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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会倒在神的大能之下？

甘坚信

本书译自 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为什么人会倒在神的大能之下》

第一章 历史背景

自从上帝创造宇宙以来，电能就存在了，但是人们却几千年都不晓得它的存在。甚至人

们发现电能之后，也不知道如何发电以及如何使用。人类花费了许多年时间学会了利用电能。

今天我们在享受着这些发明成果——但是其实这个能力一直存在着。

在自然领域中，电能表现出上帝的能力——他是自然界万物的创造主。在属灵领域中，

圣灵是上帝的能力。

我遭遇过上帝自然的能力，我触过电，我全身抖若筛糠，头发似乎都直立起来了。几下

子它就把我击倒了。我别无选择，就瘫倒在地。我遭遇到了一种看不见的能力。你能感到它

的存在——只是你看不见也听不见它。

在属灵领域也存在着上帝的超自然能力，你看不见也听不见。你以为这种能力会比电能

逊色吗？不，不会。

在上帝的大能下人们为什么会倒下呢？当那属自然的遇到那超自然的能力时——就会

屈服下来。

教会历史记载显明，在每一次圣灵和神圣大能的强烈运行下——人们会倒下。新约大半

由保罗写成，而他是一位曾倒在上帝能力之下的人。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据说，有时在他的聚会中，几百人会

“倒在能力之下”。我读到过他自己记载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彰显的情形。他正在布道，在第

一排紧挨过道坐着的一位妇女突然面朝着地向前倒下。卫斯理还以为她晕倒了。他便停止讲

道，问，“这里有医生吗？”

有三位医生走上来检查那个妇女的状况。“这情形有些特殊，”他们检查后下结论说，

“似乎不是身体的毛病，她的心脏、脉搏和呼吸都很正常，但是似乎她处在某种能力或者魔

力之下。”

这时，一个能施催眠术的人请求检查这个女人。“我准许了他。”英国绅士卫斯理写道。

但是这个人也没有把这位妇女唤醒，此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它不是催眠，而是某种

魔力。”

一些会众开始问，“是魔鬼吗？”而另一些人问，“是主吗？”

“我不知道，”卫斯理说，“但是等她醒过来，是谁做的谁就得了荣耀。”

所以他们就等着。卫斯理没有再接着讲道。他们只是等待着。过了大约 45分钟，她开

始能动了。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赞美主！荣耀归于神！”

“是主！是主做的！”卫斯理喊道，主因此得到了称颂。

当这个妇女恢复镇静之后，她告诉人们，是耶稣向她显现，并且把她带到了天堂。她还

记得所看到的一切，众人听了，都觉得很蒙福并且齐声赞美上帝。

在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的自传中，他记录了在他的聚会中首次发生这种事的情

形。当时他还属于长老会。一个周日下午，在纽约的优提科，他刚讲了大约 15分钟，就不

断地有人从座位上滑下倒在地上。他们象是死人一样倒下去。过了一会儿，400人就都倒在

神的大能下。后来芬尼了解到，这些人都是还没有得救的人——但是那一天他们都得了拯救。

伊特姊妹(Maria Woodworth-Etter)在美国五旬节运动早期是一个传福音的。我读过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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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纸，记载了发生在圣路易的事，那是在 1920年前的某个时候。当时伊特姊妹 70多岁了，

在帐篷里讲道，帐篷里挤满了人，正在她布道当中，她的手正举着比划什么，她的嘴也张着，

上帝的能力临到了她。

她僵住了，象个雕像一样保持那个姿势达三天三夜。请想一想：她整个身体都必须在圣

灵的控制之下。整整三天三夜她身体功能处于停止状态，她只是站在那里。

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在三天当中估计有大约 15万人过来看她的样子。第三天晚上，圣

灵释放了她。她还以为是同一个晚上、同一场布道，所以她就接着在她三天前布道被打断的

地方继续讲起来。

乔治•威特腓伍德(George Whitfield)是约翰·卫斯理的同工。当他一讲道，上帝的能力

就会降下来，人们就会倒下去。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乔治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一个室外广场上讲道，几个年轻人爬到树上。在开口

