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人間 GOOD MESSAGE

屬靈爭戰三層面

—個人、社會、區域

7/14-7/16 全國禱告網絡於新竹新恩堂舉辦「關鍵時刻
祭司總聚」。本次聚會講員為烏干達慕約翰牧師 (John
Mulinde)，他在今年六月從上帝領受對台灣的負擔和感
動，取消個人一系列既定行程臨時前來，期間分享並傳
遞台灣是亞洲地區重要的屬靈門戶，屬靈爭戰已從社會
國家到區域層級，我們單單知道做對的事並不夠，更要
用對的心態面對挑戰，預備好爭戰得勝的心態。
短短 10 天動員，全台有 800 多位牧者同工前來參與，一
起領受上帝對台灣的心意，並為國家和教會同心禱告。
慕約翰牧師自 2009 年來台灣傳遞國家轉化信息，至今
已邁入第 9 年。在這三天的信息分享中，他引用聖經的
經文，從不同的議題，幫助全體會眾明白上帝國度的運

講員◎慕約翰牧師 (John Mulinde)
整理◎莊恩慈

作方式，以及如何獲得屬靈的權柄影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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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權柄的影響力，不單因

屬

真理，真理會使你得真自由。若你

得一定要禱告，當時的禱告內容是，

為你我信耶穌就夠了，還

我自認為是信徒，卻不選擇浸泡在

願神興起我所知道，全國不同地區

關乎耶穌在我們生命中彰

神的話語中，周遭的環境會把我們

的領袖。之後我又入睡，作了第二

顯的程度而定。「你們死在過犯

拖往今世風俗的方向，雖然我們口

個夢，其實是第一個夢的延續。我

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
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
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
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
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
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
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弗
二 1-3) 認識耶穌之前，你我都死在

