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  張迅     弟兄  )  

第十一講 將事察清

[源於人之幻覺想象](僅供參考)

- 人見到幻覺的原因很多﹕生病/藥物/疲憊(如飢渴見海市蜃樓)

- 想象力是神賜給人的美好禮物﹐但其運用受罪影響﹔剛操練異象恩賜時可能較難分

清是自己想象或神給的異像(尤其是當神只是給簡單圖像)﹐因為世界的“噪音”太

大。操練成熟就容易進入靈裡安息的“接受”狀態。

- 神沒賜給﹐假先知們卻見“異象”的原因﹕
 (耶14﹕14)耶和華對我說：「那些先知託我的名說假預言，我並沒有打發他們，沒有吩咐他

們，也沒有對他們說話；他們向你們預言的，乃是虛假的異象和占卜，並虛無的事，以及本

心的詭詐。 

a)個人不聖潔的願望(驕傲/貪心/情慾)超越愛神﹐隨己願望似乎見到“異象”﹐實乃

自欺﹐因為魂已不健全。
(猶1﹕11)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

中滅亡了。 

b)若是被魔鬼逐步引入二層天“異象”則更危險(參“源於魔鬼之異象”)

- 因此察驗動機﹐分辨來源﹐保持美好靈性和良好屬靈操練是關鍵(參“從信息分辨

異夢異象的來源”﹐“操練異夢異象時﹐在日常生活中有何注意事項?”和“預備領

受異夢﹑異象”)

[源於魔鬼之異象](僅供參考)

(請參考“源於鬼魔的夢”和“異夢﹑異象種類”)

- 邪靈/墮落天使/撒旦的正面現身﹕氣勢洶洶或偽裝成光明天使

- 有時是幕後操縱﹐讓人經歷各樣超自然的“神奇”經歷﹕如靈魂出殼﹐開通靈眼﹐

見到靈界的光﹐見到不同層次的“天界”(模仿三層天)﹐走訪陰間(交鬼)

- 熟悉聖經﹐內在恩膏須健全才能判斷(參“從信息分辨異夢異象的來源”)

- 此類“異象”的“感覺”﹕飄渺(靈裡沒平安﹐屬靈平衡感)﹐空洞(有死亡敗壞的

味道﹐屬靈生命感覺)﹐不潔淨(辨別諸靈)

- 信徒不應該操練氣功/瑜珈等﹔信主前若操練則應潔淨自己和週圍居所

- 危險信號﹕

a)單夸“神奇”經歷﹐卻不指證耶穌﹐屬靈生命不成長(愛神愛人)

b)越來越憤世嫉俗﹐覺得週圍之人沒有自己“屬靈”和“愛主”(永遠停留在曠野)

[見到二層天靈界如何對待]

少數信徒因先見性恩賜被開啟而時常見到二層天(地上)靈界事物(如邪靈)卻似乎又不

能“控制”(不想看卻看到)﹐怎麼辦?

- 首先明白恩賜是聖靈隨己意賜下﹐與神的選召有關﹐因此當求聖靈揭示個人選召﹐並教

導如何操練成熟而不受影響。

(羅11﹕29)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 操練可分為兩部份﹕見到後心思意念和情緒不受影響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開啟關閉



a)關鍵在於運用人的自由意志(林前14﹕14-15)﹐啟動操練信心的“保護罩”(弗6﹕10-18﹐神

所賜的全副軍裝)

(林前14﹕14-15)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這卻怎麼樣呢？我

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弗6﹕10-18)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要穿戴神所

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跤；下

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
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

住。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

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
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

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b)恩膏之中斷開影響﹕靈性低弱時要小心

(弗6﹕1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c)明白聖經真理﹐不要給仇敵留地步﹕不可因好奇甚至同情而與之交通(例如向失體

之魂甚至墮落天使傳福音﹐此類教導不符合聖經)

[基本象征與符號] (僅供參考)
 (箴25﹕2)將事隱秘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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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篇

- 每一個符號﹕基本意思/正面引伸意思/反面引伸意思

- 本課所提供乃基本含意﹐從中可引伸出許多相近解釋。神的運用乃是極富創造性

的﹗(請參考“解釋異夢﹑異象基本原則”)

- 能夠純熟運用基本象征與符號是第二層次解釋的基礎

r- 運用時不要“對號入座”﹐要有聖靈印證﹐不能強解

- 不要忽視雙關的可能性(抽象/具象)

主要來源﹕

- 總結﹕遍查聖經所有相關經節(直接﹑間接)﹐然後總結出最基本含意及各種正﹑反

引伸意思。

- 驗證﹕收集有象征與符號之異夢﹑異象﹐驗證所得含意﹐並因著新亮光﹐察考神的

話語﹐擴充存檔意思

- 特例﹕不排除神選擇使用個人生活或文化背景中有特殊意義之象征與符號﹔日久將

發現聖靈常用個人性的方式和象征(只適用個人身上)﹐可以迅速解釋

網上查尋先知性象徵符號

http://helpersofjoy.org/keys.php?charset=Big5

[人物篇] (僅供參考)

http://helpersofjoy.org/keys.php?charset=Big5


1.象征/身份地位﹕

a)所見人物的身份(常常是靈意解)