讲道之前，他说：“你们几个最好从树上下来，因为当我一开始讲道，能力会降下来，你们

就会掉下来。”他们就从树上下来了，当他开始讲道时，人们就开始倒下去，广场上到处是

倒下去的人。这是历史事实。

你读过彼得•卡特赖特(Peter Cartwright)的自传吗？他是卫理公会的讲道人。他个头很

大，身高大约一米九，穿着牛仔长靴。当时在美国人们正从东往西开拓，向西到田纳西州、

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已经有人开始定居。他在帐篷大会中布道，人们就倒在大能下。

他说，有一次他正跨越重重山脉向西部行进，要去带领一个帐篷大会。他骑马旅行，来

到一个客栈准备在此过夜。客栈里正要举办一场舞会。要知道，那些卫斯理公会的人都是保

守的圣徒，是不会在公众场合跳舞的。但是圣灵告诉他让他去舞会。

他说，“在舞会开始前我提早一点到了那里，他们忙着给乐器调准音，而我则面朝墙站

着。”

“很快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过来邀请我跳舞，因为我是陌生面孔。我答应了，就走到场地

中间，等走到那里的时候，上帝才告诉我要做什么，在这之前，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走过去

后，上帝指示我了。我抓住她的两只手腕，大声地说，“让我们祷告吧！”

“我跪在地上开始用最高的声音祷告。我说，‘我的神啊，拯救这一群罪人吧！’我为每

个乐手和每个跳舞的人祷告。因为我眼睛闭着，就听见‘砰’地一声，有人倒在地上了；他

们倒在能力下了。我接着祷告就听见砰地又一声。很快他们就都‘咕咚，咕咚’地倒在地上

了。等我睁眼一看，所有人都倒在地上。”在场的每个人都得拯救了。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场面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若没有神，人在属灵上是死的，所以神才差耶稣来到世上。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

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 14：9）。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们能用肉眼看到他，也能用肉耳

听到耶稣讲话。门徒们和那些紧跟着他的人能够感觉到他；他们能够亲手摸他（约翰一书 1：

1）。他所行的神迹他们也能亲眼看见。人们能够看到神在作工。

我们看不到圣灵，如同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我们却能看到风造成的结果。上帝在自然领

域彰显他的能力，这样人们就能看到。上帝将他的能力证明出来，好让人们知道他在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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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能彰显在我的服事中

在 1939年我对属灵的彰显还很陌生。那时，我接受圣灵充满还不到两年，我们在德克

萨斯州的牧场镇举办一系列聚会，神在会上有大能的运行。

一天晚上，一个 16岁的女孩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她进入到代祷当中，接着，她举

着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 8小时 4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她没有眨过眼，也没有换脚来

调整重心。

当时正是冬天，她站在离火炉较远的地方。她妈妈担心她会冻着，请求能否把她挪得离

炉子近点，炉子放在了屋子中间位置。

“我不知道行不行。”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那个教会的牧师体重有 110公斤，他说，“甘坚信弟兄，你架着她的一侧胳膊，我架另

一侧，我们同时一使劲，把她挪到炉子旁边。”

但是我们挪不动她。她就象被钉在地上一样。

另一个晚上，当我们发出祭坛呼召——让罪人到台前悔改得救时，我感到上帝的能力降

在一位妇女身上。她开始劝化人们来得到拯救。我说，“这位姊妹，继续顺服神。”

她闭着眼睛，踩着台阶走上了宽宽的祭坛，她开始来回从台子一侧走到另一侧，边走边

劝化罪人悔改得救。当她正好走到祭坛一侧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她下一步就会踩空掉下来，

但是每次她都会转身往回走。人们开始走到台前准备悔改得救。虽然她的眼睛闭着，但是每

当又多一个人走到前面时，她的灵都知道，她就会喜乐地跳一会灵舞。然后她又继续进行劝

化。当第 20个人走上前的时候——在场的所有罪人当晚都得救了——上帝可以见证，我的

妻子也可以见证，当时屋子里每个人都可以见证，她就开始跨出祭坛跳起舞来了。她是在半

空中跳舞！她的脚根本都没沾地。众人都在看。我几乎能伸手抓住她。接着她转过身来回到

祭坛上，走到另一端，停住，睁开眼，顺着台阶走下去了。

这些事对我妻子来说都太新鲜了。她来自卫理公会，仅仅在两个月前接受了圣灵的充满。

这些对这个教会牧师的新婚妻子和她弟弟也都太新鲜了。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们一

直在问：“这是来自神吗？”