中承認信耶穌，但經驗層面卻是錯

看到美國的有線電視以及英國的廣

誤的；雖然我能說出關乎神的國，

播公司，報導關於烏干達的一些災

但對神國的經歷，卻從生命中被偷

難。第二次醒來，就禱告說，神，

奪搶去。因為周遭世俗的系統，會

願祢的憐憫臨到烏干達。第三個夢

觸動你我生命中的黑暗面，啟動我

是第二個夢的延續，我們的國家完

們裡面的黑暗。

全被滅絕，當我再度醒來，我終於

過犯的罪惡中，在黑暗的國度裡，

來越茁壯，幫助我們勝過舊有的老

後來我回國邀請幾位朋友，聯絡

我們都是被擄的。這黑暗國度的權

我，使我們越來越有基督的形象和

城市裡主要的牧者，他們其實一直

柄，會在三個層面運作：

樣式。神的道是創造宇宙生命的道；

在等候，後來我們製作了全國性的

神的道也是火焰，能燒滅一切；神

節目，接下來的幾個月，神讓全國

的道也像大鐵搥，能將石頭打成碎

聚集，向神哭求祂的憐憫，2016 年

藉由我們的私慾來運作，心思意

塊；神的道有創意，當你繼續深入，

的選舉，仇敵原本已經設計使國家

念中的喜好隱藏在人裡面，若神已

就必認識祂的真理。哥林多後書二

毀滅，包括媒體漫天喧嚷，人們彼

將我們從黑暗的國度中遷出，從經

章 11 節談到，我們不曉得仇敵的技

此談論，幾乎所有的百姓都等著看

驗的角度來看，我們理當在個人層

倆，牠常藉此占我們的便宜，而且

大量的流血事件，以及動亂，但這

面上，勝過這些黑暗權勢。第 2 節

我們必須認識，仇敵的黑暗權勢是

些風波都慢慢消失，屬靈的烏雲雖

談到今世的風俗，有如河流的水道，

有級別的。

然籠罩幾個月，但感謝神回應百姓

第一層 個人

跟神說，若有任何我能做的，我願
意做，我無法目睹這些事臨到我的

話，並選擇順服，裡面的新人會越

祖國。

按照它既定的路徑流動，任何一個

2015 年在烏干達的政黨選舉中，

東西掉入流動的河流中，就會被河

我們得到許多先知性的話語，是有

2017 年初，我收到不同來源的情

流帶動。人未信主前，就隨從今世

關仇敵想使國家進入動亂等訊息。

資，關於仇敵接下來的計劃，和許

的風俗，被這黑暗的世界吞沒，這

在那之前我待在醫院很漫長的時

多不同的技倆，有些是經由政府的

不單在個人層面，也在我們周遭生

間，當時覺得自己身體不夠強壯，

層面切入，有些是經由社會不同的

活中不明文的要求、規定，所有你

無法參與這場屬於國家層級的爭

領域切入，正當我想說怎沒有一個

參與的事、互動的人，都屬這個今

戰。我的身體弱到一個地步，連尋

喘息的空間，聖靈馬上讓我想到路

世的水流，而且這個選擇比照著神

求神的旨意都做不到。2015 年 8 月

加福音十一章，耶穌提到一個人裡

的方向走容易多了。

我去到奈及利亞，與其他神的僕人

面的邪靈被趕出去後，又去找了另

一起有團契，但一天晚上，神讓我

外七個比牠更邪惡的靈一起回來，

夢到三件事，第一

再次占領這地，那人的處境就比先

個夢是有人回應我

前還更糟糕，這就是個人層面的黑

說，不參與沒問題

暗問題。

所以耶穌才說，學習真理、認識

14 好消息

信主時，生命中雖擁有聖靈，也
還有老我的存在。當我們吃進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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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烏雲都消失無蹤。

且可以理解，但是

當危機臨到一個國家，全國藉由

接下來在烏干達會

禱告來驅逐背後的邪靈，平安會臨

發生很多事，在夢

到國家，但邪靈不會停息，牠一定

裡就像帕子掀開一

會繼續行動，若尋找不到落腳處，

樣，所看到的景象

牠仍然會回來窺探原先的居所。認

令我非常懼怕。從

清這個真實面非常重要，不管我們

夢中醒來時，我覺

面對的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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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我思考到關於我們國家
所面臨的新威脅，神的靈提醒我，
任何時候忘記神給予這個國家的命
定，成為生命的次要，不同的危機
就會不斷興起，因為先前你斥責離
開國家的那些邪靈，都在虎視耽耽
窺探，認定牠們能夠突襲入侵的管
道，若你持續專注在神給國家的命
定，仇敵就無法攻擊，因為神的命
定成為國家的擔保。邪靈就像蒼蠅
一樣，趕蒼蠅走永遠不會讓牠消失，
牠只是圍繞著再次飛回來，甚至讓
你受不了，非常的挫折感就產生。
的議題，即便禱告後得到短暫的得

