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 -交易（一）
第 08 堂
羅馬書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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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壇是在天國的領域

外院的銅壇通往十字架的道路

聖所的香壇通往真理的幔子

按照進入的規例獻上活祭

否定自我 – 失去我們的生命

獻上自己，由神剝去表皮
準備犧牲的羔羊

出埃及記 29:16 你要宰殺這公綿羊，取些羊血，灑在祭壇的周圍 0.17 你要把公綿羊切成
塊子 ，再把 內臟和羊腿洗淨 ，放在肉塊和羊頭上面 。

切開它的喉嚨 ， 流幹血液

剝去表皮

把它切開用水洗淨它的 內內
臟

切開背脊骨露出骨髓

砍下它的頭

砍下它的四肢
檢查一下自己：









我在說什麼？我在想什麼？
我有什麼感覺？我在做什麼？
反省自己
然後請神鑑 查我們
我们生活在欺骗中，所不同的是，我们任由被欺骗，还是我们愿意承担认罪？
憑著信心進入天上的帳幕的聖所 ，降服於 祂：
你的身體是切開深入到你的脊椎骨露出骨髓
在神面前打開自己 ， 顯露自己的肺腑 ， 情感 ， 心思 （ 潛意識 ） 和意志
希伯來書 4:12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诗篇 139：23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24 看在我里面有什
么 恶行没有 ，引 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


鑑察 ， 試煉 ， 並顯露 ： 審判我們心中的想法和意圖 – 我們的動機

它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過去的決定塑造了我們的心思的模式

通過個人的經歷和環境中的缺乏編輯而成

前代血親的決定所帶來的記錄

通過代代相傳的罪孽模式而形成
分辨善惡知識的樹




是所有自我通路出發點和根源
根源來自撒旦的交易 – 我要升到高處，我要像神一般

內 心的動機

交易 – 基於我們心中的慾望所作的交換，是我們天性中罪惡的結果

第一筆負面交易 – 撒但在有時間記錄之前

地上第一筆負面交易 – 亞當和夏娃
以西結書 28：12-18

12 “人子啊！你要為推羅王作一首哀歌，對他說：’主耶和華這樣 說：你是完美的典範，
滿有智慧 ， 全然美麗 。 13 你曾在伊甸，神的園中，有各樣的寶石作你的衣服，就是紅
寶石、 黃玉、 金鋼石、 水蒼玉、 紅瑪瑙、 碧玉、 藍寶石、 綠寶石和翡翠； 寶石座是用金製造的，
這些都是在你被造的日子就預備好了的。14 你是護衛寶座的，受膏的基路伯;我安置你
在神的聖山上，你在閃耀如火的寶石中間行走 0.15 從你被造的日子起， 你的行為都無可
指摘， 直到在你中間有了罪孽為止 0.16 因你的貿易昌盛， 你中間就充滿了強暴的事， 你也
犯了罪 ，所以我把你當作 污穢之物 ，從神的山把你 拋棄 。護衛寶座的基路伯啊 ！我要把
你從閃耀如火的寶石中除掉。17 你因自己的美麗心里高傲，又因你的光彩敗壞了你的
智慧。所以我把你拋在地上；放在列王面前，好讓他們觀看。18 你因罪孽眾多，又因貿易
上的罪惡 ， 玷 污 了你的聖所 ， 因此我使火從你中間出來 ， 這火要吞滅你 。 我要在所有觀
看你的人眼前，把你變為地上的灰燼。

創世記 3：1 耶和華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 說：“神豈是
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2 女人對蛇說 ： “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
吃 ， 3 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4 蛇對
女人說 ： “你們決不會死; 5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那果子的時候，你們的眼睛就開了;你們會
像神一樣，能知道善惡”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悅人的眼目，而且討人喜
愛，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 7 二人
的眼睛就開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的。於是把無花果樹的葉子編縫起來，為自己做裙
子。

約翰一書 2:16 因為 ， 凡世界上的事 ， 就像肉體的情慾 、 眼目的情慾 ， 並今生的驕傲 ，
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亞當用他的 DNA 的種子交換上帝之外的知識及位份