每天早晨我们都聚在牧师住所祷告。第二天早晨，正当我在椅子旁跪下要祷告时，圣灵

对我说，“用你右手手指按在你妻子的前额上。”他让我也这样按手在牧师妻子和她弟弟前额

上。我站起身走到我妻子跪着的地方，我只用一个手指轻轻地碰到她，就象有人用棒球杆击

中了她，她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另外两个也都一样“砰”地倒在地上。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想。我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回到原地跪下，

看上帝是不是会说点别的。过了一会儿，我不确定到底多长时间，大约十分钟，主的话临到

我说，“过去跪在他们每个人身旁，让他们尝试站起来。然后再问他们，是否承认这样的事

是来自神的。”

我就过去跪在我妻子旁边，把主说的话对她耳语。当她尝试站起来时，她却不能。她就

象粘在地上一样。然后我问她，“你承认聚会上和现在发生的事是来自神的吗？”

“是的，”她回答说。

我又走到另外两个人那里。他们的回答和我妻子一样。一看没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又回

到椅子那里，等候主是否会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办。（后来那个牧师告诉我，当时他想把他妻

子拉起来，但是他甚至连她的胳膊都拉不动，更别提她整个身体了。）

又过了一会，主说，“再过去，用你的手指碰一下他们。他们就会被释放，就能站起来

了。”我照着做了，他们就被释放了。

1950年我在德克萨斯州的福特沃斯附近的一个小镇举办聚会。其中有一个男人排在医

治队列中有 16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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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他第 17次来排队等候医治祷告时，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可怜的人又来了。

但是轮到他站在我面前时，我伸出手，发现他已经把他的信心付著于行动了。你的手抓

过有电的电线吗？当我伸出手时，甚至有一分钟我都看不清眼前是什么了。会众们说他们看

见从我手里冒出火花来。

当时讲台上坐着 14个事工。其中之一是美国神召会运动的奠基人，他坐得离我们最近。

后来他告诉我，“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你根本没有碰到他。你的手靠近他，

真的有火从你手里蹦出来，正击中了那人的前额。他旁边没有人，但是就象有种看不见的能

力把他举起来，扔到了 4米之外。他停在第一排坐椅下边，嘴里说着方言，而且得了医治。”

你看，这个人为得医治已经排队 16次了。这次为什么如此不同呢？那个教会的牧师后

来告诉我说，“我早就知道这个年轻人今晚会得着。今天我来教堂开门时他就坐在前面台阶

上。他说‘牧师，今晚上你看着吧。当甘坚信弟兄给我按手时，我准得着我的医治。’”这是

他的信心在说话。他来的时候就带着今晚必得着的信心。

1971年我去德克萨斯州的泰勒讲道。在聚会中，需要医治的人们排队等待祷告，在前

排坐着的一位女士，她的关节炎太严重了，她都站不起来。最后她丈夫和几个引座员终于把

她架着站起来了。等她一站起来，她丈夫就把一根藤棍放在她手里。用这根棍，连带着她丈

夫和一名引座员的帮助下，她挪动几步竟用了十分钟。实际上，等她走到队伍跟前时，人们

早都排成长队了。

当我给她按手时，就好象把手按在了门把手上。什么也没有。死的。我接着给其他人按

手。终于全都服事完了，我回到讲台上取我的圣经。

这位女士往前走近一些，对我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按手。”我说，“我已经给你按过手

了。”而且我还记得那种“死的”样子。

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我来自长老会。我的邻居有关节炎，但是今天

我看见她在大街上轻松地走路。关节炎都没有了。我就让我丈夫把她叫过来。”

“她来到我家，我说，‘你怎么好的？’我还以为她找到了一种新药。”

“她说，‘啊，有一个人，他原本是浸信会讲道人，他在给人们按手。两天前他给我按

手，我的关节炎立即就好了。’所以我对丈夫说，‘今晚也带我去那里。’

“这个对我来说太新鲜了。其实除了严重的关节炎，我还戴着助听器，没有它连打雷声

我都听不见。我还有心脏病、高血压，肾也有毛病。”