勢敞開的破口。仇敵大有時間，發

當我們為國家禱告，如果著重在平

勝，但要防備其反撲，邪靈會找七

現我們生命中的破口，不會匆忙切

安昌盛，這樣的情況就會不斷發生。

個比牠更大、更邪惡的靈回來，以

入，並按此量身訂做一個戰略，符

但當我們選擇為國家的命定禱告，

免再被輕易趕逐。仇敵會瞄準我們

合我們的弱點。牠知道啟動什麼武

平安昌盛就會跟著來。

的弱點下手。雖然這聽起來非常簡

器，會造成我們的反應。甚麼人來

黑暗層次的三個領域需要用不同

單，但大部分的人卻沒有這樣的認

到你身邊，會添加力量鼓勵你，哪

的戰略來勝過。第一個層面是關乎

知，讓我們不小心露出破口，給仇

些人來到你旁邊，會讓你覺得氣餒

個人的黑暗，首先我們要先自我省

敵有機可乘，留給仇敵合法的立足

想放棄，只差在合適的時機點扣下

察、自我負責。其次能幫你的，是

點。屬靈領域被窺探，遠比一個真

扳機。

你的牧者。讓牧師來服事你、教導、

實的人或間諜更危險。仇敵非常有

當我們靠著主，成功經過磨難的

滋潤、牧養並幫助你，抵擋黑暗的

耐心，用漫長的時間來窺探，下手

日子，原本向黑暗敞開的破口，就

權勢，更上一層樓，來到更高的領

也絕不手軟，使我們無法反擊。

會被封住，我們的屬靈成熟度又更

域。第三位能夠幫助你的，就是任

當仇敵已經窺探你夠久，知道你

擴增，那些事無法再勝過我們。但

何神所使用在醫治釋放這個領域的

的破口、軟弱，知道你是否因得勝

是，你我都有命定，命定關乎我們

人，能幫助你斷開原本生命中的惡，

而忘形，因為當我們得勝時，防禦

在地上的意義，命定是我為神活在

斥責某些邪靈，教導你如何持續留

系統就會下滑，容易放鬆，不再警

世上唯一的生命目的。祂愛你，同

在被釋放的光景，這三種人非常重

惕。那其實是整個生命中最軟弱的

時也在乎你生命的計劃能夠成就。

要。

時刻，而仇敵早已虎視眈眈，等著

當你委身後，神的靈在你身上的運

下手。不管是個人或者教會歷史，

作就會不一樣，因為接下來的勝敗

每次經歷一個大的得勝之後，接下

會直接影響到神，神也藉此幫助我

所謂社會層面的黑暗權勢，不只

來就是仇敵的反撲。

們勝過黑暗的國度，我們就能榮耀

是捆綁你我個人，而是捆綁了我們

神，落實建立祂的國度，所以對神

周遭的人；因此不只是觀看個人的

而言，我們的委身很重要。

反應，也要顧及周遭所有人的反應；

另外，在我們的生命領域中，有
些還沒被救贖的區塊，也會成為仇

第二層 社會

敵攻擊的目標。救恩的禮物早已經

房間打掃乾淨後應該不能呈淨空

這層的黑暗權勢更濃厚深層，因為

賜給我們，但我們並非神已經完成

狀態，而是要被神的目的所占領，

周遭的人聯合起來，會有加乘的效

的工作，還在施工中，仇敵會留意

邪靈雖然看到打掃乾淨的房子，但

果。

我們生命中，有哪些區塊尚未降服

同時也有人居住；這是唯一確保邪

當我們談到社會體系的黑暗，分

於神的。我們不忍心放手的區塊，

靈不會再次進入的保障。如果牠嘗

成兩個類別，一個是我個人的社會

沒有被保護，也不允許耶穌的寶血

試進入，就如同在攻擊神，如果神

體系層面，另一個是公開的社會體

來遮蓋潔淨，這些不藉著禱告或破

給予你命定，也掌管你的人生，神

系。在個人的社會體系黑暗面，屬

碎而被遮蓋的區塊，都是向黑暗權

就會自己來看守。

靈的捆綁範圍從個人到四周，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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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關係的人們，如你的家人、

