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  張迅     弟兄  )  

第一講 得恩賜﹐操練恩賜﹗

[見證分享] 得恩賜﹐操練恩賜﹗ (2008-03) 

三月初劉師母邀請我與醫治團隊分享有關此課程的異象。隔天我抱著孩子聽錄音時﹐

不知怎麼MP3開始不停重複﹐“得恩賜﹐操練恩賜﹗”(可能是他的腳) 突然間我明白

神關于本次上課之心意﹐這就是我們的目標﹗這也應是生命河今年著重之一。

去年教授此課程時我看到神的恩賜如傾盆之雨降下(神啟示所看到的恩賜﹕方言﹐異

夢﹐異象﹐解釋等)。今次神既再應許﹐機不可失﹗“天國是要猛烈進入的”﹐關鍵

在於我們的信心﹐求神加添。讓我們在信心中先得恩賜﹐再三操練﹗

[異夢] 劉牧師說要“生命讀經”(2007-11-28)
我站在昏暗的大庫房中﹐左前有一門打開﹐日光泄入﹐眼前一排開蓋的大木桶。進前

看﹐ 每桶各裝不同的豆﹐尖尖滿滿。我手裡有一帳簿﹐逐一記下。

青草地上眾人相聚坐下。劉牧師走來告訴我說將要推行“生命讀經”﹐一弟兄搶先接

口說他知道是怎麼回事﹐然後說出一年讀完聖經一遍當如何行。我發現自己回答

說﹐“我不僅已在讀經(字句)﹐而且還操練屬靈文字”。眼前出現一尺見方大白紙﹐

發現其上寫滿練習所寫之靈文基本筆劃。

眼前出現四隻漂亮發光的黑色浮水玩具鴨﹐ 其頸上有一寬金邊﹐有兩只鴨是我的。四

只鴨浮在地上一小圓水池。我發現其中兩隻兩肋皆破洞進水﹐眼看將沉﹐一陣風從吹

過池面﹐穿過兩肋皆破洞, 這兩隻鴨居然乘風而上﹐飛離小池﹗

(過一陣子﹐教會果然宣佈2008年要進行“生命讀經”﹐幫助會眾一年讀完聖經一遍)

第一段﹕神要行大事﹐數點軍兵

● 左前有一門打開﹕屬靈之門(“左”)打開﹐神的時間已到﹗

● 庫房﹕神多年的預備 
● 豆﹕教會會眾﹔加水(神的話)即可成長

● 分類而裝﹕神已賜下不同恩賜和呼召

● 記下﹕數點之時已到﹐神要做事

第二段﹕裝備末忘聖道與聖靈並行

● 青草地﹕ 神給安息(詩23)﹔敵人面前擺設宴席

● 劉牧師/“生命讀經”﹕神顯明當前計劃

● 弟兄搶答﹕有待完全體會神的深意﹐暫停於LOGOS層次

● 操練屬靈文字﹕RHEMA(“靈文”)﹔不僅要讀字句(LOGOS)﹐更要行出操練

(REHMA﹐ “手寫”- 右手代表能力﹐詩109﹕31)



第三段﹕不願被神破碎操練者將無法進入神的復興

● 四 - 神的國度

● 黑色 - 神的奧秘(伯12:22﹐申4:11-12)
● 金邊 - 屬天(啟1﹕13)
● 小池 - 眼前困境

● 水 - 神的話 (“生命讀經”)
● 兩肋皆破洞 - 被神破碎(啟1﹕7)
● 兩隻鴨乘風而上 - 神在其子民(“四”)中的揀選(四取二﹐參太24﹕36-42)
● 風 - 神的作為﹐帶領我們進入眼前無法想像之新天地

總結﹕

1.所有神跡奇事與屬天供應都和瑞瑪(RHEMA)有關﹐而操練屬靈恩賜是讓瑞瑪(聖靈凡

事指教﹐約一2﹕27)﹐在我們事奉生活彰顯引導的重要途徑。

希臘文的「道」字，有二個不同的字：

● 洛哥斯(logos) - 神已說的話(如聖經)