我说，“听起来你需要全身通通检查一遍了。”

她回答说，“我刚才走下来要试验你，看看你能在我身上做什么。”

我说，“那你已经发现我能做什么了，对吗？”

她回答说，“什么也没有。”

“但是，”她说，“我听你说过，如果我们相信你被恩膏了，我们就会接受到那个恩膏带

来的医治。”

我已经告诉他们，1950年在德克萨斯的岩石墙市的一次帐篷大会中，在一次异象中耶

稣怎样向我显现。在异象中主说，“让我们去到父的宝座前。”我们就去站在父的宝座前。他

用右手手指依次按在我的两只手上，然后他按手在我的头上说，“我已经恩膏你，呼召你，

赐给你特殊的恩膏去医治病人。”当他按手在我的两只手上，这两只手就开始烧得发烫，就

象我正手攥着火炭一样。

她说，“我现在准备好相信这个了。”我看到她准备好了。我伸出手去，刚刚拂到她的前

额，上帝的能力就进入她的身体，她就向后倒在地上。

她倒在地上一会儿了。她丈夫弯下身，用帽子给她扇风，拍着她的脸颊，连声叫着，“孩

子妈，孩子妈，孩子妈，孩子妈，孩子妈……”我看到他很关切，他还以为她晕倒了，甚至

死过去了。



5

我说，“弟兄，她没事。别这样了。她没事。那只是上帝的大能。”他说，“啊，是吗？”

“是的，是的。”我告诉他。他又开始拿帽子给她扇，拍她的脸，叫着，“孩子妈，孩子妈，

孩子妈，孩子妈。”我说，“弟兄，停下来，别这样。”

他停下来，抬头看着我。我说，“她没事。她不是晕倒了。她也没有死过去。她还有意

识。她只是倒在能力下了，这是上帝的能力。而且如果她用信心和这能力调和的话，这能力

就会医治她的身体。”他说，“啊，是真的吗？”我说，“是的。”

他又回去给她扇风，拍着她的脸叫她，“孩子妈，孩子妈，孩子妈。”我说，“弟兄，起

身离开这里，以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站起来，退到一边去。”他站起来说，“你既然这么说，

好吧，可我自己真不愿意。”我说，“你只管站一边看着。”他如此关切，我们都能理解他很

焦急。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动了动，他冲过去要帮她。有位女士扶她站了起来，她丈夫赶忙把

藤棍递给她。“你看不出我没事了吗？”她提醒他。

她所有的关节炎都消失了。她起身时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赞美主，荣耀归给上帝。”

她的关节炎完全不见了。她摘掉助听器，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在后来的聚会中她作见证说她

全身都被医好了。而且告诉你，她看起来年轻了 15岁呢。

我记得有一次在基督传万邦学院(Christ for the Nations)讲道，人们排队等待医治祷告。

我正在给人们按手，这时我看到荣耀的云进来了，遮盖了他们。我沿着台阶走到讲坛前面，

注意到众人眼睛都闭着。当那云涌入时，我只是挥动我的手，人们就象多米诺骨牌一样，每

个人都倒了下去。在我的聚会中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

那天晚上多么美好啊！我只说其中一点，我的女婿巴迪·哈里逊(Buddy Harrison)正帮

着扶那些人，他就走进了那云中。为了不使我自己倒下去，我总是注意从那云中走出来，否

则我自己也会倒下去。但是巴迪不知道那云的存在，他就倒在了某人的腿上。他要想站起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只需连滚带爬地从那云中出来。当他来到那云的边界处，他就能站起来

