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人間 GOOD MESSAGE

職場七山論壇

揭開終極命定
的匯集密碼
講員◎蘭斯．瓦納博士 (Dr. Lance Wallnau)
翻譯◎周巽正 整理◎莊恩慈姊妹

講員簡介
Dr. Lance Wallnau 蘭斯 . 瓦納博士，美國川普總統策略與信仰
顧問之一。集使徒、先知與教師於一身的職場使徒領袖。此次
來台，傳遞職場七山理論及命定的匯集密碼。
蘭斯牧師提到，若要在 2019 年正中神心意的紅心，必須明
白神的異象如何匯集成匯流。靈界中會有劍與劍的相爭，從
5777 開始，到今年 (5779) 會走入高峰。信息內容包括命定的
匯集、七山頭、山羊和綿羊的國家、天國議會 (Ekklesia) 等。
限於篇幅，《道在人間》專欄僅整理「匯集」的密碼與成長匯
流的部分。更多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四月《特會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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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曠野是聖靈所帶領，離開
曠野時被聖靈的能力所充滿。恩
膏不過是未來可能的潛力，若沒
有擴張容量，便無法得著這能力。
就如大衛和耶穌的經歷，神必定
在我們的急難中，擴張境界。

路徑

進

入 2019 年，求神救我們
脫 離 宗 教 的 靈， 讓 我 們
擁 有 先 見 的 眼 光， 能 看
見使徒行傳初代教會真正的模樣。

匯集
所謂的匯集，是神在你出生前，
便預備好要你最終去完成的使命，
就好像神對你的命定。當祂差派
你去完成前，會先從原來的服事
中呼召你，進入神給你的命定中。
匯集所強調的，就是進入神呼召
我們所要作的工裡面，也需要同
一個跑道上的微型群體，同伴聚
集一起禱告。群聚的禱告如同但
以理的三個朋友一樣，神的靈澆
灌在群體中，開始向他們啟示，
祂正在這領域要作的工，這群體
也預備好進入這個領域中，配合
神的腳步和心意，作神要做的工。
在每一個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微
型群體被興起，同心合意代求，
讓神能夠介入這些領域。
神呼召我們要做的，應是於所
在的領域進入神的同在。神曾賜
下應許，在約書亞記提到，凡腳
掌所踏之地都已賜我們為業。因
此，我們可以每天在辦公室大樓周
圍行軍禱告，求神的同在進入建
築物內，感受任何其他攪擾的靈，
就奉主耶穌的名捆綁，必定有奇
特的事發生。若你是像約瑟或但
以理般，神就會給你創意的想法，
使所在的地方因你蒙福。
另一方面，匯集就是讓你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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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才幹，及所學習的技能，有一
個彙整、匯流之處，你領受的啟
示與眼見，包括你所明白與理解
的，便會在一個領域中，進入成
熟的階段。拿身體的器官來比喻，
眼睛如同你的眼見和眼光，恩賜
才幹如同手，心則代表你的品格。
在神呼召你要作的工中，最底部
( 基礎 ) 應該是你的心，神要給你
的頭腦有智慧，並藉著手 ( 恩賜、
才幹、) 擴張你，充滿能力在祂為
你人生預備的藍圖上。當神開始
動工，祂為你預備的命定是大的，
但一開始你本身的容量是小的。

擴張
神怎樣擴張你的疆界？在許多
詩篇中，大衛總是提到，神在急
難中擴張他。神會將我們放在一
個，無法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完成命定的環境。當你無力解決
時，視野和能力就會擴張，神會
創造新的技能與容量；祂將我們
放在一個想放棄、不想繼續往前
走的地方，就會擴張我們的心胸，
使我們能堅持下去。沒有人能夠
單靠得著恩膏，就直接進入匯集
的所在。
耶穌受膏抹時，聖靈的能力雖
已降臨在祂身上，祂卻被聖靈引
領進入曠野。四十天經歷試探的
過程，其實是在擴張祂的容量，
當祂成功抵擋仇敵魔鬼的試探，
從曠野出來時，就被聖靈完全充
滿。

