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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揭开新纪元的面纱》（#1487），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the-new-age-1487

lwf.org /products/critical-issues-of-our-times-series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new-age-1487
https://www.lwf.org/products/critical-issues-of-our-times-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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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新纪元的面纱

想象一下，二十五个一年级学生安静地躺在教室的地
板上（承认，这需要极大的想象力！）

当他们静静地躺着时，孩子们听到：“想象阳光照
耀着你。 现在向光凝视，你不会受到伤害。 让阳光进入
你的身体。 感受它的温暖、力量、和照亮。 现在，想象你
正在做一些完美的事情。 在你里面有着宇宙一切的智
慧。”

你刚才的想象并非想象！ 这是在公立学校系统教
授的新纪元哲学。 现在让我问你：这项活动听起来有害
还是无害？ 如果你是家长，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参加这
项活动？ 

假设你是销售员。 公司派你参加销售研讨会，发言
人说：“和我一起想象，你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销售员。 想
象、感受、将它带进自己。 进行这笔交易感觉如何？”

随后他教你如何从右边接近他人，看着他们的右
眼，因为这是你能控制他们的方式； 最后他们告诉你，
你有掌管自己命运的能力。 你刚接触到的是一种称为
新纪元的普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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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纪元？ 它从何而来？ 这很难定义，因为它
是兼收并蓄的。 新纪元哲学借鉴了部分这个，部分那
个，以及部分别的东西。 它是东方哲学思想的大熔炉。 

首先需要知道，新纪元并不新。 我们将要看到，其
根源可追溯到伊甸园古老的异端。 如果我能更加简化，
新纪元提倡者相信东方和美洲原住民宗教的智慧。 新
纪元是一种吸收所有宗教、文化、和政府的“宇宙海绵”。 

对新纪元者来说，神是完全非人性的。 神可能被称
为“力量”、“能量”、或“无处不在的现实”——任何一切，
除了圣经三位一体的神。 

1 9 8 0 年 春 出 现 了 一 本 题 为《 宝 瓶 同 谋 》（ T h e 
A q u a r i a n  C o n s p i ra c y）的 书，由 玛 丽 琳·弗 格 森

（Marilyn Ferguson）撰写。 以下是她对新纪元运动的
描述：

一个无人领导却很强大的人脉，正在努力为美
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比改革更为广泛，比革
命更为深刻，这场对人类新理念的良性同谋，
引发了历史上最迅速的文化调整。 这场伟大
的、令人震撼的、决定性的、发生于我们的改
变，是一种新思维，及…一种惊人的世界观。 

新纪元信徒受鼓励从信念和实践的清单中挑选。 
其信念之一是进化的神性。 也就是说，一切存在的事物
都来自于一个神圣的能量来源，神存在于一切，而我们
都在成为神（一元论和泛神论）。 

许多人说，新纪元是要寻求内在和平，并以全球统
一为目标。 他们希望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都一起归
入新的世界秩序或新纪元。 你也许听说过另外两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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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有关的信念，称为轮回（Reincarnation）和业力
（Karma）。 我们将在稍后讨论，就目前来说，这是一种

基本信念，即动物生命可以从一种形式转移到另一种
形式。 

一些新纪元者所接受的另一信念是每个人都有光
环，围绕身体的能量场。 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看不
见的，但有一些“开明”人士能够看到这些光环，并能以
此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健康。 

如你所料，新纪元教导满是代码或“行”话。 看你是
否认识以下这些术语：神智学、新思想、更高意识、阿尔
法生物、生物能物理学、人类潜能运动、融合教育、戴尼
提辩证法、觉醒、开悟、生命力、地球村、扬升大师、人类
潜能、自我实现、联网和转型。 

你可能还熟悉一些新纪元的操练和工具，例如：水
晶、瑜伽、追梦者、光环净化、女神崇拜、引导想象、超越
冥想、超个人教育、扬升大师、意识改变、居中、和疏导。 

新纪元运动不仅有可识别的术语，而且还使用了许
多可识别的符号。 你见过像彩虹、金字塔、三角形、三角
形中的眼睛、有翅膀的飞马、同心圆、光线、万字符、阴
阳、五角星上的山羊头、数字 666 或独角兽等符号吗？ 