了。

还有一次，我是在帕萨蒂纳讲道，当我正在给人们按手时，我看到有云飘荡在会众中间。

我退后几步从那云中出来，因为我马上就要倒下了。我的好朋友顾德文弟兄（Dad Goodwin）

正和我站在一起，我想站稳一些，就把手放在他身上。当我刚一接触到他，就象有什么东西

把他提起来，扔到了前排座位底下，同时也把我扔到了讲台底下。我们是在经历主的荣耀，

就象以西结一样。

有一次我们夫妇在休斯敦的一个聚会中。一位牧师妻子已经做过两次癌症切除手术了。

她又要第三次做手术，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的全身。医生说她只能再活三个月了。

这位牧师说，“我今晚要带她过来。”他妻子已经卧病在床，而他在家照顾她。他已经不

能牧养教会了，因为照顾病人已经成了他的全职工作。

他把她从床上弄起来带到聚会中，实际上他把她背了来。当我妻子和我一看到她，我们

的心就被牵引到她那里。她看起来就象死人的照片。我按手在她身上，上帝的能力就进入她

身体，把她击倒在地，她仰面倒在地上。

她丈夫把她送到医院，他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一次送她去医院，是上帝的旨意。”他们

做了每项检查，却没有找到癌症的一丝痕迹。癌细胞全不见了。

这事发生在 1971年。今天他们夫妻两个正忙着牧养在德克萨斯南部的一家全备福音教

会呢。

还有一次我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举办为期一周的信心特会。有一位退休军官因为酗

酒的问题找到了我。他曾去过三家军队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他们没能使他戒酒，他出院之后

又开始喝上了。

他又去做生意，但是当他去三家私人医院接受戒酒治疗时，他家人不得不帮他打理生意。



6

他出院之后还是老样子。

他有着传统宗教背景。他后来告诉我说，“当你开始给人按手时，我真想抬腿就走。我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但是我实在需要帮助，就留了下来。”

他告诉自己，他要上去接受祷告，但是绝对不会倒下去。但是接下来他却发现自己正使

劲地想从地上爬起来呢！

一年之后的一次聚会上，他起来作见证。他说，“当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当那能力

来到我身上，我倒在地上，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我与上帝连接在一起。他变的更加真实。

第二，那能力把酗酒的污鬼从我身上赶了出去。那之后我滴酒不沾；我连喝酒的念头都没有

了。”他的家人证实了他的话。

还有很多被酗酒所困的人告诉我相似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祷告队伍都散去了，有个人

来了。是别人把他从外面带来的。看，神奇的是，他并没有见过人们倒在能力之下，因为聚

会都已经结束了。有人参加了聚会，到外面找到了他，这个人说他想得释放，实际上他来的

时候都喝得半醉了。

带他来的人对我说，“甘坚信弟兄，我知道他还醉着。可能我不该带他来，但是我相信

他真心想得到帮助啊。”

我心里想，这个家伙酒醉不醒，上帝会帮他吗？但是主告诉我过去给他按手。

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倒在能力下。他没有参加过发生这种事的聚会。我只是按手在他

前额上，就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提起来，扔到 3米半外的前排坐椅下。当然，他立刻

清醒了。老实说，我们还真低估了上帝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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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文引证

你可能要问，“圣经上讲到过人倒在能力之下吗？”是的！我在这里简明地引用一些经

文记载。（你可以去仔细查考）。

约 18:1-6

1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汲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2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3 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

4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5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6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

犹大背叛了耶稣。他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来到园子里。耶稣问他们，

“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

注意第 6节说，“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

“是啊，”有人可能会说，“可是那是在耶稣面前啊。” 朋友，耶稣说，“因为无论在那

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那时候如果人们会倒在

耶稣面前，现在为什么不会呢？主在这里！

太 28:1-4

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

墓。

2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3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4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

这里是一群士兵——他们都是强悍的人——被派来看守耶稣的坟墓，以防有人来偷耶稣

的身体。但是当主的天使下来，把石头推开，第 4节说，“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那么他们必定是倒下了。你见过站着的死人吗？

“但是，甘坚信弟兄，”一些人会说，“一位天使降在那里了呀。”好的，圣灵——三位

一体神的第三位格——他比任何天使都大。而圣灵在这里！

太 17:1-6

1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

2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3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4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

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5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

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6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我们称这段为主登山变像。这只是预演和预示了他的复活。现在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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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天并坐在天父的右边，而且已经差下圣灵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那么今天当他彰显在我们

中间而人们倒下也就不奇怪了。上帝能力大大彰显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徒 9:4

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徒 26:14

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使徒行传第 9章讲的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生命改变了，“他就仆倒在地…”而

