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四年十月五日                           主日周刊                                14/40 
   (下午四点半)                       今年主题 :爱传扬主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圣殿中,（2x） 

万国的人当肃静， 

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 

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 

阿们。 

 

荣耀颂荣耀颂荣耀颂荣耀颂    

但愿荣耀愿荣耀归于 

父、子、圣灵， 

父、子、圣灵， 

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穷尽。 

阿们，阿们。 

 

三一颂三一颂三一颂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与你； 

赐你平安，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使祂脸光照你， 

赐恩与你，保护你，保护你； 

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 

阿们。 

 

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主日崇拜程序 

讲员：黄志良传道      主席：黄志良传道 

司琴：恩敏姐妹        领唱：黄师母 

会前唱诗 ****  

序乐轻唱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宣召 **** 

唱诗 赞(2)    荣耀归与真神 

祈祷 **** 

荣耀颂 荣耀颂 

启应经文 民 25:1-18 

背金句 **** 

唱诗 赞(394)  是否将一切献上 

奉献 三一颂 

唱诗 赞(277)  耶稣我灵好友朋 

牧祷 **** 

证道 
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诡计诡计诡计诡计    

唱诗  赞(265)  总要追求圣洁 

祝福 阿们颂 

报告 **** 

祝福诗 愿主赐福看顾你 

默祷散会 **** 

下下下下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讲员：黄志良传道     

主席：邹剑钜弟兄 

司琴：柯倩敏姐妹 

领唱：黄师母 

信息：后浪推前浪（民 26:1-65）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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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的灵异经验气功的灵异经验气功的灵异经验气功的灵异经验        

  首先我要声明，我所讲的有关气功的种种，只是根据我个人

的经验所做的检讨分析，不敢说一定百分之百正确，所以我不准

备与人辩论，只盼读者能将心中的疑难放在祷告中向主耶稣求

问。气功对我所造成身心灵里的伤害，实在是难以数算。若不是

上帝用他奇妙的恩手引领我走出来，今日的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

样子。 

   

  因此，虽然知道讲出来一定会挡人财路、引起争论，但看到

在海外华人圈中有这么多人受迷惑，看到在中国大陆有超过一亿

人沉迷此道，我还是不能不按着我的良知和对圣经的认识，把自

己所经历到的气功真相公诸于世。我修中华福音神学院北美延伸

制课程时，林道亮院长和康来昌教授也一再鼓励我为主勇敢做见

证。 

   

此气非彼气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礼拜六，我去听介绍气功的免费讲

座，并当场报了名，然后在一个月之内，修完初级班、中级班、

高级班，并在台湾、香港、大陆买了很多气功、内功的书回来

看，接下来在气功领域中沉溺了两年。“气”到底是什么东西

呢？据我那自称基督徒的气功老师说，就是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

候，吹进人鼻孔里的那一股气。而气功就是把这股气发掘出来，

用意念加以导引、运用。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如今回想，那

根本是生意人招揽顾客的噱(xué)头(tou)。  

   

  第一，这位老师根本不是他所自称的“基督徒”。因为他曾

鼓励我们这些练功已入门而发功时有种种特殊动作的学员，去拜

八仙中的某一位，说如此就可功力大增。真基督徒会教人去拜偶

像吗？第二，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根据，说我们可以去运用上帝

吹进人体内的那股气。上帝告诉我们是他赐下这生命之“气”(或

“灵”），当人死之时，他要收回“气”(或“灵”)。所以若是真

有“气”的话，上帝才是亲自掌管的那一位。再者，即使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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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存在，当亚当犯罪之后，上帝会让他眼中的罪人去使用这

股“气”发展它的潜能吗？值得我们思考！  

   