該隱就是這蛇的種子的結果

傾向律法主義的趨勢 – 不要去碰它

交易以換取資訊被高舉可以知道並像神

你可以從神以外的途徑知道

人本主義 – 高舉人的能力

理性主義 – 高舉人的推理


掩飾， 面具， 死行

接受的愛

情感價值，值得

認可意義

肯定認同，目的

保障安全，供應
神渴望通過我們與祂的關係，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
使用任何其它方法或資源的企圖，就是在魔鬼的場上作交易

追求属世的 ，天然的 ，或魔鬼的智慧的道路 ，合法的 满足神内置在我心中的愿望 。

交易=為了要滿足我自己對愛情等的需要，所建立的關係

所有追求善惡知識的道路

所有藉冒牌方式所帶給我們的：

別人的接受，肯定，認可，意義，保障，供應，目的和命運

幸福 – 歡樂

滿足 – 實現

休閒 – 平安

原因 – 命運

交易場

以魔鬼的代替品取代神的供應

提供了一個變相的祭壇讓我們獻祭

交易附帶著致命的牢籠線條

代代相傳的模式

由熟悉我們的鬼靈 啟動和操作它們

當我們選擇走善惡知識的道路，我們就在交易

選擇捷徑取得滿足， 成功， 錢財， 地位， 影響力或權力

根據我們的工作或事奉的績效，提供我們身份

撒旦 对耶 稣的引 诱

馬太福音 4：3 -10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
頭變成食物。”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
所出的一切話’“5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6 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
石頭上。 ‘”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8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
最高的山， 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 都指給他看，
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
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10 耶穌說：“撒但（注：“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
退去吧！ 因為 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約翰一書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 就像肉體的情慾 ， 眼目的情慾 ， 並今生的驕傲 ， 都不是從
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通過分配給我們的熟悉鬼靈，我們得到同樣的供應
一些熟悉的鬼靈是代代相傳的

推羅 – 金錢，物慾

亞塔利雅 – 迫害王室後嗣

耶洗別 – 操縱，控制，支配，巫術

該隱 – 謀殺

大利拉 – 誘惑

利維坦 – 緋聞，謊言，欺騙

亞玻倫 – 反對福音
呈獻自己由神檢 查
定期檢 內內
自己
內
無情地誠實面對你的過去






記住上帝愛你
承認自己過去的動機和交易
為自己的交易是罪而懺悔
尋求關於家族交易的 啟示




禱告
天父，我感謝你，因為你為我開了一條路讓我可以進入你屬天的同在
























因著信，藉著耶穌十字架的開路，我踏入穿過帳幔
向耶穌我的大祭司降服，呈獻自己當作活祭
我順服於我生命中真道的權威
我穿過真理的帳幔進入至聖所
我站在你真理的光中
我請求你搜查我
向我顯示我盲目的自我，告訴我 內內
心隱藏的動機
內內內內內
我站在你真理的光中
告訴我那些是我從前所追求通往善惡知識樹的道路
告訴我在那裡我聽從了撒旦的欺騙
顯示在那裡我追隨了屬世的 ， 天然的或魔鬼的智慧來滿足我自己的需求
告 诉我在那里我曾交易 ，以成功 ，钱财 ，地 位 ，影 响力或 权力作 为满足自己的捷径
告訴我在那裡藉著工作或事奉的績效我得著了身份的認同
告訴我在哪裡 ， 為了要滿足我自己被愛 ， 被接受 ， 肯定和認可 ， 我建立關係
告诉我在哪里，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打着人道，理性的名号，我走上自我的禁路
我降服的交出自己，遵循通往生命之树的道路作为我的源头
我委身過悔改的生活不再做任何負面的交易
我為我的 內內
心罪惡的模式懺悔
內內內內內內內
我委身過一個放棄所有負面的交易的生活方式
我 拋棄我從前追求善惡知識通路為我生活方式的罪
我拋棄我所有的防衛，應對和生存機
給我真實身份是神的兒子的 啟示
給我一個在這位份中有安全保障的心













更新我的心為基督的心
在你裡面滿足我所有未滿足的需要
醫治所有未得醫治的創痛
恢復我的靈魂到它的原態
從生命樹的源頭，我得著你的無條件的愛，接納，肯定，和認可
我透明赤裸毫無畏懼地站在你面前
我聽到你說我看到你，我愛你
我得著你的價值，尊重和價值
我選擇走這道路通到我的源頭，生命樹 – 耶穌
我退後回到地上，以你國度的方式行走渡日
藉著我在地上彰顯你的榮耀就像在天上，得以履行我永恆的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