说到此，我并不是说使用新纪元术语或佩戴新纪元
符号的人一定就是新纪元信徒，正如谈论神或佩戴十
字架并不使谁成为基督徒一样。 但是当你听到或看到
它们时，脑子里应该升起一面红旗。 

新纪元思想几乎已渗透到我们如今所读到和听到
的所有内容中。 下一代人将更多地面对这种哲学教学，
超过你我甚至所能想象的。 

新纪元思想的幕后者是谁？ 撒旦。 他知道他不能
以目前的形式向美国人推销东方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



4

义。 哦，不。 这个大骗子藉着重新包装他久以前卖给夏
娃的产品，以新纪元来做他的工。 

现在让我们来看蛇向夏娃许诺的四件事，然后再看
新纪元主义是如何巧妙地重新包装了撒旦最起初、最
必要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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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撒旦的欺骗

我们在创世记3:1-6中读到：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
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
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
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
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
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
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她
丈夫也吃了。 

这是撒旦的最佳欺骗。 看到这段话中与新纪元思
想的相似之处了吗？ 如今，撒旦正在招募皈依者，说：    

“如果你想引进新的纪元，就做我对夏娃所做的。” 撒
旦在伊甸园里至少对她采用了四个欺骗。 第一是自我
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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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发展 
“你们不一定死”

撒旦知道，我们对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他知道，如果
他能为我们提供摆脱死亡的出路，那么很多人就会接
受。 创世记3:4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新纪元教导如何回答对死亡的恐惧？ 藉着轮回的
学说，即死后会重生——不是在灵里——而是在肉体上
成为另一个生物或另一个人。 也许你今生是人，来生是
动物； 今生是男的，来生是女的。 

这概念是，你会不断地经历生死，并根据需要获得
足够的机会来完善自己。 “你不一定死”是另一种说法！ 
而且，如果相信轮回，那么你便相信人不会在死亡时面
对神的审判（记得，神是一种完全非人性的力量）。 

业力是这种自我发展之欺骗的另一方面。 什么
是业力？ 《美国遗产®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在人生阶段中行事为
人的总体效应，被视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换句话说，业力定律说，你今生所做的（称为业），
会影响到来生的命运。 藉着业力，你在为来生积德或积
报应。 

如果你今生的业力不好，那么你来生不会进步，反
而会退步一点。 也就是说，当轮回时，你可能成为“下一
等” 的生命形式，如鱼、蜘蛛或昆虫。 

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原因，有着高种姓人口并所
谓的贱民。 贱民是业力最差的最低阶层，因此他们从未
进化到更高的状态。 顺便说一句，这是导致阿道夫·希
特勒煤气炉的同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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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者还相信，每个人都藉着业力得到自己所应
得的。 如果你轮回为蜘蛛，那便是你所应得的。 这一切
的最终目标是达到涅磐，一个不再以个体存在，而是融
入到永恒的现实状态。 

八十年代中期，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出版了《危险境地》（Out On A Limb）一书，
讲述了她如何通过导灵和冥想来探索自己的前生。 在
前一次轮回中，她是衰亡的亚特兰蒂斯国（Atlantis）的
公主，在另一次轮回中，她是秘鲁的印加人（Inca）。 还
有一次，她是由大象抚养的孩子。 看似麦克莱恩女士在
尽力回避对神真正的认识！ 

雪莉·麦克莱恩如此描述了轮回的过程：“这就像是
演艺生涯。 你坚持去做，直到做对为止。” 我要补充一
点，轮回就像是在玩宇宙音乐椅。 我们不停地围着转，
直到音乐停止。 然后我们再起来，重新转。 

死亡和审判的问题不过如此！ 这种教导如何解决
邪恶的问题？ 很简单； 它否认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邪恶、
罪与苦难的现实。 

大多数人会说，受苦的孩子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 
受虐待的孩子也一样。 显然，这些孩子在上次的轮回中
做了什么，使他们陷入目前的境地。 考虑到这一点，我
们得出结论，世界上不存在不义或邪恶。 如果有些人如
今过得不好，也许来生会有更好的机会。 