  那么，气功所说的“气”真的存在吗？就我练功的经验，确

实是存在的。气功的基本原理，就是“以意御气”，用意念来引

导丹田中那团气，让它循着经脉游走一个小周天或大周天，最后

再回到丹田。记得我初次打通“任督脉”之后，觉得丹田中似有

一颗暖暖温温、黄豆大小的“气”出现，到最后练到像鸡蛋那么

大。当我腹痛，就将它引到腹部去医治；胸痛，轨引到胸部去医

治。可发现感冒细菌何在，引气去杀掉它们，而立刻得痊愈。甚

至可为人发功治病。若将气引到性器官去练，就可使之收发自

如、持久不衰，此即南加州华人报纸上近年来大肆广告的“帝王

功”，我在上课的第四天就练成了。  

   

  功力日进之后，若将气引到头部，更可刺激平时末发挥功能

的脑细胞，想起很多原本想不起来的事，接收到许多原来五官接

收不到的讯号。据书上说，练到一个地步，还能打开前额正中的

“天眼”(即一贯道所称的“玄关窍”)，就可看到、听到灵里的事

物。讲这种事的人，有的是吹牛，有的却是真的。  

   

打通任督二脉 

   

  学气功的人都知道，练功的第一步就是要学吸气、欲气与吐

气，吸入丹田试着存在里面，一直憋到非吐出不可之际，才慢慢

吐出来，此即所谓“吐纳”的功夫。我原就有学声乐的底子，对

运用丹田呼吸颇有心得，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快就登堂入室的

原因吧。  

   

  听我气功班上的同学说，第一堂课，我吐纳的声音就有如在

公路上狂飙的摩托车，声势惊人！接下来更关键性的一步，就是

要打通任督二脉。当你的气由丹田循经脉沿着背部穴道上头顶，

再从前额导引下来之时，如果舌头能找着上颚气接通的那一点，

任督脉就打通了。气就可顺利下来，沿着前身的穴道再回到丹

田。据说，婴儿出生之后六个月内，任督二脉是通的，因此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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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任督脉，就是找回婴儿吸母奶的舌型。有的人没接通，气积

在脑袋里，会弄得头痛欲裂，书上说甚至有人脑血管会胀破。任

督二脉通了，才有可能小周天(上半身)、大周天(全身)、吸气(吸收

日月精华、树木石头，甚至别的健康者的气)、放气(灵魂出窍)一

路练下去，直到“特异功能”的境界。  

   

  我在初级班的第二堂课，任督二脉就打通了，当时上颚掉下

一团很小的内球，就像一个小奶头。从此，只要我醒着，舌尖就

不是跟常人一样平贴在下颚上，而是不由自主地自动往上抵住上

颚那个小肉球，直到两年后我破功为止，舌头都是如此。奇妙的

是，破功之后，“小奶头”也就消失了，舌头也不再卷上去，而

又恢复自然的平躺状态！记得任督脉接通的那一剎那，我觉得有

一股暖雨由头上慢慢浇遍全身，自己身上的汗也淋漓而下，一股

能力进来，令我感动莫名、放声痛哭。然后，我就站起来在教室

中间拳打脚踢约有五十分钟之久。  

   

“功力”日进 

   

  接通之后的第二天，我那严重的花粉过敏症就痊愈了。第四

天练成帝王功。这股气好象不只能健身、治病，练到后来，还能

发出身外、影响别人、为人医病。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中院子里

练“放气”，把自己的气导入一棵松树。希望能吸取松树的气来

培养增加自己的元气。气一放出头顶，顿时感觉身体里面一片黑

暗，有如灵魂真的出窍，人变成行尸走肉，我吓了一大跳，连忙

用意念把气从树顶、树身、树根一路急速地叫回来。从此我再也

不敢尝试。但一次就够了！谁知道那回到我身子里的，是夹杂着

什么东西呢？  

   

  说到调度外界的气来做为己用，我如果想要调别人的气，可

以用意念力探查他的脑波、心波及呼吸的频率，我若把自己的呼

吸频率调整到与对方同步，就可以调他的气过来。在同练高级班

气功的人当中，常有这种现象。当着老师的面，都会互相玩这种

恐怖阴森的把戏。灵界中，大鬼欺负戏弄小鬼，很正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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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于“邪灵” 

   