禱告時，不是聖靈在為我們的答案

你的宗教生活夥伴 ( 與你一起觸摸

奔跑，聖靈是我們的主，奔波的是

到屬靈界一些源頭的人 )、工作夥

那個服役我們的天使，在屬靈的領

伴、社交生活的朋友與親戚，或你

域中達成交易，因此我在禱告中是

所屬的某個社團成員。這些人都與

單獨一人，服役的天使也是單獨完

我們聯結在一起，他們不知不覺做

成，但若我與其他的基督徒站在一

了一些事，卻直接在屬靈層面捆綁

起，靈裡面就不再只是一個服役的

了我，如工作上收受賄賂，或許你

天使，而是好幾位形成一個團隊來

沒有，但因為一起參與一個專案，

運作。按照神的數學邏輯，就有十

仍舊被影響。

倍的力量。

以理幾乎昏過去，接下來天使觸摸

合一是仇敵所面臨最高層次的戰

者扮演非常小的角色，他只能教導

了但以理，某些能力進入但以理身

役，但是合一並非要有 100% 的完

你真理，並鼓勵你對神有信心，其

上， 使 得 他 徐 緩 站 立 起 來。 天 使

美，才能發揮最大果效。耶穌說過

他部分就要看個人，如熟讀聖經，

來到不是為了要攻擊但以理，是把

父在子裡面，子也在父裡面，門徒

這不是體系中其他人能幫你做的，

好消息來跟他分享，然而天使所帶

在耶穌裡面，正如耶穌在天父裡面。

讀神的話語就能認識真理，而真理

來實際對但以理身體的影響，讓但

合一是一個見證，當人們嘗試建立

會使你得自由。禱告也是除了我們

以理感覺像生重病一般，從天使分

更深的合一時，仇敵不會袖手旁觀，

自己，其他人無法代做的。神會在

賜給他的一部份能力，遠超過人所

必定會想盡辦法來見縫插針。牠會

這批人當中找一位，藉著他的代禱，

能接收處理。天使告訴但以理，從

尋找合一中的縫隙跟破口，有可能

讓恩典臨到家庭、工作、教會中，

他第一天禱告，神就垂聽並馬上差

是最軟弱的那個連結，製造其中的

你是否願意成為尊榮神的代禱者，

派天使將答案帶來，只是在禱告的

誤會，使彼此之間產生創傷，將不

為與你有關的這個社會體系站在破

二十一天中，天空出現黑暗的魔君

饒恕放在我們心中，並製造爭競，

口，祂會尊榮你，不只以恩寵臨到

攔阻，抵擋天使。可見空中掌權的

甚至是尋找對神真理錯誤的詮釋。

你個人的生命，也會臨到你所代禱

黑暗權勢力量不容小覷，這位天使

因為我們持續面臨不同的戰役，在

的社會體系。因為你負責站在這個

大有能力，能抵擋天使的黑暗勢力

耶穌的大本營裡面，十二個門徒中

關鍵的位置，因此神賜下的利益便

顯然龐大，甚至這股勢力還擄了天

也有一位猶大，賣了耶穌。因此不

會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價值也會

使去見波斯的魔君，後來被米迦勒

需要錯誤期待非得要有 100% 的合

提升。從神的角度來看，神看到的

天使長所救。由此段經文來看，我

一，才能夠運作。耶穌說過，有兩

不只是你，也看到你心中負擔的那

們更清楚了解第三個層面的權勢有

三位在合一的層面上達到共識，同

些人，邪靈回來是打算要了你的命，

多大，不但可以奮力與天使搏鬥，

心合意向天父求任何事，就會成就，

但是神在乎的不只是你的命，還有

還擄掠天使。在這種情況下，單靠

因為祂應許會在其中，與他們同在。

你心中有負擔的那些人。當你將神

個人絕無法與這層面的勢力爭戰。

認識同心合意的關鍵，就沒有任何

的命定放在你生命中的首要，就成

神有上好的策略與這種區域的勢

為最好的擔保，因為接下來的利益

力爭戰，首先是聯合，信徒形成的

另外，關於這個同心合一，需要

聯合陣線。神的話說：「……若不

有不同的代表。我們在聖經中看到
能夠行使最大屬靈權柄的，是以弗

第三個層面是公開的社會體系，

是耶和華交出他們，一人焉能追
趕他們千人？二人焉能使萬人逃
跑 呢？」( 申 卅 二 30) 神 的 數 學

範圍更廣，是屬於區域性的連結關

邏輯和我們顯然不同，祂應許說單

經濟，與人們的信仰、文化、偶像

係；範圍含括執政掌權，管轄這個

獨一個人，只能追趕一千位，但兩

的膜拜等，在聖經中彰顯神相當大

黑暗世界的，也就是策略性的屬靈

個人合起來就能夠追趕一萬，有十

且廣泛的得勝。在以弗所城市中的

爭戰層面。單槍匹馬進入這個領域，

倍的果效。其實天使想向但以理表

教會，有族裔多元化的背景，其中

是無法面對的。但以理書十章描述

達的，是「我願意爭戰」。聖經提

有猶太人、化外人、羅馬人、希臘

但以理禁食二十一天，忽然間有個

到每個人都擁有服役的天使，因此

人，而且分散在整個區域。還有不

關係都與你周遭有牽連。

第三層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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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有力的天使在他面前出現，但