你看到这如何为新纪元者轻松地解决了人生的问
题吗？ 甚至同性恋也可以通过轮回得到解释并使其合
理化。 新纪元女祭司麦克莱恩这样解释：“也许灵魂会
艰难地从女性过渡到男性。 比如，上一次轮回还有残余
的情感和吸引力。” 换句话说，你前生可能是个女的。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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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今生作为男的回来，你可能仍然有着那些使你
成为同性恋的女性倾向。 

你现在可能想知道，真有人相信这一切吗？ 这国家
有多少人相信轮回令人难以置信！ 

曼菲斯《商业诉求报》（Commercial Appeal）于
2000年1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灵性战胜
教义：婴儿潮一代谨慎与教会关联”。 记者特里·马
廷利（Terry Mattingly）报道了学者韦德·克拉克·鲁夫

（Wade Clark Roof）对婴儿潮一代的研究：

许多重生的婴儿潮一代认为，他们做出了适合
自己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的属灵决定。 一半的
人肯定世上的各种宗教都是“同样的良好与真
实”，而重生的基督徒越是年轻，就越有可能这
样说。 三分之一的重生信徒说，他们相信轮回
和占星术。 

自我辨别 
“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撒旦向夏娃许诺：“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
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以新纪
元术语来说，如果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通过
冥想、导灵，也许还有水晶，她就能看到已经在她里面
的神圣之光。 

毫不奇怪，新纪元者嘲笑基督教神学思想。 他们说
宗教的“经历”更为重要。 目标是感受，而不是思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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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 撒旦也同样认为！ 这是他为何挑战夏娃她“眼
睛就明亮了”。 

他希望人们有接触到他的经历——而不是神！ 他的
目标是，当人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会相信他们实际接触
到了神。 你是曾听到有人说：“我有次神秘的经历。 我接
触到了神。” 但他们没有接触到神。 

没有人能接触到神。 甚至没有人能看到神。 我怎么
知道？ 神告诉摩西：“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
面不能存活。”（出埃及记33:20）耶稣说：“从来没有人看
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
音1:18）

如 果 有 人 说 他 们 也 许 藉 着 超 越 冥 想 接 触 到 了
神，他们实际接触到的是模仿神的邪灵。 超越冥想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简称TM，在美国的许
多大学里教授。 这是撒旦许诺夏娃的那种虚假自我辨
别的入门。 有些人尝试了超越冥想，但失去了耐心； 在
急速寻求开悟的过程中，他们提倡使用迷幻药。 还记得
蒂莫西·莱利（Timothy Leary）吗？ 六十年代中期，莱利
称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迷幻药）为“他新宗教的
圣礼”，这与当今的新纪元哲学相呼应。 LSD 成为扩大
意识、开眼的圣礼。 

自我神化 
“你们便如神”

自我发展和自我辨别的最终结果是撒旦向夏娃所说
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
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强调是我的）新纪元信
徒会说：“我是神，自然也是。” 要知道，新纪元者是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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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pantheists）—— pan的意思是“所有的”，theist的
意思是“神”。 新纪元所教导的是，一切都是神，并神就
是一切。 泛神论也是印度教的基础。 

已故的陶恕博士（Dr. A.W. Tozer）——据我估计，是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灵修作家之一——说过以下这点：

历史经常证明，如果谁接受对神所不配的观
念，便是让自己向偶像崇拜之罪敞开大门，这
在本质上是对神特性的诽谤。 对神有健全的认
识至关重要。 由于神是一切宗教信仰的基础，
因此如果我们对神的观念有误，就会在所有其
它事情上误入歧途。 

新纪元者对神的概念是什么？ 宇宙是属灵的，而非
物质的。 它是由宇宙能量组成的。 神是一种非人性的
力量。 

基督徒说：“神是爱，神是智慧。” 但印度教徒说：     
“爱是神，智慧是神，一切都是神。” 神被非人性化了。 

因此，你我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就是神的一部分，神也
是我们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人成了自己的救主。 你不会
听到新纪元者谈论需要救主。 

比利时诗人埃米尔·卡默茨（Emile Cammaerts）
诠释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的话说：    

