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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中有许多先知曾预言到神正在洁净他的新妇，天父迫

切渴望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全部的身心火热地拥抱他的爱，并

且爱他。 

天父知道我们的魂会如何强有力地控制我们，所以他差圣灵来

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砍断由我们魂部所带来的阻碍，借

助运行在天父所赐的节制的灵之中就能做到。 

我们时常会感到沮丧，并且想要放弃跟随耶稣，因为我们感觉

实在太累了。其实问题出现在我们允许自己的魂来支配我们的

生活，而不是我们的灵。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不再去教会，不

再爱耶稣，因为他们认为像世人一样生活会更容易一些。我祷

告愿这个教导能够帮助基督徒明白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一个问

题，并且去对付它，这个问题就是冒犯。 

神创造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然而因着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

的世界中，导致我们大多数时间随从我们的魂生活，允许从它

而来的强烈的情感和表情主导引领我们。当然神也不希望我们

成为一个情感死亡的圣徒，他希望我们唯独被圣灵带领和引

导。我们的魂若不被正确地引导，就会大规模地搞砸事情。 

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每天都需要耶稣基督来掌管我的

魂。我若要从我曾经所犯的罪恶中走出来就必须完全降服于

主，别无其他选择。我认识到我绝承受不起允许我的魂来支配

我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我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渐

渐地，我战胜了一些恶习和错误的思想模式，并且能够砍断我

生命中不敬虔的魂结，这曾经成为我的网罗。我意识到因着基

督已经战胜世界我就能够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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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曾经 大的挣扎就是冒犯。这几年中，有很多的书籍

和教导都谈到“魂结”。这些书籍和文章大部分的内容都专注

于和他人之间敬虔与不敬虔的魂结。在这本书中，主感动我把

焦点放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和他的百姓一同分享和警醒由“魂

结带来的冒犯”。 

我们生活在末世之中，许多人正在经历神大能的拜访和他的精

炼之火。神的圣火能够将我们未对付的隐藏的罪显露出来。神

是慈爱的神，他渴望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悔改，重新和

他恢复正确的关系。然而，我们若拒绝悔改我们的罪，就是向

仇敌敞开自己，任牠来利用我们。我们肉体所犯的其中一种罪

恶就是冒犯。冒犯是造成教会分裂的 大起因之一。在这本书

中，我尝试和大家分享主赐给我的关于冒犯的一些启示。今天

就让天父显明我们生命中敌对他人的一些冒犯，并且带来医治

和心灵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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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部分 	  

魂结带来的冒犯 

这几年在我们所带领的当地教会和所参与的事工中，我丈夫和

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冒犯，同时也看到其他人跌倒在冒犯之

中。主让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冒犯来自于魂结。我们所经历的许

多冒犯与我们自身并没有关系，而是因为我们身边亲近的人遭

到了他人的冒犯。 

魂结 

什么是魂结呢？魂结是由两个或许多个人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

的。我们和朋友，家庭成员，教会成员，同事之间等等都存在

着魂结。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和约拿单（撒上 18:3-4）彼此之间

有着很强烈的魂结，所以约拿单保护大卫免受父亲的攻击，后

来大卫也将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接到宫中，和他同席吃饭，

如同他的儿子一样。 

魂结以它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情感，意念，和他人的关系，及

生活中的问题。魂结越严重，影响力也就越深。我们时常因着

和所爱的人之间存在的魂结，就会陷入很强烈的负担中，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承受来自于身体和情感的痛苦。我们越强

烈地受到和他人之间魂结的影响，就越看不清问题的真相，我

们就越容易地被我们所爱的人说服，在某个问题上站在他或她

这边，尽管我们知道那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神渴望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要用全心，灵和魂单单爱神自

己。我们若要让其他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取代神的地位，就成了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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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不时地需要把与我们情感“太亲密”的人放回到主的手