- 父親可能代表天父﹐

- 母親可能代表母會(所在教會)

- 新娘可能代表末世教會﹐

- 丈夫可能代表耶穌

- 牧師可能代表神

b)或因過去事情而形成的觀感(如代表類似的經歷/傷害)

c)家人/教會/公司/政治人物/電影人物(卡通角色)//陌生人

2.借鑒﹕所見人物的優缺點(乃是神要你注意警醒之處)

3.自我﹕

● 過去之事(神要評論﹐提醒)﹕如夢見孩童時景象﹐點醒隱情/願望

● 將來之事(神要鼓勵﹐指導)﹕如在人生低潮時夢見羔羊的婚宴

● 或象征(非真實之事﹐神有所指﹐或讓你體會經歷)﹕如在面臨抉擇時﹐夢中經

歷錯誤選擇的後果﹐從而下決心走神的路﹔或體驗別人的經歷

4.靈界造訪

- 天使/耶穌/聖靈/

- 聖經人物/聖徒(過去/當代﹐恩膏傳承)

- 邪靈

問﹕我夢到別的弟兄或姐妹﹐需要告訴他們嗎?

答﹕請先禱告﹐再根據情況決定。往往神只是要你為之禱告﹐或者神是以該人所代表

(經歷/心態/觀念/處境等)的提醒你。無論如何﹐禱告是第一步。若要告知﹐求神給

時機﹐不一定要馬上行動

[數字篇] (僅供參考)
(伯14﹕16)但如今你數點我的腳步，豈不窺察我的罪過嗎？

基本分類:

- 聖經中的基本數字

- 聖經中的非基本數字

- 聖經中未有數字(直解/分解)

如何在異夢異象中得到數字﹕

- 直接看到數字﹔或物體排成數字﹔或聖靈告訴數字

- 間接得到﹕時間/日期﹐東西數目﹐人數﹐次序排行/(英文)字母排序

如何解釋異夢﹑異象中的數字之可能含意﹕



- 直解(數字直接意思﹐如地址﹔當然亦雙關解釋)

- 意解(聖經上的先知性象征)

- 分解(在聖靈啟示下把較長數字分開解釋﹐目的是分解為聖經中有的數字)

- 形解(用數字的形狀或相對位置來解)

- 混合解(綜合幾種方法﹔如"1177"的例子)

“分解”數字常用方法﹕

- 悟性﹕嘗試用聖經中的基本數字和非基本數字分解並禱告印證

- 禱告/方言禱告﹕聽聖靈解釋並察聖經印證

- 異象﹕在異象中看該數字如何展現(排列/組合/相對位置等)

注意﹕

- 熟能生巧(熟悉各類數字且積累眾多個例應有幫助)﹐解得巧妙皆是出於聖靈的帶

領。

- 每個數字都有正反兩種意思﹐取舍在於聖靈光照/上下文對照

[聖經中的基本數字](口訣)

真神獨一萬物始

兩人見證分判人(啟11﹕3)

三位一體真一致 (太28﹕19)

活物有四神國度(結1﹕12)

五重職事為服侍 (弗4﹕11)

人賦形象在六天 (創1﹕27)

七日停工因完全 (創2﹕2)

八天割禮罪切斷(創21﹕4)

豐收請靠九恩賜 (林前12﹕8-10)

試練莫忘十架主(十誡/十災)

末了門徒雖十一

治理仍有十二人 (徒1﹕26)

血氣之果十有三(創17﹕25)

加倍恩膏共十四 (以利沙)

恩典白得十五載 (王下20:6)

僕人形象王十六 (創46﹕18﹐代下26﹕1)

十七顯得不完全 (創37﹕2)

十八擔負肩上軛 (王上7﹕15﹐路13﹕16)

十九不夠有缺乏 (撒下2﹕30)

二十點數為征戰(民1﹕3)

二一攔阻有抵擋(但10﹕13)

從一到九和從十一到十九基本是相對的。例如﹐

- 一是開始﹐十一是結束



- 五是服事﹐十五是恩典(不做工)

[聖經中的非基本數字]

三十獻上初熟果(路3﹕23﹐太27﹕9)

四十試練見證神(徒13﹕18﹐可1﹕13)

五十停工迎禧年 (民8﹕25﹐利25﹕11)

六十一生獻所有(申3﹕3-4﹐提前5﹕9-10)

七十終了見果效(詩90﹕10﹐創46﹕27﹐結8﹕11)

八十強健有力量(詩90﹕10﹐代下26﹕17)

九十封閉待神開(創17﹕17﹐但12﹕11)

