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知性訓練系列（二） 
（2008-11-08） 

【訓練目的】 

● 全方位認識內在屬靈人發展狀況

● 在神話語基礎上深刻認識先知性服事的本質和目的

● 有計劃的訓練加強個人先知性服事的廣度和深度

● 最終目的是使教會有一成熟、完整的先知性群體迎接神的復興（5 年）

【屬靈覺醒】 

1.覺察神是靈，當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 4：24)，而不是用血气肉體。

2.覺察屬靈世界的真實，提醒一切當從永恒衡量考慮來事奉生活，預備進入永生之屬天世界：

(彼前 1：24-25) 因為凡有血气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3.覺察人生短暫，不要枉來世上走一回，當即回轉歸向神，走入命定

(來 11:13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耶 1：5，7)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圣；我已派你作列

國的先知。。。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么

話，你都要說。

4.覺察神超越一切的大能，以及為何保羅說服事神不獨在乎言語(logos)，也在乎權能(dunamis)
和圣靈，并充足的信心：

(帖前 1：5)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里，不獨在乎言語(logos)，也在乎權能(dunamis)和圣靈，

并充足的信心( plerophoria, assruance/with great conviction and absolutecertainty [on our part],擔保/
保證)

【屬靈身量成長要素】 

默想﹕(詩篇 1)
1.目的明確﹐為主而活(一生果效出於心/創世前已經被選召) 
2.成長需要時間和季節(萬事皆有定時﹔神要用你﹐也要你學會安息) 
3.屬靈成長并不是直線上升，乃有高山低谷，起起伏伏，需要不時領受信心，恩膏與恩賜

【信心，恩膏與恩賜】 

1.信心乃種子﹐恩膏乃力量﹐恩賜乃工具

2.不同信徒領受不同﹔同一信徒不同時期領受也不同

3.信心，恩膏與恩賜又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但都是神的美意

● 相信神是愛的信心與行神跡的信心 

● 分辨善惡的內在見證恩膏與辨別諸靈的恩賜 



● 為病人按手禱告的恩膏與醫病的恩賜 

【恩膏】 

恩膏是內含神的能力之屬靈物質。共分三種﹕

1.信徒恩膏(新約始賜)﹐初信主即領受(羅 12 3,6)﹕ ﹐因個人信心和追求而發展不一(帖後 1 3)﹕ ﹔可日積月
累﹐恩上加恩(約 1 16)﹕ ﹐力上加力﹐果效之一乃聖靈九果子(加 5 22-23)﹕
2.服事恩膏﹕聖靈可隨時加添﹐應儘量創造環境﹐把握機會(啟 10 8-11 “﹕ ﹐ 你必指著多民、多國、

多方、多王再說預言。”)
3.團體恩膏﹕一般是聚會時聖靈運行降下的恩膏(徒 2)

【恩膏支取的一般來源】 

膏抹的加添主要與信心有關﹐也和恩典(約 1 16)﹕ 和神的榮耀有關(林後 3 18)﹕
● 信心﹕信心不應停留在重生時的層次﹔要按主主的教訓﹐領受更多恩膏﹐做更大的事 

● 恩典﹕恩典不應停留在重生時的層次﹔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彼後 3 18) ﹕
● 榮耀﹕非聖潔不能見主面﹔當我們生命屬性越接近神﹐越像主耶穌﹐神的榮耀越彰顯在

生活和事奉中﹐恩膏也越強。 

應用﹕

1.個人﹕禱告﹐讀經﹐敬拜; 不靠血氣﹐只憑恩典﹔與神同行﹐過榮耀聖潔生 

(羅 10 17)﹕ 可見信道(信心)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2.教會﹕傳遞恩賜﹐領受恩膏﹔不同異象﹐不同主要恩膏﹔不同成長時期﹐不同側重 

3.國度﹕認識聖靈的水流﹐飲於聖靈的江河﹐流出腹中活水 

【何時膏抹?】 

● 恩膏是為主工﹐當神要用你﹐祂自會膏抹。 

● 恩膏印證神的差遣和同在﹗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林後 4 20, ﹕ 路 4 18-19)﹕
謹記﹕(林後 4 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恩膏的彰顯】 

● 不同的恩膏引至不同事奉和生活選擇(恩賜﹐職事和功用)﹐但皆是受聖靈感動(林前 12 3-﹕
17) 

● 恩膏的彰顯﹕兩棵橄欖樹﹐兩個見證人﹔有不同恩膏的耶穌新婦不可相輕﹗ 

● 兩棵橄欖樹初時相距很遠﹐長成卻不分你我﹔神的恩膏必合一﹐敵基督的“瘟膏”必拆

散。

【恩賜簡介】 

一般特指聖靈九恩賜(林前 12)﹐但我們一切事奉神的能力都源於恩典﹔聖經也提到五重職事(弗 4﹕
11-12)﹐乃為成全九種教會肢體的服事(羅 12 6-8﹕ ﹔林前 12 28-31)﹕

● 恩賜為事奉而設﹐與呼召也有關 。
● 不同恩賜﹐不同膏抹﹔同一恩賜﹐膏抹程度也不同﹐在耶穌內永遠有進深。 



● 恩賜膏抹程度是信徒恩膏一般再發展也達不到的 

● 可與生俱來或隨時給予 

【恩膏內住的沖激】 

正確對待恩膏內住的沖激極為關鍵﹗

● 個人﹕身體/情感/思想/社交/事奉/靈修 

● 教會﹕屬靈平衡被神調整﹐事工將臨新境界 

● 國度﹕靈界先震動(如耶穌降生)﹐世界隨動蕩 

【開啟後之運用】 

1.生命乃事奉之本﹐事奉乃生命自然流露。眾人須見聖靈所結的果子(加 5 22-26)﹕
2.認識自己的服事位分並持守:
(林前 12 4-7)﹕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