“当人类不再相信神时，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什
么都信。” 如果你想在新纪元文献中找到有关需要神来
使自己成为应该成为之人的信念，会是徒劳。 相反，你
会找到的是，在你里面已经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 你具
有内在的潜力； 你是神，你可以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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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泛神论者缺乏道德基础，因为他们不相信
善与恶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只是幻想。 为什么？ 因为如
果神是一切，那么邪恶就是神的一部分，正如善是神的
一部分。 那么，看似邪恶的并不真是邪恶，因为一切都
是神。 

哲学家兼作家艾伦·瓦茨（Alan Watts）被誉为西方
对东方哲学，如禅宗佛教等的主流诠释，他说：“人生就
像是一场戏，你看到好人和坏人在舞台上发生冲突，然
而在幕后，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从本质上讲，他是说神
和撒旦在幕后手牵手。 只是在表面，在舞台上，似乎善
与恶是互相冲突的。 

禅宗诗人僧璨曾在他《信心铭》（Verses on the 
Faith Mind，有关信仰的经文）的诗中写道: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毫厘有差，天地悬隔。 
欲得现前，莫存顺逆。 
违顺相争，是为心病。 
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想想泛神论者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美
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所说的：“如果神
是一切，那么邪恶是什么？” 这与新纪元的教导完全一
致。 如果神是一切，那么就不存在邪恶。 

东方哲学教导说，神是男是女，是正是负，是阴是
阳。 他是完美的，且这有时被称为罪。 一切都是道德的，
因为一切都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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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邪恶，那么我们的问题就不是罪，而是无
知。 治愈的方法就是开悟，这就是超越冥想的目标。 超
越冥想计划创始人玛哈礼希·玛赫西·优济（Maharishi 
Mahesh Yogi）说：

超越冥想使人们意识到蕴藏在内心深处无限
的能量、创造力和智慧宝库。 通过活跃这一最
基本的生活层面，超越冥想是一简单的程序，
可以将每个人及每个社会的生活都提升到最
高境界，使问题不再存在，而使完好的健康、幸
福、和快速进步成为生活的自然特征。 

学会超越冥想诵经的7步技巧，你也可以达到更高
的意识状态。 想象一个佛陀坐在树下，什么都不关心，
什么都不感觉，什么都不想——这是所有提倡者所追求
的开明属灵状态。 不要搞错，让新纪元者称你为神并非
恭维，因为蠕虫、蚱蜢以及地球上所有其它爬行动物也
都是。 在泛神论中，我们失去了照神形象所造之独特； 
我们和动物没有区别。 然而创世记1:27说：“神就照着
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节经文有没有说动物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没
有，但很多人希望你认为是。 大多数动物权利组织都认
为动物与人类享有同样的权利。 

凯蒂·麦卡比（Katie McCabe）在1990年2月号的     
《华盛顿人》（The Washingtonian）期刊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超级残忍》（Beyond Cruelty）的文章。 她在文章
中引用了美国人道学会生物伦理学高级学者迈克尔·
福克斯博士（Dr. Michael Fox）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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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动物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 动物有交
流，动物有情感，动物能思考。 一些思想家认
为，人类的灵魂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不朽的，
这便全然荒谬。 
说到此，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对动物残忍。 但我在

动物和照神形象所造的人类得享同样权利上划出了界
限。 

例如，印度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其泛神教导致了人类生命的贬低。 印度人禁止杀老
鼠，因为每只老鼠都是神。 

以印度德什诺克（Deshnoke）有600年历史的卡尔
尼玛塔寺（Karni Mata Temple）为例，该寺专门供奉一
位据信是杜尔加女神化身的女人。 供奉者喂养了居住
在那里的2万多只老鼠，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啮齿动物会
转世为圣人。 

1 9 7 7 年 7 月 号 的《 国 家 地 理 》杂 志（N a t i o n a l 
Geographic）刊登了一篇题为《老鼠，魔鬼的哈叭狗》

（The Rat, Lapdog of the Devil）的文章，文章说：“在
遭受饥荒威胁的世界里，它们（老鼠）会摧毁约五分之
一的粮食作物。 在印度，它们的掠夺将剥夺饥饿之人的
粮食，足以装满3000多英里长的货运列车。” 人们在挨
饿，因为他们相信每只老鼠都是神！ 

