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  張迅     弟兄  )  

第八講 深淵與深淵響應

[異夢](2008-03-23)地下火山將突發

在夢中發現自己處在一巨大可容納許多人的地下大廳﹐不僅空無一人﹐而且所有牆

壁﹐天花板和地上都結滿厚厚一層冰。轉眼一看﹐右邊牆上有一不起眼的小門﹐裡面

是一狹小的房間﹐同樣四面結滿厚冰。突然間發現正前方的牆上有一小圈紅光﹐仔細

一看﹐極大的恐慌臨到我﹕地下火山的熔岩若隱若現﹐僅有一層薄冰隔著﹗我急忙沖

出小房間﹐隨手關上門﹐知道如果火山真的穿牆而過﹐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得趕快

警告地面上的人。

上到地上要經過一條極窄的彎曲地道﹐幾乎使我窒息﹐如同再出母胎的感覺。我發現

自己正站在中級老官僚的桌前﹐聽了我的緊急描述﹐卻若無其事的問我﹐“你有沒有

一套完整的觀察統計數字來證實你所說?”

接下的夢之簡要﹕趕鬼釋放﹔在人群中找瞬間走失的孩子﹔一愛主但與先生有時不太

融洽的姐妹家有兩個新門

印證﹕

此夢前天新疆有地震﹐過後不久美國中西部有地震(04-18)﹐緬甸有風災(05-02/03)﹐

四川有地震(05-12)

解釋﹕

-冰封﹕被神封住(“水”代表神的話)/暫時停止﹐直到神的時間到﹗

-右邊小房間﹕所有已發生的“天災”僅是前奏(“右”代表起先)﹐局部性(“小房

間”)

-左邊大廳﹕下一階段將影響全球

-彎曲地道/幾乎窒息﹕地獄不是人呆的地方/隱秘幽暗世界

-官僚的反應﹕世人不察覺也不悔改﹐無法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趕鬼釋放﹕教會應當興起﹐抵擋魔鬼拖人下地獄

-在人群中找瞬間走失的孩子﹕神讓體會祂愛世人的心

-愛主但與先生有時不太融洽的姐妹﹕耶穌的新婦/教會

-家有兩個新門﹕新的面貌(“門”)做見證(“2”)

總結﹕

世局已進入天災人禍的動蕩階段﹐神提醒教會應興起發光﹗

(摩4﹕13)那創山、造風、將心意指示人、使晨光變為幽暗、腳踏在地之高處的，他的名是耶

和華萬軍之神。

(摩3﹕7-8)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他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  獅子吼叫，誰不懼怕



呢？主耶和華發命，誰能不說預言呢？ 
(徒2﹕17-18)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

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問﹕我怎麼知道是否已被膏抹?

答﹕如果膏抹程度較深則一定知道。

- 一般有此問題的人常常是處在恩膏運行的環境中因信心或神恩典“吸取”了一些恩

膏﹐但若不操練和鞏固(個人尋求神﹕禱告﹐敬拜﹐讀經等)﹐恩膏會逐漸“流失”。

- 另外可能是有的恩膏不太“外在”彰顯(如某些先知性恩膏屬“輕靈”類)﹐若對恩

膏內住的反應不熟悉則不易察覺﹐可能需要一些時日和機會才可發現(特別是在事奉

中,或開始做異夢﹐禱告中見異象)

- 還有是恩膏經過不同器皿(如不同講員)帶出不同“感覺”﹐所以可能與聽眾的期望

不同。(例如一定要倒地或極大反應)。

- 不要固守成規﹐要看聖靈是否印證。不要只注意膏抹也要看真理的教導﹐因恩膏要

斷開沉重軛﹐真理要讓我們自由(約8﹕31-32)。

 [每天15分鐘方言操練]
(僅供參考﹐不可停止其他形式的靈修禱告﹐主要操練屬靈聽覺和感覺以及強健內在屬

靈人)
請聖靈提示為何人或何事代求﹐然後意念集中在此人事物﹐用方言迫切禱告

- 建議站著禱告﹐雙手可活動﹕幫助體驗內在恩膏的外流(口和手是內在恩膏外顯的主

要途徑)
- 方言禱告的關鍵在於體會恩膏如活水往外流﹕

a) 最好是大聲禱告﹕幫助恩膏外顯(強健內在人)和操練屬靈感知 
b) 開始操練時發聲速度儘量慢(約1/4平常說話速度)﹐體驗方言的轉折﹐幫助方言成熟

-“意念集中在人事物”﹕有時會“感覺”到方言的內容(屬靈感覺)﹐操練成熟即為解

釋方言恩賜的成形(注意﹕不是逐字翻譯)﹐並且幫助進入“預言的靈”

