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  張迅     弟兄  )  

第十二講 將事察清(之二)

[方向篇](僅供參考)

- 異夢異象中的方向常常是很好的解釋印證線索

- 異夢異象中人物和物體都有相對方向(左右/前後)

- 小部分異夢異象中有自然方向(北東南西)﹕有時聖靈直接揭示(“看到就知道”)﹐ 

有時根據情節可判斷(“如早晨太陽升起處為東”)

注意﹕

- 異夢異象乃是“立體”的

- 默想時聖靈也可能會從另一個觀察角度“反映”﹐提供線索

分辨右手左手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

不愛惜呢？」 (拿4﹕11)

(KJVA)  And should not I spare Nineveh, that great city, wherein are more 

than sixscore thousand persons that cannot discern between their right 

hand and their left hand; and also much cattle?

(聖經裡一般都是先右手後左手)

右邊基本意思﹕力量

- 神的力量(路22﹕69, 出15﹕6)

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神權能的右邊。

- 人的力量(詩109﹕31)

因為他必站在窮乏人的右邊，要救他脫離審判他靈魂的人。 (詩109﹕31)

右邊引伸意思

- 右可為揀選(創48﹕18)/智慧(傳10﹕2)

- 左則為棄絕/愚昧

(傳10﹕2)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

(創48﹕17-19)這本是長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頭上 

(太25﹕31-41)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右為屬世/天然/肉體(利8﹕22-24), 左為屬靈(利14﹕26)

摩西把些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

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腳的大拇指﹕天然人的思想(耳朵)/力量(手)/行動(腳)都要

被潔淨(血)和膏抹(油)﹐才能“承接聖職”﹔此乃“耶和華吩咐行的”。

神的四風:活物有四神國度(結1﹕12)



- 東﹕審判(創41﹕5﹐出10﹕12-13)

- 北﹕神的同在(結1﹕4﹐箴25﹕23﹐歌4﹕16)

- 南﹕供應(詩78﹕26-27﹐撒9﹕11﹐14)

– 西﹕拯救釋放 (出10﹕19)

東-審判 南 - 供應 西 - 拯救釋放 北 - 神同在

神的四風 東風 - 審判

(創41﹕5,

出10﹕12-13)

南風 - 供應

(詩78﹕26-27,

撒9﹕11﹐14)

西風 - 拯救釋放 

(出10﹕19)

北風 - 神的同

在

(結1﹕4﹐

箴25﹕23﹐

歌4﹕16)

神的七靈

(賽11﹕2)

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耶和華的靈

四活物（啟4：7） 獅子 人 牛犢 飛鷹

五重職事

(弗4﹕11)

傳福音 先知(林前14﹕3﹐

啟1﹕1-3)

教師/牧師 使徒

四季 春(生命) 夏(生長) 秋(成熟) 冬(白雪/聖潔﹑

恩典﹐羅4﹕7)

近代復興例子 神醫福音運動 先知教導,

財富教導

(箴3﹕13﹐16)

內在醫治釋放

(約8﹕32)

地土復興,

罪人悔改

生命河靈糧堂異象 福音宣教, 全地轉

化

聖靈更新 小組教會 敬拜讚美

周神助牧師異夢

/五重職事

爭戰 神的靈 神的話 敬拜

四方教會福音 (耶穌是) 醫治者 用聖靈施洗者 救主 快來之王

宣道會徽章 (基督是)醫治之主 成聖之主 拯救之主 再來之主

例如﹕地球(教會)有北極(神的同在/使徒)和南極(聖靈/先知)﹐自轉向東(等待耶穌

在來)﹐繞著太陽(神寶座)周轉

(伯26﹕7)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四方形﹕亞伯拉翰的祭壇/以西結書的聖殿外圍/至聖所/天上耶路撒冷聖城

[江山篇](僅供參考)

受造萬物﹕(羅1﹕20)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

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羅1﹕21)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

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神在異夢異象中仍繼續通過所造之物說話!



