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  張迅     弟兄  )  

第七講 可察覺的同在

[預備領受異夢﹑異象(續)]

4。預備重點是信徒們應盡本份學習隨時隨地進入聖靈的同在﹐以便領受聖靈引導

a) 體的安息﹕有安靜靈修時間(長短不拘﹐不同靈修如查經﹑禱告﹑敬拜需不同時段)

b) 魂的集中﹕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所以當思念天上的事﹐晝夜思想神的話語(此類

操練不受地點限制)
(詩1﹕2-3)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c) 靈的釋放﹕恩膏斷開沉重軛﹐不僅常常浸泡聖靈同在的氛圍中﹐渴慕領受聖靈的

膏抹﹔更要操練釋放信心的(內在)恩膏﹗

d) 寶血潔淨﹕無罪的糾纏

由於生活事奉中時間地點身體的限制﹐操練魂的集中和靈的釋放更顯重要

5。禱告生命的實際﹕剛開始操練可多參加先知性聚會﹐但長遠之計在於個人禱告生

活的成形

(太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

察看，必然報答你。

6。睡前靈修﹐思念天上是得異夢的重要準備(但不是必要條件)

7。常常方言禱告﹕方言禱告是“靈禱告”(林前14﹕14)﹐主要目的是禱告﹐但有力

的方言禱告也釋放出恩膏﹐使屬靈人得膏抹﹐越操練越強健﹐各樣屬靈感官越靈敏。

隨著方言禱告操練的質量和數量的增加﹐一般而言先知性經歷的次數﹑廣度和深度也

會增加。使徒保羅就是一很好例子(“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林前

14﹕18)

問﹕保羅為何有許多異象記載?

- 愛神愛人﹕“最大的是愛”(林前13﹕13)神不斷加增保羅的屬天之愛﹐使他力上加

力﹐恩上加恩。

- 謙卑﹕“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林後12﹕1﹐9)

- 所作之工乃為主﹕“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著神蹟、奇事、異能，顯出

使徒的憑據來”(林後12﹕12)

- 親密與神同行﹕時常為事工和肢體禱告(多在夜間)﹔

- 常用方言禱告﹕(林前14﹕2,4,14,18)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裡卻

是講說各樣的奧秘。。。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

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問﹕如何在很短時間除去靈裡的沉重軛

答﹕

- 除去靈裡的沉重軛是聖靈的工作﹐重質不重量﹐瞬間神就能成就﹔因此即使我們有

時極其繁忙﹐只要有適當訓練﹐還是可以隨時隨地進入神的同在。

- 首先我們必須經過一個長時間在神面前與神相交(敬拜/靜默等待/默想/禱告/方言)

的階段﹐對如何進入同在越來越熟練﹐然後就可總結一套自己方法。

- 方言禱告極其有效﹐應體會內在恩膏由裡往外如活水涌出﹐突破一切捆綁﹐進而全

人被聖靈充滿。

[異夢和異象的開啟]

在明了如何“預備領受異夢﹑異象”後﹐異夢和異象的開啟乃是聖靈和個人之間

的“互動”﹐其主權﹑時間﹑地點﹑方式和程度皆在於神。

-主權﹕神的應許/個人渴慕

-方式﹕聖靈膏抹/個人按手/天使傳遞膏抹/耶穌造訪

-地點﹕個人領受(靈修,禱告,禁食﹐敬拜﹐睡眠中)/集體領受(聚會)

-時間﹕任何時候﹔等待可長可短

-程度﹕一般開啟經歷(異夢和異象皆同)主要包括屬靈視覺和聽覺﹐

a)“黑暗”中開始見光﹕單一或不同顏色(藍色/紅色/黃色等)﹔不同形狀

b)簡單圖像﹕黑白或有顏色﹔清楚或模糊

c)簡單動作﹕瞬間或幾秒鐘

d)簡單意念(“旁白”)﹕有時會有問話提示

e)"投入感”不強﹕如“旁觀/看電影”

若膏抹程度加深則更多屬靈感知參與

a)顏色鮮艷

b)有對話﹐有動作

c)個人投入感較強﹐甚至魂遊象外

注意﹕

-膏抹程度和方式並不是重點﹐神的心意(信息)才是﹗重要是求解釋(跟進)和應用

-領受先見性恩膏後還要操練才可持守並增加

-對剛起步的信徒而言﹐如果主賜的異象比較明顯(如顏色鮮艷﹐或個人投入感較強)﹐

或聖靈強烈印證﹐則一般疑問較少。但很多時僅是一幅不太清楚的圖像﹐所以必須小

心﹐不要輕易否定錯過。(參“異象種類”)

-聚會後回家應準備接受異夢

[個人操練步驟]

注意﹕

- 等候神預備一般著重靈裡的“聽”﹐而先見性操練著重靈裡的“看”和其他屬靈感

知
賽29﹕10)因為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你們，封閉你們的眼，蒙蓋你們的頭。你們的眼就是



先知；你們的頭就是先見。 

- 開始時眼睛應閉起。操練成熟﹐則隨時可進入“接收”狀態。

第一部份﹕內在/靈裡進入神的同在﹔點亮“耶和華的燈”