中，否则，继续这种关系就会成为一种危险，这个人可能 后

会拦阻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或透过我们做的事情。给大家讲一

下关于我自己，和他人的见证： 

见证 

在 10 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海外就读圣经

学院。我发现自己每一次和母亲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大哭一场。

妈妈是在我去圣经学院前一两年信主的。然而，我还是会对她

产生极大的负担，离开家以后会特别地想念她，在情感上她与

我紧密连接，这拦阻了我在海外学习和成长的时间。一天晚

上，来拜访我们的一个讲员为我作了祷告，砍断了我和家人之

间的魂结，而且求告主释放我得自由，当时我哭得就像心碎了

一样。然而，从那个晚上以后，我发现自己能更好地适应了我

所在的地方。从那时候起，我和母亲之间的情感束缚被砍断

了。我依然爱她，关心她。每次和她讲完电话以后不再那么忧

伤了。我也同样学习到这是我从主得来的突破，为日后成为宣

教士做准备，因为到那时要常常离开家。 

至今，母亲和我依然拥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彼此都不会感到

“束缚”。现在我们能够一起祷告，彼此祝福，以讨神喜悦的

方式表达我们的爱。我深信若不是让主来对付我生命中拦阻我

遵行神旨意的这一强烈的魂结，就不会有我顺服神的呼召走向

宣教的禾场。 

回顾以往，我也同样被伤害我母亲的人冒犯（包括我的父

亲），是因为他们做在她身上的事，而不是做在我身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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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见证是关于我一个朋友的，她和她父亲在一起时会产生

恐惧，她觉得自己无法达到父亲期望的标准，所以在父亲的眼

中她永远不够好。一天，我分享到砍断和她父亲之间的魂结。

因此，她就不会再感到和父亲的关系那么地受到束缚。她做了

一个简单的祷告，神释放她脱离了这种折磨。后来她的父亲过

来，她不再经历从前的恐惧，并且能够享受和父亲在一起的时

光。 

透过这一两个简单的例子，让你看到我们若不小心的话，就会

造成魂结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发

生在圣经中的事件，以此来了解它是如何大大地影响他们的生

活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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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和她玛 

在撒母耳记下 13 章中，我们读到她玛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因为

贪恋她玛而设计强奸了她。当押沙龙知道以后，他（她玛同父

同母的哥哥）极其愤怒，押沙龙来到大卫王面前求公正。尽管

大卫对暗嫩甚发怒，但并没有做什么。如此，押沙龙因着妹妹

的缘故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他对妹妹的遭遇感同身受，去密谋

杀害暗嫩。 

冒犯的起因 

1. 押沙龙听到了他妹妹她玛的遭遇 

2. 他看到了妹妹的痛苦状态 

3. 因着他和她玛之间的魂结，所以他被冒犯了 

冒犯的结果 

§ 押沙龙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暗嫩 

耶洗别和亚哈（列王记上 21） 

另一个例子就是和耶洗别有魂结的一个人，导致她遭到了冒

犯。我们在列王记上 21 章读到亚哈想要买拿伯的葡萄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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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伯拒绝了他，因此亚哈心烦意乱，不肯吃饭。当耶洗别知道

以后，她很愤怒，感觉被触犯，因着她听到发生在他丈夫身上

的遭遇。她做了什么呢？她以莫须有的罪名设计陷害拿伯，并

将他杀害。然后他以这样的话挑战亚哈：7 节“王后耶洗别对亚

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

快地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圣经上讲到她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送

给那些和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

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

面，作见证告他说：你谤渎上帝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 

遗憾的是这些指令执行了，拿伯被谋杀了，他的葡萄园就归了

亚哈。 

冒犯的起因 

1. 耶洗别听到了他丈夫亚哈的遭遇 

2. 她看到了丈夫经历的痛苦 

3. 因着她和丈夫之间的魂结，所以她被冒犯了 

冒犯的结果 

§ 拿伯被设计谋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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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到底是什么导致押沙龙和耶洗别杀害了冒犯他们家庭成员的人

了呢？那就是魂结。他们把自己所爱的人所受的伤害加在了自

己的身上。他们因所听到的（做在他们所爱之人身上的事

情），所看到的（他们所爱的人遭到的痛苦结果），被触犯，

以至于产生杀人的行为。 

大多数时候，我们被冒犯是因为他人对我们亲近的人做出了非

常错误的行为，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受

到了痛苦，于是我们将其承担在自己身上，代替他们采取某些

手段。或许我们并没有就近那个人将其杀害，但是我们开始对

待伤害我们朋友的人说出消极的话。更糟糕的是，我们通常并

不是花时间去了解那个被牵连的人的状况，而是完全站在了我

们的朋友和家人这边。 

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每个故事都有三个面—你的一面，我的一

面，神的一面”。然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只告诉我们的朋友这

个人做了什么。让我们面对吧，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问题。

故事是很容易被传播出去的，尽管相关人员并不知情。（有一

次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说我们议论某个人的事情—奇怪

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个人的冒犯 

在和我丈夫所做的事工中，我不止一次因着他或她伤害我丈夫

而感到被冒犯。属神的弟兄或姐妹，你们是否也有同感呢？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丈夫∕妻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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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才有资格这样做······”回想起他如此对待我丈

