。 如果我们希望在圣
洁或纯洁中成长，就必须容许并培养圣灵
在我们心中建立平安。
愿赐平安的神，必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
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
事。帖前5:23-2

当我们住在圣灵赐给我们的平安时，大多
数罪孽和重担都会从我们身上脱落。从上
帝的平安中，神会使我们完善。
但愿赐平安的　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
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
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13：20-21

上帝的国度是平安。
战胜撒旦的地方是平安。
圣灵的果实源于平安。
耶和华必借着平安带领我们。
耶稣基督被称为“平安王＂以赛亚书9：6
耶路撒冷，意为平安之城，是上帝选择居
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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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Sweet
Shekinah Worship Center 
42640 10th St. West 
Lancaster, CA 93534 swc-
office@verizon.net 
661-940-8378

www.shekinahworsh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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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作完
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
在。                     林后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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