- 若有引導則進入先見性禱告(參“簡單先見性代禱操練”)

進深操練﹕

- 用正常言語速度方言禱告有同樣果效

- 不出聲方言禱告有同樣果效

[簡單先見性代禱操練]
(僅供參考﹐幫助明了屬靈運作原則﹐主要操練屬靈視覺﹐聽覺和感覺)
- 建議站著禱告﹐閉起雙眼﹐雙手舉起(幫助體驗恩膏)
- 輕聲方言禱告﹐開始覺察內在恩膏的外流(口和手)
- 請聖靈提示為何人或何事代求

- 領受異象(可快可慢﹐操練往往立刻就有)﹐並操練邊“看”邊領受解釋(問答/運用屬
靈感知/解釋經驗技巧)



- 禱告中祝福被禱告之人(有時覺得手有恩膏流出)

進深操練﹕

- 眼睛不閉操練 (參“異象進階”)
- “限制”為每件事或人禱告時間(如30秒)
- 不用方言禱告﹐直接問神並代禱

- 操練成熟有益公開的先知性事奉

[記錄異夢﹑異象]

謹記﹕克服攔阻﹐開始記異夢﹑異象乃是與神立約﹐小事要忠心﹐神才會給予更多﹐膏抹更

深﹗

- 最好是寫下(甚至在寫時聖靈立即提示解釋)﹐若是可用電腦查找更佳。其次可錄音﹐但最

好轉成文字。

- 常常是在提筆寫時更多細節浮現。當積累到一定程度很多夢開始相互做線索及解

釋。- 按照所教基本記述原則和步驟可幫助記憶和默想異夢﹑異象﹐操練日久潛意識將會容

易記錄和“調出”異夢﹑異象。

問﹕我有很多夢﹐但都記不住﹐有什麼方法幫助記夢?

答﹕夢都有一定信息﹐不都來自神﹐但其發生總有一定原因﹐因此操練開始有一定的

記錄可幫助我們分析和成長。其實大部份所謂“忘記”的夢並非“完全”被遺忘﹐總

是有些最主要的信息被記得﹐所以寫下這些信息已足夠。

問﹕需要記錄家人異夢嗎?
答﹕神常常通過家人說話(包括異夢)提醒印證﹐因此記錄極其重要。仇敵也常常通過家人攻擊

我們﹐他們的屬靈生活應有遮蓋﹐因此他們所做之夢是重要線索。通過記錄解釋﹐也可以幫

助他們體會神的同在﹐因而更愛神﹑追求神。

問﹕我信主多年﹐為何從無異夢﹑異象?

答﹕首先可能神確實一直以異夢﹑異象以外的方式帶領你﹐如聖靈感動﹐聖經話語印

證﹐通過環境印證等。若如此﹐可照神應許(徒2﹕17-18)禱告求神讓你經歷新的溝通

方式。

另一可能就是神已試過在異象﹑更常是異夢中與你溝通﹐但因無正確的認識﹐常常我

們忽視不細察﹐一再拒神於門外。若如此﹐請禱告求神赦免﹐恢復異夢﹑異象。另外

請儘可能詳細記下﹑考察過去有的可能從神而來的異夢﹑異象。

 

[基本記述原則]

1.按發生次序記(若不記得次序則儘量準確即可)

2.如電影般描述(講述方式當使讀者如看電影)

3.表心靈之感受

4.思前因想後果

5.措辭連貫一至(關鍵字不變﹐便於以後察找)



6.開始記述時應儘量詳細﹐熟悉後可簡練

[基本記述事項]

(隨解釋的經驗增加﹐以下事項可籌減)