當神呼召你登命定的山，你必
須把握在地有限的時間，並加快
腳步，才能進入匯流所在的頂峰。
登山的路不會是直的，總是彎曲
蜿蜒，充滿不斷的循環過程。每
走完一圈，便會越走越快，雖然
感覺所見景物都差不多，卻發現
高度不一樣時，眼界也不同了。
登山的「4D」循環階段如下：
1. 夢想 (Dream)
神會先給你一個夢想。許多人
在接觸先知性話語和預言啟示中，
很興奮地領受神要彰顯的未來，
如同一個美夢。
2. 艱難 (Distress)
領受夢想後的下一步，就會進
入苦難與艱難的光景，因為神要
擴張你，就像有一筆金額很大的
帳單要你來付；落在艱難中，必
定會付出代價，才能得著釋放。
這也是預備我們進入轉變的時刻，
神會在這段矛盾衝突中擴張境界。
在這樣的光景中，你可能不太開
心，茫然找不到主，甚至抱怨神
所應許的夢想，卻落入這樣沮喪
的光景。
3. 成長 (Develop)
因著挫敗失望，開始學習操練
新事。彷彿一開始以為接了很好
的生意，卻很快破產，於是開始
學習如何作生意，這個成長期就
是一種學習。
4. 實現 (Demonstrate)
實現期代表我們的頭上終於有了
冠冕，就像約瑟一生的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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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作夢
◎約瑟的哥哥將他賣為奴
◎約瑟被提升後又被下在監裡
◎約瑟成為埃及宰相治理全地
這是人生在完成命定時，必須
走過的循環階段，並且不只一次，
會有好幾輪的循環。在大衛的人
生中看見，先知撒母耳在眾多哥
哥面前膏抹他，後來大衛打敗了
哥利亞，成為王的駙馬爺，卻開
始逃亡的人生。在逃離掃羅王的
追殺過程中，甚至投靠敵軍非利
士人。慢慢有人開始擁戴他，直
到掃羅王戰死沙場，他就被膏立
為王。多少人可以在自己的人生
中，看出這樣的模式？我們都很
愛先知預言，希望這模式是從夢
想直接到實現，但神卻要引領我
們經過這四個步驟。

專精
當神告訴你一個偉大的命定，
其實你並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雖然興奮卻是無能力的。通常無
能的狀態只存在淺意識，根本不
知道自己處於無知的狀態，卻在
認知中覺得自己可以完成這個命
定，反而跌得鼻青臉腫。在一個
要完成命定的人身上，這個階段
是免不了的。雖然無知卻很熱情，
如同孩子一股腦兒想做各種嘗試
與冒險，碰到窒礙難行就知道要
退縮，也知道自己並不那麼厲害。
意識到自己無能也不懂的情況
下，就需要教練的幫助。通常在
第一階段，明智的教練不會告訴
我們該怎麼做。一定要等候，直
到我們回過頭來，明白自己確實
無能，才預備好要聆聽指示。
在這個關鍵的關卡中，也就是真
理臨到的那一刻，在挫敗與失望中
所培養的謙卑品格，會使你發現到
底該怎麼做。在每一個領域中，不
只要學習技能，更要學習如何在紀

律中做得好、作得完全。
就在你覺得已經專精，得以完
成這循環，神也會在你的生命中
產生新的預言，新的夢想會臨到
你，進入另一個新的循環，以上
一個循環同樣的心情，走一樣的
路。就像聖經所提，婦人生完孩
子，忘記所有的產痛，因為孩子
出生的喜樂，會沖淡產痛的感覺，
不久後會完全忘記，又進入懷孕
階段。

匯流
在基督的肢體中，只有 20% 的
人真正走完上述的過程，80% 會
在第二、第三階段卡住。被呼召
的人多，只有 20% 的人堅持走完，
成為被選上的少數人，因為他們
忠心走完這些階段，最後進入匯
流的領域，這就是密訣所在。
聖經中每個人物都如此，連耶
穌也不例外，人和神喜悅耶穌的
心不斷增長，祂也沒有犯過罪，
容量卻像人一樣，需要不斷被擴
張，聖經說祂在苦難中被成全，
因為接受矛盾、衝突與拉扯，這