泛神论是自我神化的谎言，是撒旦在自我发展和
自我辨别之谎言上添加的。 撒旦的第四个谎言是“自己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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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决定 
“知道善与恶”

如果一切都是神，并神是一切，那么邪恶与善也都是
神。 你便无法在对与错之间划清界线，它们只是幻想。 
还记得艾伦·瓦茨（Alan Watts）对舞台上的演员所说
的——对与错在后台是好朋友吗？ 

你多少次听人说“嗯，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对的，但
对我来说不是”？ 这种思想被称为道德相对主义，它与
新纪元思想并驾齐驱。 相对主义最著名的说法由希腊
哲学家普罗塔戈拉斯（Protagoras）给出：“人是万物的
尺度。”

控制着庞大媒体帝国的有线电视巨头特德·特纳
（Ted Turner）宣扬了相对主义，他说我们不再需要

十诫。 他取而代之地撰写了《十项自愿倡议》（the Ten 
Voluntary Initiatives），其中涉及诸如“尊严、尊重和友
好待人”，保护“未受侵害的自然世界”，以及拒绝以联
合仲裁为由的军事力量。 所有新纪元者都相信全球化。 
他们希望通过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使世界成
为全球和平村。 

特纳说：“认为某样东西可以一成不变、成为一切
的规则是荒谬的。 这只有在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才
行...基督教是输家的宗教。 我不想任何人为我而死。 我
喝了几杯酒，有几个女朋友，如果这会让我下地狱，那
就下吧。” 特纳想要B.P.（和平前）和A.P.（和平后），而不
是B.C.（基督之前）和A.D.（安诺·多米尼，主年）。

 特德·特纳如何提议对其议程的执行也很有意思。 
他曾对广播电台的同行说，如果他们一起合作，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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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人们的态度和信念：“我们是决定人民态度的人，
这掌握在我们手中。”

这让你有点感到害怕吗？ 在此是说十诫已经过时
的人。 当然，对于新纪元者来说，这是完全合理的，就像
久以前对夏娃来说一样。 

道德相对主义有多普遍？ 2001年，巴纳研究小组
（Barna Research Group）进行了一项调查，以找出人

们对绝对真理概念的立场。 以下是他们所发现的：

成年人以 3 比 1 的比例（64% 对 22%）说，真理
总是因人与环境而异。 在青少年中，这种观点
更加不平衡，83%的青少年说道德真理取决于
环境，只有6%的人说道德真理是绝对的。 

这种道德相对主义被许多美国人接受，因为我们是
如此的务实。 我们不再问“这是真的吗？” 而是“这行得
通吗？” 我相信我们在反新纪元教导中遇到困难的部分
原因是，骗子几乎总是有先机。 

让我给你一点小小的练习。 二加二等于几？ 正确答
案是四。 没有其它正确答案，但有无数个错误答案。 

你看到魔鬼的优势了吗？ 真理不是相对的。 然而耶
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有多少个人，撒旦就可以用多少个谎言。 如果你不
喜欢这个谎言，他会给你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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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自私的欲望

除了采用欺骗手段外，撒旦还迎合人们的心——其自私
的欲望。 创世记3:6 说：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
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
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如果猎人想要捕熊，他会用肉。 如果渔夫想要钓
鱼，他会用虫子。 如果观鸟者想要观鸟，他会放鸟食。 
如果你想用圈套引诱人，就承诺繁荣、快乐、权力和成
功——所有这些都由新纪元哲学倡导者推动。 

只需访问超越冥想官方网站，它提供了以下的好
处：对于头脑，超越冥想承诺提高智力，增加创造力，拓
宽理解力，提高感知； 对于身体，超越冥想承诺降低血
压，改善健康，减少焦虑和压力，逆转衰老，让你有深度
睡眠； 对于行为，超越冥想承诺提高产率，改善工作关
系，减少药物滥用，并提高自我认识和放松感； 它甚至
承诺减少暴力死亡、犯罪、冲突，并改善生活质量。 