在使徒行传 26:14，保罗回忆当时的状况，他说他们都仆倒了。其他人没听见什么，但是他

们倒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超自然相遇了。

经文中教导我们三种“俯伏”或“仆倒”。

1．自主意愿地俯伏（例如：路加福音 17:16）：这种情况是我们自己选择跪下来，或用

膝盖或全身俯伏在神面前，去敬拜他，去祷告，去代求或者去称谢主。我经常会用在以弗所

书中保罗的祷告来开始我的祷告。在以弗所书 3章 14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常常喜欢在双膝跪下时这样说。很多时候我只是自愿地俯伏在主的面前。

2．很重的祷告负担下俯伏（例如：马太福音 26:36-39）：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就忧

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

儆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太 26:37-39）。当这样的祷告重担和代求的重担降

在你身上时，你会俯伏在地，压得你无法做别的事。而且在加拉太书 4:19还提到了在灵里

的生产之苦，（这是灵里负担很重，以至于人会象妇女生孩子一样地呻吟）。

3．人降服在神的荣耀同在之下，人承受不住而仆倒。这种倒下是本书所讲的主题，它

远超过前两种；这是人们完全被神的神圣同在压倒了。

结 1:28；2:1-2

1:28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

的形像。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2:1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

2:2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以西结经历了神荣耀的显现。注意在第 28节他倒在地上。而在 2:2圣灵又使他站了起

来。在能力下人会倒下去，人们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看到神又使他们站起来，人们又

作何感想呢！

以西结为什么倒下呢？因为他被神的同在压倒了。你注意到，他看见什么了吗？他说他

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像”。

在旧约中当人们把所罗门建成的圣殿献给神时，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代下 5:13-14）

神彰显出来的荣耀象云彩一样进来充满了圣殿。以西结也看到了，他看到了神的荣耀！

这是神让他看到的——然后他就倒下去了。同样，神的荣耀，主的云充满圣殿时——那些祭

祀们就站立不住了。

旧约是新约的影像，旧约的人生活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事情的影像中。为神的荣耀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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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他！当他的荣耀显现时，你可以感受到——甚至有时你可以看到。我很多次见到神的荣耀。

在我的聚会中，我看见这荣耀从屋子后面翻涌进来，涌进来覆盖人们。这时候，我根本不用

接触人们，只是朝他们挥手，每个人就倒在地上了。有时候那云罩住我，我甚至都看不见人

们了。那是主的荣耀——那云彩是主的荣耀。圣经上这样说的。

让我在这里把这段预言告诉你们。这是智慧的言语，因为它是预言而且还关于将来的事，

不仅仅是预言——预言是被圣灵感动下人所说出的造就、安慰和劝勉的言语。

正在当今这个时候，将会有一个复兴发生在自然现象的领域里，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复

兴的边缘。

有人说，“唉，都要结束了，你也挖个洞藏在里面吧，魔鬼将要接管整个局势了。”

你们不要相信这样的话。神的能力将要在当今这个时候彰显。他的荣耀将要显出来，是

前所未有的。而且人们将会看到他的荣耀！他们将会看到神的能力！

我要带你进到我的能力中，

你仅触到了它的外围；只是边缘地带。

有少数人进入得稍深一点，

即刻便有属神的能力彰显在他们的服侍中。

在许多时候，甚至使死人复活，

并有医治的大神迹。

但无人曾进到这领域中，在其中坚守、服侍。

现在，我正预备一群人，

有信心，没有惧怕，

他们将走出来脱离属自然的领域，

他们将走出来超越人的头脑；

走出来超越肉体的感觉；

走进那信心的领域；

走进那能力和荣耀的领域。

主说，这样我的能力必彰显于你。

我也会眷顾那许多有疑惑的人。

甚至那可看见的主的云将临到，被他们看见，与他们相遇。

他们必说，“真是主在作工…”

于德克萨斯州休斯敦所发预言

甘坚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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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耶稣作救主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

你的话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 6:37），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丢弃我，反而

会接受我，因此我感谢你。

在圣经上你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 10:13），我现在就呼求主的名字，所

以我知道你现在就拯救了我。

你还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 10:9-10）

我从内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使我能因信称义。

现在我就承认耶稣为我生命的主，因为你的圣经上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心

里相信，我在基督里已经成为神的义了（林后 5：21），我现在就重生得救了！

感谢你，主！

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