夫，以至于我遭到冒犯，去抵挡在基督里的弟兄，无法自拔，

并且无法直视他的眼神。 我不想和他一起祷告，也不想和他呆

在一个房间中。 

我经受着不饶恕之灵的折磨，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才脱去捆

绑。 后我终于受够了它对我的折磨，因为它反复在提醒我这

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的思想充满了这些荒唐的念头，

以至于无法正常睡眠。几乎所有的时间，我和我的丈夫都在谈

论这个人，甚至在我们约会的晚上。这个人似乎时时刻刻都和

我们在一起，我们谈论他的事情越多，就对他越发的生气。在

这种境况当中，我们很难听到神的声音，按着他的旨意去祷

告。我们祷告的内容充满抱怨远超过从主那里得到答案。 

后来我们意识到这取决于我们该去怎么做，不再允许不洁净的

灵继续影响我们。（我谈论的是魔鬼，而不是这个弟兄）。对

我个人而言，我知道是神让我看到因着我和丈夫之间的魂结，

我遭到了冒犯。我开始弃绝对这个弟兄的仇恨和忿怒，释放他

和我丈夫回到神的手中。我不是神，并不能够改变人心。每天

我都祝福这个弟兄。每一次敌对这个弟兄的意念出现的时候，

我都会祝福他；并且我宣告基督已经代替他死了，这个弟兄不

再欠我任何的债。然而 大的突破是来自于当我等候在主前，

浸泡在他的同在中的时候。天父的爱赋予我们能力去饶恕，释

放我们脱离痛苦和冒犯。 

我丈夫和我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单单来爱主，用话语敬拜

他，又带着发自心灵深处对他的爱慕安静等候他。 生不满，然

而现在无法再控制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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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再次看待他如同基督里的弟兄。我们也能够和他一起

祷告，饶恕他。折磨人的灵没有任何权利来控制我们了。 

环境立刻发生改变了吗？当然没有，但是后来，这个弟兄有几

次承认他有和主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我们深信因为他看到了

我们对他所产生的改变。这是神的同在为我们所做的有能力的

见证。这也大声且又响亮地告诉我们，不在他人生命中取代神

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角色是释放神的百姓和主产生关

系，并且祷告。除此以外添加任何的东西都会搞砸他们和我

们。不要信服我们和他人之间的魂结来采取行动攻击他人。 

撒旦的诱饵 

冒犯是魔鬼射向我们神儿女的 大的毒箭之一，抵挡我们。约

翰毕维尔在他的一本书中讲到“撒旦的诱饵”说:”冒犯在希腊文

中是 Scandelon。用我们被冒犯的地方去攻击他人简直就是接受

魔鬼的诱饵，因此，冒犯是撒旦设下的陷阱。有这样一种说

法：“利用冒犯抵挡某人”事实上，不是我们在“利用”冒犯-

--而是冒犯利用我们，这就是陷阱。 

哇，这种觉悟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我们时常认为冒犯我们的

人没有资格接受我们的饶恕，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资格不去饶恕

他们。然而现实是我们这样做是在折磨自己，另一个人或许根

本就不知道我们被他们冒犯了，是不是很傻呢？ 

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因魂结产生的冒犯导致教会分裂。教会中

出现的分门别类是因为一部分人喜欢牧师，而另一部人不喜

欢，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呢？有一些人离开了教会还一直敌对

那个教会和领袖，有一些人并没有离开，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留

下来，透过给牧师和领袖施加难题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来

“守卫教会”。无论是哪一种动机， 终受苦的是基督的教

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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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听过吗？ 

这绝对不是从未听过的一种情形，甚至在使徒保罗的时代，他

都面对过。可以这样说，他当时在一副画面中。哥林多前书

1:11-17“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

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

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

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我感谢 神，除了基利司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