● 瑞瑪(Rhema) - 神正說的話(如聖靈帶領﹐先知預言)

趙鏞基牧師﹕“瑞瑪是一種特定的言語，在特定的場合向特定的人而發。”

(約一2﹕27-28)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

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小子們

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注﹕異夢異象中﹗- 參約14﹕21)，我們就可以坦

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約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住在主裡面":越操練﹐神的同在越彰顯在我們日常生活事奉中﹐異夢異象就越多﹐此乃操練

異夢異象之要訣﹗同在更深則神的大能彰顯﹐榮神益人。

異夢異象從禱告開啟﹐因膏抹滋長﹐在愛裡完全!

2.全地轉化已經啟動﹐生命河的會眾在今年不僅每日讀經﹐且操練屬靈恩賜﹐這正是

神的“雙管齊下”﹐聖道與聖靈並重﹐真乃屬天策略﹗

[課程簡介]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張迅 弟兄) 

(2008/4/6 – 6/22) 為承接神對末世子民的應許(珥2﹕28-29﹐徒2﹕17-18)﹐本課

程不僅闡述異夢與異象之精要﹐幫助聖徒們在聖經基礎上對異夢異象有基本了解﹐更

著重操練﹐發現屬靈恩賜﹐培育先知性恩膏﹐以至榮神益人﹐指證耶穌(啟19﹕10)。

1。 承接神對末世子民的應許(珥2﹕28-29﹐徒2﹕17-18)



2。 闡述異夢與異象之精要﹐幫助聖徒們在聖經基礎上對異夢異象有基本了解

請網上收聽上季“異夢與異象”課程。上季課程有系統講解﹐此次將順聖靈帶領取精

要而教﹐並有新的延伸教導。

有關異夢與異象常見問題(網上參考)

3。 更著重操練﹐領受發現屬靈恩賜(羅12﹕6)﹐培育先知性恩膏

(羅12﹕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

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A。“看得合乎中道”(羅12﹕3)包括領受發現屬靈恩賜並按逐漸進入按恩賜事奉﹐此乃

屬靈成熟標誌之一。

(羅12﹕6)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雅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認識自己的服事位分並持守(林前12﹕4-7)

1Co 12:4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1Co 12:5  職事(office,呼召)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1Co 12:6  功用(operation,運作)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

1Co 12:7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弗4﹕11-13)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

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從發掘操練恩賜開始﹐我們一生呼召常常在異夢異象中被神揭示﹐同時祂也興起環境﹐使我

們在祂一波又一波的運作有分﹐在特定的時候﹐進入我們的命定。因此操練恩賜﹐命了呼召

極其重要﹐否則神的時候到了卻無法被用﹗

異夢與異象專區(http://groups.google.com/group/76dreams)

舊約先知

新約使徒

近代聖徒們﹕

- 宣信﹕有關中國的異夢

- 佈道家希克斯(Tommy Hicks)﹕關乎基督身體和末世事工的異象 

- 郭傳誠姐妹﹕中國宣教的异夢  

- 主賜倪柝聲弟兄有關同工的異夢 

- 宋尚節博士的十架救中國夜間異象

http://helpersofjoy.org/Big5/4/dv_faq.html


- 富勒神學院分析穆斯林皈依基督教﹕27%決志穆斯林說異夢和異像乃重要因素

- 六七十年代印尼大復興﹐無數神跡奇事﹐異夢異象

B。領受發現屬靈恩賜的方式(提後1﹕6-7)

(提後1﹕6-7)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再挑旺起來。  因為神

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pneuma﹐靈)，乃是剛強(dumanis,特別指神跡奇事的能力意 - 聖

父)、仁愛(agape love﹐神的愛﹐愛眾人的心- 聖子)、謹守(sophronismos﹐自律 - 聖靈)

的心。

(2Ti 1:7)For God did not give us a spirit of timidity (of cowardice, of craven 

and cringing and fawning fear), but [He has given us a spirit] of power and of 

love and of calm and well-balanced mind and discipline and self-control. 