就是為何神能體恤我們所經歷的，
因為祂自己也走過這路徑，所以
能夠在各階段安慰我們。
走過這循環幾次，才會進入神
呼召你所作的工，也就是進入匯
集整合中。匯流也有不同的階段：
1. 神主權的開始
(Sovereign Beginning)
2. 屬靈的形成 (Spiritual Formaion)
神要帶你進入祂的國度。你如
何重生得救，和神創造你的樣式
有很大的關係。使徒保羅擁有雄
心的個性，重生得救的經歷就和別
人不一樣，他被擊倒而遇見耶穌。
其他的人，神可能很溫柔且有耐
性等很久。重生得救時，祂是在
塑造我們的品格，使你的屬靈生
命長大成熟，這就是屬靈的形成。
3. 恩賜的發掘與成長
(Spiritual Gifts)
因為每個人的不同，所以也會
有不同恩賜的發掘與成長。神會
在不同的專長領域呼召人，每個
人也都會經歷這個過程，在恩賜
的發展中成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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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座山
前三個階段會重疊，有時是在
同一段時期，同時進行這三件事，
接下來會進入生命的成熟。例如
在同一段時期，發現工作並非你
所喜歡的，婚姻頻出狀況，對孩
子的教養也常感挫敗等等。這是
人生要進入成熟階段前的混亂，
也是神在屬靈的行程中，使恩賜
成熟的學習過程，但通常人的眼
光短淺，所以不知道這些事情在
過程中必然發生，就無法成為被
選上的人。
4. 生命的成熟 (Life Maturity)

有可能後退
幾 步， 認 為
不 被 神 所
用； 這 個 過
程大概會重
複 幾 次。 在
這階段，進入有意識的能力中，
能力被使用過後，就會進入無意
識的慣性層面，不需要想就能作
出決定，是很自然的反應，這個
階段大約在五十歲以後。
6. 傳承 (Legacy)
五十歲到七十五歲之間，會有

很多人會在這階段中，因著錯
誤的理解而退縮，遠離當初的夢
想，感覺人生的現實困難已經將
他們打垮。

一個傳承的階段，這時別人聽見

5. 匯集整合 (Convergency)

們得著激勵，知道怎麼走這過程。

若能走過這階段，會發現突然
間門被打開，開始進入匯流中，
運行在神呼召你的恩賜、才幹、
能力上，好像弓箭在弦上拉到底，
突然間射出去，射中了第一個標
靶。面對人的忌妒，說你壞話，
有些肉體的情緒便會出現，此時

當他們領受從神來盼望的恩膏，

職場七山論壇

關於你的事，會想和你拍照，並
期望你的外袍能分給他們。在這傳
承接段，人會來找我們，透過我

得著實際的建議，幫助他們進入
下個階段。進入匯流一段時間後，
所謂的存在不是要再打下一場戰
役，而是看見聰明智慧的新興領
袖，來到我們面前，期望領受我
們的智慧。

末世重要信息，不容錯過！
4/13 10：00 職場七山論壇—揭開終極命定的匯集密碼 ( 一 )
4/13 11：00 職場七山論壇—揭開終極命定的匯集密碼 ( 二 )
4/20 10：00 職場七山論壇—揭開終極命定的匯集密碼 ( 三 )
4/20 11：00 職場七山論壇—揭開終極命定的匯集密碼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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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階段的榮耀。

揭開終極命定的匯集密碼

4/13 & 4/20 ( 週六 )《特會精選》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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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階段，會在強力的壓力
中被擴張，這些都是通往匯流的
密訣，當你開始明白，就能進入
應許之地，也會進入神分派預備
你要作的工裡面。這些不同階段，
不會只是單一存在，會交互重疊，
同時間進行幾個階段，有時還會
被拉回前面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有從神來的喜樂，
我們必須明白，在階段的過程中
繼續往前，不要卡在任何階段，
神給的喜樂會讓我們看到最後的
結果，知道父神要我去哪，過程
中領受滿足的喜樂。
主要帶領我們進入匯流，預備
好進入新的恩膏和權柄中。求神
將上一個季節帶給我們的壓力挪
開，讓我們清晰看見異象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