日﹑月﹑星

(創1﹕14-19)於是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  就把這些光

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明暗是第四日。 

(詩121﹕4-8)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日  -   自然界的權柄  

正面﹕耶穌(創1﹕16)

反面﹕屬魔鬼的地上政權(詩121﹕6)

月  -   靈界的權柄  

正面﹕ 聖靈

反面﹕二層天執政黑暗勢力

星     -   權柄的執行者  

正面﹕聖徒(創15﹕5﹐37﹕9)﹐天使(伯38﹕7, 啟1﹕20)

反面﹕明亮之星(墮落前撒旦)(賽4﹕12-13)﹐邪靈們

水﹕話語

話語

(約15﹕3)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弗5﹕26)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智慧

(箴20﹕5)人心懷藏謀略，好像深水，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來。 

潔淨

(太﹕11)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

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太﹕27﹕24)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

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生命

(啟22﹕17)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

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約4﹕14)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

永生。」 

水﹕引伸意思

洪水 - (水之量多勢猛﹔全方位)

正面﹕審判(創6﹕17)

反面﹕魔鬼作為/攻擊(啟12﹕15)

河水 - (有引導/目的之水)供應(創2﹕10)

正面﹕供應(創2﹕10)/生命(啟12﹕1)/聖靈(約7﹕38)/人的靈(士5﹕21)/時間

過程(但12﹕5-6﹐創41﹕1) 

反面﹕魔鬼作為/攻擊(啟12﹕15)

泉 - (水之由內往外)內在生命(箴10﹕11﹐約4﹕14)/話語正面﹕頌贊(雅3﹕



10)反面: 咒詛(雅3﹕10)

井水 - (水之深﹔花氣力)生命(雅4﹕15)/智慧(箴20﹕5)

雨 - (水之從天而降)

正面﹕話語(申32﹕2﹐伯29﹕23)/恩典福份(詩84﹕6﹐箴16﹕15)/憐憫/清洗

反面﹕審判(創7﹕4)/攻擊(箴28﹕3)/悲哀

雲彩 - (水之過往及高﹐伯30﹕15﹐詩57﹕10)

正面﹕遮蓋(伯26﹕9﹐詩147﹕8)/屬天運輸(撒下22﹕10)/帶領(詩78﹕14)/神

之所在(詩97﹕2)/榮耀 (結10﹕3)/聖靈(林前10﹕2)/人群(賽60﹕8)

反面﹕過犯(賽44:22)/敵人(耶4﹕13)/憤怒(哀2﹕1﹐3﹕44)

基本意思 正面引伸意思 反面引伸意思

天 靈/屬靈/長遠

海 魂(心思意念)/ 深不可

測

知識

情感

屬魂/屬陰間

藏污納垢 (猶1﹕13)

地 體/血氣/政權/廣闊 情慾/屬鬼魔(雅3﹕15)

樹/林 人(啟7﹕3)/人群 屬靈生命(詩1) 十字架(加3﹕13)

山 高 神的居所(錫安山) 仇敵的阻攔

風 靈界發生運作 聖靈(如微風) 神的運作(參神的四風)

草 遮蓋(詩147﹕8) 生命(彼一1﹕24)

[聖靈七點贈言](2007-08-01)

之一﹕先有生命﹐再有智慧(生命樹﹑智慧樹)

解夢之人愛屬天生命勝過智慧(解釋)。

(箴9﹕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之二﹕耶穌之道乃十字架的道路。

解夢之人當愛教會﹑愛世人。他必經歷神的磨煉﹐親身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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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5﹕3-5)

之三﹕棄絕任何使人與神遠離之異夢﹑異象及解釋的能力

(耶9﹕8-9)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 

也不要聽信自己所做的夢；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假預言，我並沒有差遣他們。

這是耶和華說的。

之四﹕解釋異夢﹑異象的能力乃神賜給教會的利劍。

不信之人不可解神的異夢﹑異象。善用之﹐可引人歸主。

(創40﹕8)他們對他說：「我們各人做了一夢，沒有人能解。」約瑟說：「解夢不是

出於神嗎？請你們將夢告訴我。」 

(林前2﹕9-16)



