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 轉化 - 蛻變
第三堂

林後 3:18 .. 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精煉，淨化，榮耀化
漸進層次的轉化達到成熟
漸進層次的責任和權威
從傭人到家僕到管家到朋友到領主到國王到兒子





上帝的憐憫或盟約的愛是我們轉化的基礎
上帝的憐憫是因他的愛所激勵
神的愛激勵我們改變



羅 2：4 還是你藐視



悔改是指 180 度的改變

神豐富的恩慈、寬容和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要領你悔改的嗎？









神的處世原則是由盟約而來
亞當 何西亞書 6：7
挪亞 創世記 9：12 我与你们及各种生灵立世代永存的约
亞伯拉罕的後裔 - 以撒 - 雅各 -創世記 12,15,17
以色列- 摩西 - 出埃及記 19-24
大衛 -- 撒母耳記下 7
耶穌 - 耶利米書 31，來 9

亞當






創世記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裡的
魚 、 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 。 ”
祝福
繁衍增多
充滿這地
管理

馬太 28：18 耶穌上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一切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 ， 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我吩咐你們的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守。這樣，我
就常常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使徒行傳 1：8 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所有神盟約的應許都在耶穌和我們的身上實現了






新約實現了所有的盟約
亞伯拉罕 - 地上的萬族要因你得福
挪亞 - 種和收
摩西 - 世界的光
大衛 - 在大衛的寶座上掌權



羅馬書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

轉化 = 蛻變








從一種形態變成另一種形態
從毛毛蟲變成蝴蝶
從蝌蚪變成青蛙
靈
魂 - 心思，情感，意志行為
身體 - DNA 層次

約翰福音 3：30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祂把和 祂相似的加到我身
上
祂把和祂不同的從我身上除去
謙卑 - 我獻上自己來接受
箴言 14：12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 ， 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人道的選項







青蛙可以雙棲在陸地和水中
蝴蝶能 夠生活在陸地上 ，在 空中
轉化使我們能夠夠
生活在天上和地上兩個
夠 夠 夠 夠 夠 夠 夠 夠 夠地方
身體 - 魂 -靈
靈 - 魂 - 身體







你想像毛蟲或蝌蚪般被轉化嗎？
繭或池塘
被動或主動
你是願意落在石頭上還是石頭落在你身上呢？
是要跑開還是被轉化呢？




在過去十天中我一早醒來看見：
你和先生站在自由中心外面，一片黑雲覆庇了你所在的地方。這雲伸延到整個中心上方變
成遮棚。有粗繩從上面垂下來牢牢地紮根在地上。這遮棚是綠色的，向我說生命的話。
下面是我的想法...
雲（代表一片雨雲）覆庇你所在的地方, 會改變氛圍，變成一塊遮棚。神強大的遮蓋在你所在
的地方，將成為多人的避風港 - 避難城。你的敵人 “不曾知道” 這地方，但是對所有神所帶來
的人來說，他們“知道”這地方。




繁衍多而又多....
烏雲 - 是好雲






繭
曠野
煉爐
火爐
神用我們的情況，環境和人的關係來轉化我們














我在哪裡？
我是誰？
我是什麼？
為什麼是我？
雲覆庇我 - 靈蘊化中
不要逃開，不要批評環境
追求並接受那更新我們的雲&神的同在的火
黑暗，限制，熱，迷失方向
要崩溃了
熱和壓力使煤炭成為鑽石
雜草成為堆肥 - 肥沃的土壤
兒子身份是在逆境和挑戰的火中打造成的

雅各書 1：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
試驗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當成功 ， 使你們成全 、 完備 ， 毫無缺欠。



使徒行傳 14：22 堅固門徒的心 ，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 ，又 說：我們進入神的國
“
，必須經
歷許多艱難。”

羅 5：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 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
盼望， 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毛毛蟲的身體溶解





熱 - 身體變濃稠
DNA 毛蟲基因轉化
DNA 重新編排新的基因， 形成一隻蝴蝶
在繭中的掙扎產生力量可以得勝&飛




聖靈蔭庇，蘊化 ，振動 ，產生改變
創 1：2 神的靈運行（蔭庇，蘊化，振動）在水面上。



路 1:35 天使回答：“聖靈要臨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



出埃及記 19：16 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18 西奈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
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動。










使徒行傳 2：3 又有火焰般的舌頭顯現出來，分別落在他們各人身上。
使徒行傳 9：3 他快到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有光從天上向他四面照射。
蔭庇
聖靈的振動能量造成 振動
重新調整對齊
頻率共鳴
與我們的身份和命運相協











馬太 11：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爭戰，繼續努力
不放棄
追求你的繼承基業
不要安於現狀，要作先驅
不要試圖幫助蝴蝶從繭中出來
要爭扎才能飛
鼓勵和支持， 但不要試著除去掙扎
不要試圖避免流程

希伯來書 5:12 到這個時候，你們應該已經作老師了；可是你們還需要有人再把 神道理的初步
教導你們。你們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乾糧的人！ 13 凡是吃奶的， 還是個嬰孩， 對公義的道理沒
有經歷 ； 14 只有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為操練純熟，就能分辨是非了。






神開始行動，他要我們追求 祂走向成熟
神讓我們在原地不舒服，事情不再順利，你無法像過去一樣看到或聽到
神要我們從與祂同在更深入祂的榮耀中
神要我們同時住在兩個境界中







神已呼召我們深淵與深淵相應能在天境運作
神正呼召我們過一個超自然的生活方式
祂正呼召我們從曠野中出來進入我們真正的繼承基業中
祂正呼召我們將祂的國度從天上帶到地上
不要抗拒，要歡迎，要追求

當雲柱或火柱遷動使你準備好要遷動嗎？











神已遷動，同時 祂也期望能追隨祂。
祂已不在祂原來的地方
祂想在所作的已不是祂已前所作的
榮耀和恩典逐漸離開
以前跌在磐石上，我們會改變
現在磐石落在我們身上改變我們
神會把你放在壓力下來改變你
神會把你放在繭中
深藏的事會浮上桌面
事情會被暴露

轉化是因為祂愛我們





轉化是成熟的唯一途徑
成熟是成為兒子的唯一途徑
成為兒子是實現命定的唯一途徑
整個宇宙的復原



詩篇 139：23 神啊，求你調查我，好知道我的一切事；求你試驗我，好知道我的心思。24 你自
己來看看是否我作錯了任何事，引導我往永恆的道路上走



詩 139：23 徹底搜索我，神啊，知道我的心;試試我，知道我焦慮的意念; 24，看看在我裡有没
有任何傷害的事 ， 带领 我走永恒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