1.日期和時間(數字﹐過夜半即為新一天)

2.可能有關係之日間所思和所經歷

3.異象或夢中感受(靈裡直覺/個人情緒和動作反應)

4.過程和各種細節﹕

(以下細節將會在如何解釋的話題敘述)

人物篇, 數字篇, 江山篇, 顏色篇, 方向篇,動物篇, 百物篇, 音響篇, 時間篇, 動

作篇, 交通篇, 居家篇

重要﹕編號/名稱

- 編號應便於排列察找

- 名稱應便於記憶(可列舉關鍵字詞)

例如﹐2007-09-30.01.D (Alan)

D-Dream

V-Vision

P-Prophecy

I-Impression

[解釋異夢﹑異象基本工具]

聖經﹕建議用逐字翻譯版本

免費聖經軟體 http://www.e-sword.net/

記錄本(建議用可查找的軟體)

錄音機

參考書

Every Dreamer's Handbook: A Simpl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Your Dreams  by 

Ira Milligan (two books)

The Seer: The Prophetic Power of Visions, Dreams, and Open Heavens by Jim 

Goll

Dreams and Visions: Understanding Your Dreams and How God Can Use Them to 

Speak to You Today by Jane Hamon 

The Beginner's Guide to the Gift of Prophecy (Beginner's Guides (Servant)) 

by Jack Deere

You May All Prophesy by Steve Thompson  

問﹕坊間有關解夢的書可以參考嗎?

答﹕千萬不要因好奇涉獵不根據聖經的解夢之書(以免被影響﹐給撒但留地步)﹗我們

只應關切出乎神的異夢異象﹐而聖經明講﹐“解夢出於神”(創40﹕8)﹐所以我們當

把根基建立在聖經和聖靈的指教。請在本課程的基礎上參閱推薦的書。



[解釋異夢和異象]

1.深淵與深淵響應(明白神心意﹐與神共鳴 - 詩42﹕7)

(詩42﹕7)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2.神破碎處涌活水(老我不破碎﹐無法體會神的法則﹐不能造就人 - 羅5﹕3-5﹐箴

20﹕5)

(羅5﹕3-5)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箴20﹕5)人心懷藏謀略，好像深水，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來。

3.智慧須得恩膏助(聖道與聖靈互相指證﹐缺一不可 - 林前2﹕9-16)

[解釋異夢﹑異象三個層次]

主要經文﹕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

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

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來4﹕

12-13)

1."刺入"- 鷹嘴 (一言驚醒夢中人﹐如劍之快﹔往往來自內在恩膏﹐可由悟性或方言

起動)

2."剖開"- 鷹爪(一一道來﹐解得巧妙﹔因為"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啟17:9; "用

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林前2﹕13)

3.“辨明”- 鷹翅膀(恩膏之中乘風而上﹐萬物“赤露敞開”)

例子﹕(啟17)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

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

酒。」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

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

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

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

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他，就大大的希奇。  天使對我說：「你為什麼希奇呢？我要將

這女人和馱著他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秘告訴你。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

無底坑裡上來，又要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前

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

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

時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  你所

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  他
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

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天使又對我

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

這淫婦，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將他燒盡。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

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

大城。」 

- 智慧的心乃耶穌的心﹔智慧乃聖道加聖靈(Logos&Rhema)



- 初學時聖靈一般做第一層次的提示

- 第二層次除一般性的熟讀聖經外﹐更要從先知性角度研讀聖經

- 第三層次可從默想異夢異象開始﹐需得聖靈膏抹﹐同時操練內在屬靈人

[操練](申34)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與耶利哥相對的毗斯迦山頂。耶和華把基列全地直到但，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瑪拿西的地，猶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直

到瑣珥，都指給他看。  耶和華對他說：「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

說：『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我使你眼睛看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裡去。」  於
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耶和華將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

對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  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

花，精神沒有衰敗。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為摩西居喪哀哭的日子就滿

了。  嫩的兒子約書亞；因為摩西曾按手在他頭上，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以色列人便聽從他，

照著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行了。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

認識的。  耶和華打發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僕，並他的全地，行各樣神蹟奇事， 

又在以色列眾人眼前顯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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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