之五﹕解釋在於巧妙﹐心智健全。

屬天的洞見﹐如聖靈之水流﹐不可阻擋。

(約8﹕31-32)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出31﹕3)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

(但1﹕17)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字學問（學問：原文作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

知識；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

之六﹕心志對﹐則解釋方向對。

只為了榮神益人﹐將心對准神的寶座﹐舉手敬拜讚美﹐讓神的光照你﹐讓祂的愛涌

流。愛裡沒有懼怕﹐懼怕則不可解。

(約一4﹕18)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

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伯11﹕13-15)

之七﹕持守屬天異夢﹑異象直至成就﹐不可退卻。

(箴29﹕18)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徒26﹕12-20)

[異夢] 新地址和小組編號

(新加坡姐妹﹐2006-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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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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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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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夢] 兩只大蜘蛛入侵

(一姐妹)我八歲的兒子夢到他和我們夫婦一同在起居室裡﹐見到兩只大蜘蛛。褐色

蜘蛛追趕我們夫婦﹐白色蜘蛛追他進入廚房。這只白蜘蛛拖著極長的蜘蛛網線﹐爬

進他嘴裡。半夢半醒間似乎又回到起居室和我們在一起﹐所有情節又重複一遍。醒



來覺得蜘蛛似乎還在嘴裡。

提示﹕最近什麼兒童書暢銷?(Harry Potter)
解釋﹕

- 客廳﹕(communion)相聚/合一的地方

- 兩只蜘蛛﹕“2”也可代表“分開/一分為二”﹔仇敵想分而治之

- 白色﹕(負面意思)虛假/欺騙﹔例如﹐假的“光明天使”

- 褐色﹕成熟(秋天)﹔攻擊成人

- 廚房/口﹕都指向(屬靈)食物﹔所以應當觀察該小孩平常觀看c讀的東西/週圍環境。

- 重複兩次﹕強調/見證(兩個見證人)﹔一般帶有緊迫性

- 長長的蜘蛛网﹕時日已久

- 醒時還覺得蜘蛛在口中﹕到了最後關口/已經快吃下﹔危險﹗

總結﹕

- 罪惡/交鬼的思想使邪靈們“聞風而至”﹔所以不要小看似乎“無辜”的書/思想

-  父母應敬虔警醒﹐做屬靈遮蓋

[異象]四管齊下

(一弟兄)昨日在教會禱告會前為團隊每個人禱告﹐看到我右上方一管道斜著垂下﹐且

有水不斷流出﹐我不禁伸出雙手去接水。過一會管道就消失了﹐但又有一管道出現在

我左上方﹐同樣斜著對我﹐水也不斷流出。在此期間我的手一直不斷的伸在胸前接

水。

突然間這根水管變成兩根並行﹐兩根變成四根並行﹐活水不斷流出。同時我的右手背

真的感到被觸摸到並往上推﹐於是我舉起雙手直到嘴邊。此異象持續約幾分鐘。

評語﹕

- 管道﹕神的行事作為之方式(參亞4)
- 活水﹕神的話語生命(“生命河”)
- 右邊﹕起先(“右”)﹐個人的復興膏抹

- 左邊﹕下一步神的計劃

- 一變二﹕操練先知性恩膏(五重職事之二)﹐加倍恩膏

- 二變四﹕進入國度性(“4”)事奉
- 右手背被上推﹕屬靈觸覺

此異象不僅是神對該弟兄的呼召﹐也是神對教會策略的印證﹕當晚禱告會有一短片回

顧生命河發展歷史﹐提及“四軌發展”(敬拜讚美、聖靈更新、小組教會、全地轉化)
並介紹宣教委員會。

[操練](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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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版權 (C) 2008 Alan Z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