新纪元说你能拥有这一切。 但这些承诺只是撒旦
在伊甸园掩盖的谎言。 查看新纪元最畅销的书，由拿
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所著，名为《思想与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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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and Grow Rich），在大多数书店和新纪元网
店的“建立财富” 区销售。 书的封底承诺：“如果你学习
并应用在此所揭示的简单基本技巧，你将掌握真正并
持久的成功秘诀。 你就可以拥有生命中想要的一切。”

这本书的目录包括“信念：想象并相信愿望的实现”、 
“自动暗示：影响潜意识的媒介” 和“第六感：通向智慧

之殿的门” 等章节。 
希尔曾被引用说：“你的心态是可以直接控制的，你

必须使用自律，直到你建立积极的心态。”——你的心态
会吸引最终成为你的一切。 他还被引用说：“人的头脑
可设想和相信的，就可以实现。”

希尔说，这些想法是由无形的朋友，徘徊在他上方
出窍的灵魂传达给他的。 他称它们为“大师学校”。 他们
告诉他把这些“真理” 传给世人。 

许多企业都使用新纪元从业者来提升业绩。 他们
不会想用福音传道人来增加销售和产率。 

1 9 8 7 年 1 1 月 2 3 日 的《 财 富 》杂 志（ F o r t u n e 
Magzine）说：“大师们已经调整了他们的标准程序，以
适应商业客户，并在一些仍在寻寻求产率问题答案的
企业中发现了快速增长的市场。” 

这些“标准程序” 是什么？ 其中包括论坛（正式为
EST， Erhard Seminar Training，艾哈徳研讨会培训）、
科学教（山达基）以及旨在提高工作场所产率和健康状
况的许多其它潜在群体。 

要小心。 许多这一类的程序（并非全部）都是以私
欲包裹的撒旦的欺骗。 当撒旦迎合夏娃的私欲时，夏娃
怎么了？ 她上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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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巧妙的伪装

撒旦使谎言吸引人的第三点是采用巧妙的伪装。 巧妙
是他的商标。 让我们回到创世记，我们在那里读到：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
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
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当你读到撒旦伪装成蛇时，不要以为他看起来可怕
或令人厌恶。 希伯来语用nachash作“蛇”，意为“闪亮
的”。 万一你不知道，撒旦开始以光明的天使出现（见以
赛亚书14:12及哥林多后书11:14）。 当他出现在伊甸园
时，他并不是我们如今所想的可怕的爬行动物。 他非常
有魅力。 

魔鬼如今仍以光明的天使出现——这在新纪元运
动中尤其如此。 例如，一种“正面”的新纪元操练是瑜
伽，意思是“合一”。 你有没有想过瑜伽是什么？ 

《美国传统®英语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瑜伽定义为      

“一门印度教学科，旨在训练意识，以实现完美的属灵
洞察力和宁静。” 瑜伽网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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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意味着合一。 传统上，瑜伽的目标是
与被称为婆罗门的绝对者、或与真正自我的阿
曼的结合。 如今，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瑜伽的
实际好处，包括改善体能、头脑清晰、自我认
识、压力控制和总体健康。 然而，对于大多数
瑜伽士来说，灵性是大多数操练的主要基础…
瑜伽有四个途径：1）知识（Jnana），知识或智
慧之道； 2）虔信（Bhakti），信爱之道； 3）行为

（Karma），行为之道； 和 4）胜王（Raja），自制
之道。 

1983年1月/ 2月的《人文主义者》（The Humanist）
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纪元宗教”的文章。 作者说：

我深信，人类的未来之战必须在公立学校的课
堂上由教师们发动并赢得，他们必须正确地认
识到自己新信仰传教者的角色：一种承认并尊
重神学家所谓的人类神性火花的人类宗教。 这
些教师必须体现与最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传教
士同样的无私奉献精神，因为他们将成为另一
种传道人，利用教室而不是讲坛在他们所教的
任一学科中传达人文主义价值观，无论在哪个
教育层次——学龄前日托还是大型州立大学。 