  气功中的“气”到底是什么？我由自己的经验来分析，不能

不说，气功的气，就是邪灵，绝不是上帝造人时吹在我们里面的

气(编按：对于气功之“气”的定义，李前明在此处所言与梁燕城

教授在本刊今年第十一期“与天地之主感通”一文中之观点略有

不同，但反对练气功之立场则一。)。我这么说，成千上万学气功

的朋友一定很不服气。且听我细细道来。 

   

  自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学成结业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无所

不能的超人。我运气练功时，并非在歇斯底里的状态，而是很清

楚自己在做什么，气在体内走到那里，我都知道。 

   

  如果上帝后来没有救我，冲着它在肉体及精神上所给我的那

种甜头，我是不可能放弃这么“美妙”的能力的！当时，我满心

满脑，就是想利用这股超自然的力量，去满足财、色、名、利的

欲望。当时真不知做了多少邪恶的事。我自以为在利用气功，其

实是被气功背后招来的灵界势力所辖制。那些病痛的医治、情欲

的满足，就好比在向黑道、地下钱庄借钱，起初用得很痛快，等

到他要你还钱时，你就万劫不复了。我在见证中也说过，初练成

时，我天天练两三次，练好几个钟头，觉得妙不可言。但第二年

起，调息后就心烦意躁、怪梦不断、心思意念变得非常恶毒、连

说话也无法自我控制、人似乎也变成多重性格。可是我当时根本

没想到这些是跟气功有关的。甚至每晚当我把灯光调暗，开始调

息，就会起鸡皮疙瘩，是那种在浑身上下游走的鸡皮疙瘩，难受

极了。  

   

  以上诸般现象，一般人说是“走火入魔”，我现在却认为是

邪灵在进行辖制人的工作。如今回顾，很可能在所谓“接通任督

二脉”的那一刻，邪灵就进入我体内了。也从那一刻起，邪灵就

可自由进出我的身体，甚至可住在我里面。气功是一种让肉体向

灵界敞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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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炸了三次 

   

  我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我悔改信主的过程，跟一般人有

很大的不同。因为我除了“罪”的问题，还有“气”的问题需要

对付。我信主之后，魔鬼不放过我，每一夜都以种种凄厉可怖的

现象，来惊吓我、攻击我。于是我向上帝求，若是气功这么不

好，请帮我破掉。我曾听说可以破功，却不知道怎么破。  

   

上帝果然帮我破了！ 

   

  头一桩，就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印尼第一次呼叫主耶

稣的那夜，丹田中的气连续炸出来三次，然后我大哭了两个半钟

头，过去记忆里的伤痕、失望，那些人、事、物一一出现在心

头，清楚地感觉被主的手温柔地抚慰医治。日后我在预备做见证

时，圣灵让我看到我当初接通任督二脉时，也是大哭不止，但却

是拳打脚踢，下意识中觉得我通了、我了不起、几乎自觉是超

人！我可以摧毁那些欺负过、伤害过我、得罪过我的人！两者现

象虽同，意义却有天渊之别。 

   

四鬼离身 

   

  第二桩，就是出印尼回美国后第一次上教会。一进礼拜堂，

丹田中的气就在腹部突突乱跳，舌头也不由自主在口腔中横冲直

撞。我那时还不知道有关灵的事，心想：哇！这里气真旺！崇拜

后，带我信主的周先生请我起来做见证，我却大放谬论足足三十

分钟之久！有股力量控制着我的舌头，说不该说的话，该说的却

一句也说不出来。会后去周先生家，他说，你练的气功不好，不

要练了。  

   

  我不服，说你自己没练过不要乱讲。他说，你会走火入魔。

我大怒，说什么叫走火入魔？他说，就是会起鸡皮疙(ɡē)痊(quán)

瘩(dá)。我一听楞住了，心想，他没练过怎么会知道？莫非是圣灵

感动他的？因为我到后来每次练功时，都有会漫延的鸡皮疙瘩在

我身上游走。后来有周先生教会的五位弟兄到他家来，希望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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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当他们一个个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很感动，眼泪在眼