- 屬世心思意念逐漸停止﹐意識逐漸內轉﹐注意力集中在神(此部份如同開始等候

神)﹔

-  關鍵在於渴慕神(“靈裡的方向”定在神的寶座)﹔若有聖靈引導也可禁食

- 基本幫助注意力(悟性)集中的方法﹕

a)隨有先知性恩膏音樂敬拜

b)輕聲方言禱告(“悟性沒有果效”- 不想雜事)

c)默想經文(神的寶座/十字架)﹔可問聖靈當用何經句

第二部份﹕靈裡相交

1。若神賜下則領受異象(參“異夢和異象的開啟”)﹕參與/詢問/回應/記錄

2。若無則沉浸在神的同在﹐與神靈交對話(對話/意念/感知)

-問神為何事/何人禱告(方言與悟性)(參作業二)

-求神繼續在異夢中溝通

總之﹐任何花在神身上的時間都不是枉然的。

[操練過程注意事項]

- 單單渴慕神而不是異象

- 保持心裡仰望渴慕神﹔專心敬拜﹐不要理會周遭發生事情

- 體會並享受神同在的恩膏﹕熟悉靈裡和身體對恩膏的反應可迅速判別同在﹐加添信

心﹐吸取恩膏

集體操練﹕

- 靜待神個人的膏抹(耶穌/聖靈/天使/講員按手)

- 會前/會中/會後持守得膏抹的信心(主權在神﹔拒絕控告和消極)

- 體驗恩膏(敬拜/預言/醫治/爭戰等)的流動﹐進入聖靈的同在﹐有無異象已不重

要。- 保守喜樂平安至入睡。神大可賜異夢﹐因你的心渴慕。

[異象操練進階] (僅供參考)

-閉眼可以接受簡單異象﹐有基本解釋﹕入門

-閉眼可以投入異象﹕“觀顏察色”﹐有問有答(運用多種屬靈感官)

-無干擾睜眼可以接受異象﹕開始進入教會事奉必需

-隨時可以接受異象﹕先知性事奉根基

[異夢操練進階] (僅供參考)

-不常有異夢﹐禱告後有簡單解釋﹔一般是個人引領教導

-異夢開始有規律(時常)﹐個人引領教導範圍擴展(神“介入生活”)﹐開始有教會和



國度性的夢

-幾乎天天都有異夢﹐教會和國度性的夢加增﹕先知性呼召彰顯

[成熟先知可達之層次]

-成熟先知的標誌之一是靈界造訪和爭戰頻繁

-還未達到完全成熟的先知們似乎可用“先知/Prophet”(預言)和“先見/Seer”(異

夢和異象)來簡單劃分

-但成熟的先知們似乎已不可如此簡單劃分(預言﹑異夢和異象相通)

(撒上9:9) （從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問　神、就說、我們問先見去罷．現在稱為先

知的、從前稱為先見）

-撒母耳被稱為先知(撒上3:20)，也被稱為先見(撒上9:11)。

(撒上3﹕19-20)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從但到別

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 
-迦得被稱為先知，也被稱為先見(撒下24﹕11)。

(撒下24﹕11)大衛早晨起來，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迦得，就是大衛的先見，說： 
-聖經裡有關先知和先見的說法﹕

(代上29﹕29)大衛王始終的事都寫在先見(seer/ro'eh)撒母耳的書上和先知

(prophet/nabi')拿單並先見(seer/hozeh)迦得的書上。 

(僅供參考)聖經學者們對ro'eh和hozeh的具體區別沒有定論﹕

a)從聖經前後文似乎可說

ro'eh - 偏重指異夢(例如撒上3﹐撒母耳第一次先知性經歷即是異夢中被四次叫醒)

hozeh - 偏重指異象﹔

b)從經驗觀察而言﹐剛起步時一般異夢較多則異象較少﹐反之亦然。而從第一次先知

性經歷往往可知異夢或異象之側重

d)隨著先知性恩賜的成熟﹐異夢和異象應會平衡

prophet - Easton's 1897 Bible Dictionary :

(Heb. nabi, from a root meaning "to bubble forth, as from a fountain," 

hence "to utter", comp. Ps. 45:1). This Hebrew word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generally used for a prophet. In the time of Samuel another word, 

_ro'eh_, "seer", began to be used (1 Sam. 9:9). It occurs seven times in 

reference to Samuel. Afterwards another word, _hozeh_, "seer" (2 Sam. 

24:11), was employed. In 1 Ch. 29:29 all these three words are used: 

"Samuel the seer (ro'eh), Nathan the prophet (nabi'), Gad the seer" 

(hozeh). In Josh. 13:22 Balaam is called (Heb.) a _kosem_ "diviner," a 

word used only of a false prophet.

seer - Easton's 1897 Bible Dictionary :

a name sometimes applied to the prophets because of the visions granted to 

them. It is first found in 1 Sam. 9:9. It is afterwards applied to Zadok, 



Gad, etc. (2 Sam. 15:27; 24:11; 1 Chr. 9:22; 25:5; 2 Chr. 9:29; Amos 7:12; 

Micah 3:7). The "sayings of the seers" (2 Chr. 33:18, 19) is rendered in 

the Revised Version "the history of Hozai" (marg., the seers; so the 

LXX.), of whom, however, nothing is known. (See PROPHET.)

[操練] (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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