成百應是更豐滿

上千當為已成熟

[異夢](新地址和小組編號,2006-9-20)

(新加坡一姐妹)今晨從夢中醒來﹐記得夢裡有教會一小組長打電話問我是否能夠參加

聚會﹐地址是在 48 & 1/2段(“Block 48 & 1/2”)。我在夢中告訴他不行﹐因為我

正要同我現實中的小組長去另外一聚會﹐該小組編號是25(不是現實中的編號)。醒來

後覺得有些奇怪不解。

解釋﹕關鍵在數字(民數記)

-“48”﹕ 你們要給利未人的城，共有四十八座，連城帶郊野都要給他們。(民35﹕

7) 

-“利未”﹕祭司/代禱/先知性

-“1/2”﹕分開/分別為聖

-“25”﹕在神面前等候事奉(利未人開始在會幕裡事奉的年齡)﹔該姐妹正好信主25

年﹗

(民8﹕24)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利未人是這樣：從二十五歲以外，他們要前來任

職，辦會幕的事。  到了五十歲要停工退任，不再辦事

- 聖靈說﹐“我已經等很久了”

總結:神要該姐妹分別為聖﹐效仿利未人事奉主前﹐因為時候已到﹗

[顏色篇] (僅供參考)

- 異夢異象中的顏色﹕

a)無色﹕沒有顏色的概念(較少)

b)黑白

c)彩色﹕彩色程度也不一

- 同一時期可有以上三種異夢異象﹔若願意加增異夢異象中的顏色可向神求﹐可能與

靈眼成熟度或膏抹有關(參有關操練之前幾講)

- 顏色多則信息多﹐但也可超載﹕主權在神

注意﹕



- 每種顏色都有正反兩種意思﹐取舍在於聖靈光照/上下文對照

- 同數字一樣﹐有基本和混合兩類

[基本顏色]

(美術/顏料)三原色﹕紅/藍/黃色

紅色-權柄(正面﹐啟 6:4)/不法(反面﹐啟12﹕3)

藍色-話語﹐屬靈(正面﹐出28﹕31﹐約6﹕63)/屬人(反面)

黃色-膏油(正面﹐詩68﹕13)/不聖潔(反面﹐利13﹕30)

例子﹕

- 聖父/聖子/聖靈

- 舊約﹕君王/祭司/先知

- 新約﹕

1.紅色-權柄/使徒(君王管理)

2.藍色-話語/教師(新約祭司)

3.黃色-膏油/先知

[次色/補色](美術/顏料)

- 紫(紅+藍)﹕尊貴(路16﹕19) ﹐補黃 (先知得教會認可﹔教會建立在使徒與先知的

基礎上)/放蕩(反面﹐啟17﹕4)

- 橙(紅+黃)﹕能力﹐補藍 (福音要有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危險(反面)

- 綠色(藍+黃)﹕神的計劃/傳福音/生命(伯15﹕32)﹐補紅 (聖道與聖靈﹐不僅建立

教會﹐更要廣傳福音)/自然生命(彼前1﹕24)

 

[混合色](美術/顏料)

- 黑色﹕豐盛(正)/缺乏(反)

- 白色﹕聖潔(正)/不潔(反)

- 褐色﹕成熟(正)/死亡(反)

- 灰色﹕隱藏(黑白混雜)/模糊(反)

- 顏色相間﹕如黑白﹐黃白等

[操練](賽13)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  應當在淨光的山豎立大旗，向群眾揚聲招手，使

他們進入貴冑的門。  我吩咐我所挑出來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誇高傲之輩，為

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山間有多人的聲音，好像是大國人民。有許多國的民聚集鬨嚷的聲

音；這是萬軍之耶和華點齊軍隊，預備打仗。  他們從遠方來，從天邊來，就是耶和華並他

惱恨的兵器要毀滅這全地。  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

從全能者來到。  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消化。  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他們

抓住。他們疼痛，好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

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

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

止息，制伏強暴人的狂傲。  我必使人比精金還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  我萬軍之耶和

華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動，使地搖撼，離其本位。  人必像被追趕的鹿，像無



人收聚的羊，各歸回本族，各逃到本土。  凡被仇敵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

殺。  他們的嬰孩必在他們眼前摔碎；他們的房屋必被搶奪；他們的妻子必被玷污。  我必

激動瑪代人來攻擊他們。瑪代人不注重銀子，也不喜愛金子。  他們必用弓擊碎少年人，不

憐憫婦人所生的，眼也不顧惜孩子。  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

美，必像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  其內必永無人煙，世世代代無人居住。亞拉伯

人也不在那裡支搭帳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臥在那裡。  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裡；咆哮

的獸滿了房屋。鴕鳥住在那裡；野山羊在那裡跳舞。  豺狼必在他宮中呼號；野狗必在他華

美殿內吼叫。巴比倫受罰的時候臨近；他的日子必不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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