重新包装新纪元，改名，放在学校里，以科学出售。 
就是这样——新纪元戴着巧妙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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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战略传播

撒旦有欺骗的计划还不够，他还要有传播计划的方法。 
你知道魔鬼有传道人吗？ 创世记3:6 说：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
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
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强调
是我的）

要 知 道，撒 旦 激 发 夏 娃 成 为 他 的 传 道 人 。 新 纪
元 多 年 来 有 许 多 传 道 人 ：雪 莉·麦 克 莱 恩（S h i r l e y 
MacLaine）、埃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玛丽安·
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达赖
喇嘛（Dalai Lama）、多琳·维尔特博士（Dr. Doreen 
Virtue）、路易丝·海（Louise Hay）。 

科 学 教 教 会 于 1 9 5 0 年 推 广 了《 黛 安 蒂 斯 》
（D i a n e t i c s）计 划，是 根 据 罗 恩·哈 伯 德（L .  R o n 

Hubbard）于1950年推出的畅销书《黛安蒂斯：现代
心理健康科学》（Dianetics: The Modern Science Of 
Mental Health）——目前在世界各地以53种语言在150
个国家出版。 该计划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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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蒂斯揭示了你生命中痛苦、不愉快和自我
怀疑的唯一根源——无意识的、潜意识的或反
应性的头脑，并告诉你如何摆脱...黛安蒂斯技
术将带你经历你生命中最挑战的旅程，一个进
入你脑海的旅程，并发现自己真正的潜力（这
比任何人允许你相信的都要多很多！）黛安蒂
斯会让你对自己的思想有初步的了解，由什么
组成的，如何运作的； 会解释阻碍你照所应该
的去体验生活的障碍来源； 你会了解造成压
力、焦虑、不安全感和无名恐惧的原因。 

但是，在撒旦谎言的战略传播中，是否不仅仅是黛
安蒂斯被宣传？ 绝对。 你只要去当地的书店。 在那里，
你不仅可以找到数百本书的作者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
通往幸福之路，你还可以找到购买点的展示，研讨会的
机会，等等——所有这些都旨在藉着进入自己的属灵旅
程来创造一个新的你——在你里面的神！ 

别忘了互联网！ 在互联网上简单地搜索“新纪元” 
一词，你会搜到数以百万个网站，大力推广这种由魔鬼
启发的哲学，藉着程序、操练、交易工具、甚至教会会
员！ 没错。 

教堂不再是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如今，许多所谓     
“教会”的大门已在向教授普世信念的人敞开。 寻求中

的灵魂会在那里找到他们要找的。 请记住，撒旦可以伪
装成光明的天使。 但当谎言被揭穿时，就只是原来的撒
旦穿着新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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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朋友，新纪元无处不在。 谁也避不开其影响。 让我留给
你警告和邀请。 

首先，从提摩太后书3:1-7而来的警告：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
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
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
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
你要躲开。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
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
诱，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新纪元运动的信徒常常学习，却不能明白真道。 我
们应该如何回应？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我们必须持守神
真理的知识。 

只有一位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圣经的真神。 
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将在审判中面对他，只有一个办
法可以逃脱：今天来到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主和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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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其次，我们必须与在寻求中的灵魂分享神的真理。 
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的传道人。 你会求神把你
带向寻求真理的人吗？ 你会以他的力量跟进，服从那呼
召吗？ 光阴似箭。 现在是时候。 

最后，如果本册的内容刺痛了你的心，你想知道自
己相信什么、是否得救了，我恳请你读以下的结束恳
请，并求神拯救你。 



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
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
书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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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快节奏、自我关注的世界中，很难找到高质

量的圣经教学，更不用说简化深奥的真理以便应

用于日常生活的教学。 在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希望通过爱主音·

罗杰斯牧师/老师（Pastor Adrian Rogers）对永恒

真理的教导，来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中更加深入。

我们致力于将他生平所分享的简单明了的属灵

智慧更容易地与非基督徒、并刚信主的、及成年

的信徒分享。 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传耶稣福

音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加强与神的关系。

寻 找 答 案 和 鼓 励 ，请 访 问
中文于  LWFChinese.org   |   英文于  lw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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