在個人的社會體系黑暗層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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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困難的事。

所的教會 ( 參徒十九 - 廿章 )，他們
帶來的轉化，影響到政府、家庭、

道在人間 GOOD MESSAGE

同的背景在政府高層，也有經商的，
所以需要吸收不同背景在靈裡的同
心合一，就會建立好一個平台，處
理這個策略性的屬靈戰役。

悔改的重要
站在對的位子上，能夠處理不同
層面的黑暗權勢，但記住屬靈的權
柄源自你個人的層面，要滿足先決
條件，若忽略個人層面的屬靈權柄，
就無法打那個高層次的爭戰。個人

罪，但是不會改變我的生命。悔改

求神給我們恩典，進入真正合神心

需要悔改，不只「悔」也要有實際

不只是悔，還要改，也是一種主權

意的悔改。單單口中承認，並沒有

的「改」，以及實際的成長。在屬

的轉移，向神承認我按照己意作決

交在主的王權之下，也不順服屬靈

靈戰役中，悔改是非常強而有力的

定，偏行己路，自己主導生命，轉

權柄。我們要領受神的委任，帶出

兵器，知道如何有效使用悔改這個

而為自己的悖逆向神悔改，承認祂

影響力，就要謙卑將悔改帶到神的

兵器，就能獲得一個屬靈權柄的平

是我的主。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明知

面前，承認自己的不足，求神的能

台。但是「承認罪」與「為罪悔改」

道，選擇主成為生命的主宰，要被

力來轉離並勝過，這些過往不好的

是兩個層次，我承認有罪會讓神的

丟在火坑中，即便害怕或感受到威

習慣。很多時候不能改變，是因為

赦免臨到，但不會轉化我的生命；

脅，仍作此決定。不論耶和華是否

我暗暗地自己餵養這些罪的胃口，

如果我選擇悔改就會改變生命。「我

拯救，仍然選擇不向偶像跪拜。真

不管是憤怒或者容易被冒犯，都要

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約壹
一 9) 這個洗淨的過程並非永久性，

正悔改的徵兆，便是不再按照自己

帶到神面前，求神顯明原因何在，

的選擇，完全跟隨主。耶穌在客西

是否因個人的自尊心、驕傲，將自

馬尼園也留下很好的榜樣，即便很

己看得高過該有的價值。

不想喝那個苦杯，但祂願意遵照天

爭戰得勝的關鍵核心都在於屬靈

因為承認罪只是為罪懊悔，也就是

父的旨意，這是一種心意已決的表

的權柄，個人的屬靈權柄來自於，

承認並接受這個內疚，懇請神來原

現。

內心是否願意憂傷痛悔，不管我們

諒我。懊悔當下的那一刻非常真誠，

如果我們真心成為一個神國百

的同心合一有多緊密，如果我個人

但保證永遠不再發生卻不可能，那

姓，能夠向列國見證神的作為，必

沒有勝過，即便在集體性的靈裡同

不過是覺得愧疚的說詞，事實是還

須願意跨過那一條紅線，若仍有另

心合一，仍舊沒有那份恩膏和權柄，

會再做，而且類似的情況發生，仍

外的選項或其他考量，就無法真正

因為神的國度是從你我的心田開

會繼續承諾不再犯。嚴格來講，這

站立，讓神成為神。真正檢視我們

始。

種情況只是承認罪，求神挪去我的

的心，看見一生為多少事悔改，懇

九月份《特會精選》播出時段
9/16( 六 )10：00-12：00 提升屬靈權柄 & 與神親密最高點
9/23( 六 )10：00-12：00 屬靈爭戰三層面—個人 社會 區域 ( 上 )( 下 )

十月份《道在人間》播出時段
10/04( 三 )22：00-23：00 提升屬靈權柄
10/11( 三 )22：00-23：00 與神親密最高點
10/18( 三 )22：00-23：00 屬靈爭戰三層面—個人 社會 區域 ( 上 )
10/25( 三 )22：00-23：00 屬靈爭戰三層面—個人 社會 區域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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