眶中打转，但舌头硬是紧紧抵住上颚，让我一句话也祷告不出，

一滴泪也掉不下。这舌头，是我运气于全身的钥匙，如今却这般

与我唱反调！离开周先生家，才发现舌头把我的上颚全都顶烂

了，痛得要命！我心里非常害怕。  

   

  当夜回到家，我求告主耶稣替我鉴察，为何舌头会如此作

怪，如果气功的能力来源是不好的话，我求主耶稣帮我破功。才

一祷告完，就感觉胃下端有个东西贴着皮肤里层蛇行往上拱，当

它爬到胸部，天上有股很强的吸力，把它“咻！”一声吸出去。

从它开始爬上来直到飞出去为止，我一直发出极可怕的鬼叫，是

那种一气呵成、仿佛发自地狱深处的呼喊！喘了口气，按着第二

个“东西”从我肝脏往上爬，我经过一阵喊叫，它又被天上的吸

力吸出去，第三个从腹中冲出去。  

   

  第四个才从心脏蠢蠢欲动，我顿时觉得有股极腥臭的东西要

出来，就冲到厕所大呕特呕。它出去后，我躺在地毯上大喘特

喘，身体虽累心灵却空前地清明，有如一片平湖，没有一丝涟

漪。当时我只知道我的功被主耶稣破了。隔天有位从小跟我一起

在眷村长大的赵弟兄告诉我，那四个出去的东西是邪灵，我这才

恍然大悟！  

   

  第三桩，学气功的人，都要学运气生津，然后把口水留在口

中漱个几百下，再慢慢咽进丹田，据说可增“精”固本。有一次

我在祷告纤悔中，口水突然冒土来，我下意识要咽，但圣灵不

许，并光照我意念中仍被气功的学说捆绑，要我张嘴让它流，口

水像开了自来水龙头一般，流了很久，若照气功师所言，身体流

掉了那么多“玉津”，早该虚脱瘫痪在地，但我却安然无恙。我

想，上帝要将我在气功中认为最宝贵的事物，以及一些习惯动

作，一一破除。接着我不停地打又长又响的膈(ɡé)，然后又不停地

放极响的屁，如此上下交攻、前后两个半钟头，直到连大肠都脱

出来一截。圣灵让我看到那天出去的邪灵(气)，真是一大缸。我这

才明白，我的体质自学气功后已异于常人，上帝要重整我、再造

我，当然对我的管教也必须异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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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恩典！ 

   

  我在见证中也说过，信了主之后，上帝赐我渴慕的心，天天

认真读经、祷告，努力修延伸制神学课程、阅读属灵书籍，参与

教会事奉、过团契的生活。 

   

  我认为，不管是瑜咖、人电学、大小周天、气功、超觉静

坐、太极内功、调息、一指禅、帝王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东

西。无论宣传得多么天花乱坠，无论有多少令人心动的“见

证”，都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当然，教气功的不一定是坏人、不

一定是蓄意要引人误入歧途，我甚至相信连教的人自己都不明白

其间的凶险，因为人真是太有限了，对那肉眼看不见的灵界，了

解得实在太少了。他们也许自以为是在做好事呢！  

   

  若你正想要练，不要上了魔鬼的当，起初尝点甜头，后来吃

尽苦头。若你已在练，你要切切求问主，将“该练或不该练”的

主权交托给主，求圣灵光照你当如何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

随时伺机要吞吃人、辖制人，你若执意冲破上帝为人所设立的、

对灵界的禁制(其实也是对你的保护)，任意敞开大门，我实在为你

担忧！想要练气功的人，绝大多数是为了强身治病、延年益寿。

然而，基督徒的人生观，绝不是一味求攫取、求亨通、求健康，

而是付出、顺服、见证的人生观。  

   

 

 

 

原载于约伯小聚网站 

   

参阅材料： 

   

《109251 风水·气功·我》 李前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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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上主日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

人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

也有多远！ 

（诗 103:11-12） 

 

今主日 

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

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诗 1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