 

- “賜給我們”﹕基督徒信主後在聖靈裡重生﹐不再是膽怯之舊我﹐更有聖靈內住﹐靈裡理

當興旺﹗

- 我們要有信心﹐因神已應許﹔既然應許﹐我們的信心當“如火再挑旺”。不管過去如何﹐

我們對於異夢異象應當說﹕“我們也要﹗”

- 操練中神會用不同方式賜下恩賜﹐重要的是單純渴慕﹗

C。操練屬靈恩賜﹕從恩賜運作的角度看“心”和“剛強、仁愛、謹守”(提後1﹕6-7)

- 心(pneuma﹐靈)﹕恩賜運作與我們的屬靈人有關(羅1﹕9)﹐其結果之一乃使我們“堅固”(羅

1﹕11) ﹔異夢異象乃神開啟我們屬靈人的感官﹐超自然與直接與我們溝通﹐使我們堅固走天

路﹐見證耶穌。

pneuma(pnyoo'-mah)
From G4154; a current of air, that is, breath (blast) or a breeze; by analogy or figuratively a 
spirit, that is, (human) the rational soul, (by implication) vital principle, mental disposition, 
etc., or (superhuman) an angel, daemon, or (divine) God, Christ’s spirit, the Holy spirit: - 
ghost, life, spirit (-ual, -ually), mind. Compare G5590.

(羅1﹕9)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spirit)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的提到你們； 
(羅1﹕11) 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原意﹕堅持

走同一方向﹔力量加增)。

- 剛強(dumanis,特別指神跡奇事的能力意 - 聖父)

dunamis(doo'-nam-is)

forc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specifically miraculous power (usually by 

implication a miracle itself): - ability, abundance, meaning, might (-ily, -y, -y 

deed), (worker of) miracle (-s), power, strength, violence, mighty (wonderful) 

work.

- 仁愛(agape love﹐神的愛﹐愛眾人的心- 聖子)﹕

agape(ag-ah'-pay)



love, that is, affection or benevolence; specifically (plural) a love feast: - 

(feast of) charity ([-ably]), dear, love.

- 謹守(sophronismos﹐自律 - 聖靈)的心

sophronismos(so-fron-is-mos)'

discipline, that is, self control: - sound mind.

(撒上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

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約16﹕2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

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D。恩膏乃恩賜良好運行關鍵﹐需要時常注意陪育(猶1﹕20-21). 讀經﹐禱告﹐敬拜乃

個人重新得力﹐恩膏更新的三大來源。

(猶1﹕20-2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

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4。以至榮神益人(弗4﹕11-13﹐希2﹕1-4)﹐指證耶穌(啟19﹕10)。

(希2﹕1-4)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我們若忽略這

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后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神

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跡、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A。聖道﹕我們“鄭重所聽見的道理”

B。聖靈﹕神的心意乃是又“用神跡、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所以我們當操練恩賜。

(啟19﹕10)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

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總結]

“得恩賜﹐操練恩賜”不僅限於異夢異象﹐但我們希望通過此異夢異象入門課程﹐引

導會眾照提後1﹕6-7的教訓在以下四方面立下良好根基﹔

● 內在屬靈人的開啟操練(“心”)

● 得超自然先見性恩賜並得膏抹 (“剛強”)

● 因得見神而敬畏﹐愛神愛人之心日增 (“仁愛”)

● 凡事順服聖靈帶領﹐研讀聖經成為最愛﹗(“謹守”)

當神在異夢異象中彰顯自己向我們說話後﹐或許我們可以開始明白先知約伯的心聲﹕



(伯42﹕1-6)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

的。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或作：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作業一] 
請閱讀“靈風吹來”(梅塔利) 全文。
http://b5.ctestimony.org/2004/20040118.htm
重點﹕

第二章　靈風吹來

第三章　神怎樣對付每一個人

第十三章　神用很多方法對我們說話

[操練]
詩篇一百三十四篇：“耶和華的仆人，夜間站在耶和華的殿中，你們當稱頌耶和華。

你們當向圣所舉手，稱頌耶和華。愿造天地的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們。”

網上論壇﹕http://groups.google.com/group/dv_sunday_class

異夢與異象專區﹕http://groups.google.com/group/76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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