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司提反家施

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

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

字架落了空。” 

半数的会众可能是深受彼此之间魂结的影响而被冒犯，彼此之

间产生了纷争。若不是保罗站出来说些什么，可能会导致更大

的问题出现。当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偏袒他人的时候，这就是我

们被魂结影响的记号。所以，要小心！ 

饶恕 

提摩太后书 2:4“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

当兵的人喜悦。” 

魂结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的决定和祷告的方式。和谁站在同一战

线上我们要格外地小心。我们若是发现身边亲近的人发怒，自

己也随着发怒，就需要问问自己是什么动机导致自己这样的？

谁在控制你的生命？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人说话，让神做他们生

命的神。有时，我们站在了我们所爱的人和神要在他们生命中

做事的中间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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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来自魔鬼，可能是神允许某些情形出现为的

是改变或是显露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对圣灵产生敏锐的心，

唯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绝不添加。 

如何释放自己得自由？ 

§ 对待冒犯之人产生的不饶恕要悔改。 

§ 砍断一切我们试图保护和代替他接受冒犯之人的魂结。 

§ 释放这些人和我们需要饶恕的人回到神的手中。 

§ 奉主的名祝福他们。 

§ 决定不去聆听有关那个人的消极言论。 

§ 砍断不饶恕的灵，冒犯，让你受苦的灵离开你的生命。 

§ 运行在相对的灵里面（无论神让你做什么，等等，为那

个人祷告祝福。） 

祷告 

天父，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承认因着他∕她伤

害了我的朋友∕家人﹍﹍（名字），我被冒犯而去攻击﹍﹍

（名字），求你饶恕我。 

今天我奉耶稣的名砍断我和﹍﹍（写出你所偏袒的家庭成员或

是朋友的名字）之间不敬虔的魂结，我释放他∕她给主，让神

做他∕她生命中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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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饶恕﹍﹍（对你有冒犯之人的名字）所做的﹍﹍（无论

他或她对你的朋友∕家庭成员做了什么）。我奉耶稣的名祝福

他∕她。从现在起，我从心里释放他∕她。我悔改对他∕她的

论断和言论上的攻击。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写下那个人的名字）充满你的爱，你

的喜乐，得着你的保护。天父，我求告耶稣的宝血今天洁净我

所犯抵挡﹍﹍（名字）一切的罪，我奉耶稣全能的名命令一切

冒犯的灵，不饶恕，苦毒，折磨，论断和所有批判的灵（命令

一切圣灵特别光照你的其他方面）现在离开我。我不再给你任

何的权势控制我的生命，影响我和﹍﹍（写下你所饶恕之人的

名字）的关系，奉耶稣的名 

如果你需要你所信任的人和你一起祷告，也可以这样做。雅各

书 5:16 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

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砍断魂结 

我想澄清一下，“砍断和他人的魂结”并不会影响我们和那个

人的关系，反而会使我们得着从主而来的更大的自由，和那个

人建立“敬虔的关系”，从而和那个人拥有健康的关系。我们

若真想帮助和关心一个人，就需要完全降服委身，将那个人交

在主前，花时间聆听主要我们怎样帮助那个人，不要只凭借我

们的感情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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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 

我们也同样看到过很多的基督徒透过魂结操纵他人。我深信很

多的基督徒意识到魂结的能力，在错误地使用它。对于我们做

父母的人而言，我们需要时刻留意我们和孩子之间敬虔和不敬

虔的魂结，并且它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待子女的养育。 

神 终在掌权，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我们不可以控制他们

的生命，只能以主的方式帮助引导他们；我也不是提倡儿女

“完全行动自由”；我的意思是不去辖制和操纵他们。儿女迫

切渴望得着父母的爱和接纳，我们从子女的生命中带出什么需

要对主十分敏锐。愿这个内容也能够给予在我们周围被我们影

响的人以提醒，包括我们属灵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我们若是

老师的话）等等。 

更多的学习 

在网络上拥有很多有关魂结这一主题的教导，你很容易就可以

找到关于这个内容的很多主题，它对我们属灵的成长起着重要

的作用。神渴望为自己的缘故释放他的新妇自由。“基督若叫

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 

我祈祷你今天能够运行在圣灵的自由当中。赞美我们的王耶稣

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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