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3. 不要高看自己﹐按信心事奉﹐在恩膏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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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知道神的風和自己的使命與局限﹐不要走在神前面(如摩西請神同行且隨雲柱火柱)

【信徒恩膏的重要性】 

(來 5 14)﹕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1.神對新約信徒的引導最重要的是內在見證（有別於良知；內在見證乃內在屬靈人向我們說話，

良知乃屬靈人一部分）和恩膏的運行﹐有五重職事呼召的信徒也不例外。 (約一 2 27)﹕
2.任何啟示(異夢﹐異象﹐印象﹐想法等)都要經內在恩膏檢驗﹐因仇敵無法欺騙﹐人也無法自欺

(不可消滅聖靈的感動) (帖前 5 19)﹕
3.外在服事恩膏的彰顯必須接受並順服內在恩膏的察驗

4.內在恩膏不能也不會取代聖經﹔默想神的話語﹐禱告和敬拜可加添持守內在恩膏﹐所以內在

恩膏增加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

5.要服事神須先花代價培育內在恩膏

【持守恩膏,住在主裡面】 

順服神的引導光照並謹慎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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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1 20-21)﹕

在聖道和聖靈中成長時﹐明白如何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極為重要﹗

1.隱藏在主裡(恩賜﹐並不一定是人本身)﹐對付罪且勝過﹐直到被差遣(例子﹕耶穌﹐路加 4)
2.建立並持守重新加力﹐支取恩膏的習慣和方式(禱告﹐靈修﹐禁食﹐敬拜等) 



謹記﹕恩膏斷開沉重軛﹗(賽 10 27)﹕
3.不可停止聚會和事奉(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羅 12 11)  ﹕ ﹐常與敬虔聖徒相通(若是能行，總要

盡力與眾人和睦 - 羅 12 18)﹕
4.不可容罪纏身﹐常常思念天上事﹐小心重蹈覆轍(羅 8 1)﹕ 。

謹記耶穌的事奉模式：去神要去地方﹐說神要說之話﹐做神要做之事﹗ (約 8 28-29, ﹕ 約 12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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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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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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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操練與默想神話語互助） 

● 方言靈歌：先用現成曲調，再隨聖靈帶領唱新歌 

● 靈舞：辨別順服恩膏的流動 

【簡單操練話語的恩賜】 

● 著重開口為的是要公開事奉 

● 大部分操練與聽神的聲音異曲同工 

● 主要以方言禱告為根基 

● 操練成熟有果效可能須 2～3 年，關鍵在于聖靈帶領和個人努力 

● 所有操練方式僅供參考！

【操練：感知方言的意思】 

1.個人操練：

● 用方言禱告一兩秒（或更久），停下用悟性感知說出，再重復。 

● 操練開始憑信心啟動，越來越順口，“想到”就說，不要猶豫 

● 專心體會方言的流（flow） 

2.兩人操練：

● 一人說，兩人參照解釋 

● 不一定要完全相同，可能角度不同 

（林前 13：9）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3.多人操練：



● 照圣靈帶領，一人說，有感動解釋 

（林前 14:27）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說，也要一個人繙

出來。）

【操練：簡單個人信息】 

（最好有錄音）

1.請聖靈提示為何人或何事代求（也可對自己操練）﹐然後意念集中在此人事物﹐開始用方言

禱告，恩膏中開始照所感知的意思說出（參考“感知方言的意思”操練），然后重復方言禱告

和解釋的步驟。

2.敬拜時被聖靈充滿，請聖靈提示目標（何人或何事），然后開始說出心中感動，可間或方言

禱告，直到恩膏淡去。

注意：

● 所得信息僅供參考，需要長時間，不同方式驗證（三年） 

● 可從自己開始，然后請成熟肢體驗證，但不要說是“預言”，而是說是禱告結果。 

● 從神來的信息應當是造就人 

（林前 14:3）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林前 14：26）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

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造就人。

● 請參考研究有關預言服事的材料。

【本月操練】

以“每天 15 分鐘方言操練”為基礎，進一步操練話語的恩賜。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dv_sunday_class
保留版權 (C) 2008 張迅弟兄 helpersofjoy.org

（下次教材）

【主要突破方面】 

屬天智慧：從順服等待著手，一切以屬靈實際為首

1。心志

● 神樂意同他的孩子們溝通，因此我們隨時可以禱告，在靈里与神相交

● 神的帶領和方式乃是神的恩典和主權，我們不可能強求

● 圣靈明了我們愿意學習嘗試的心志，會“隨己意”引導

● 保持謙卑受教的心，因神的引導常常出現在“不方便”的時間地點

● 愛不可虛假：愛經歷本身還是要經歷神自己，認識神?
(賽 1：9)。。。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 參与事奉：圣靈必引導你做主工；不要為經歷而操練

2.知識

● 圣經知識:著重從先知性角度研究 

● 神行事的法則(“智慧和啟示的靈”):歷代圣徒經歷見證 

● 屬靈知識：在聖靈帶領下研究發現屬靈運作實際，詳細考察各家說法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dv_sunday_class
http://helpersofjoy.org/
http://helpersofjoy.org/
http://helpersofjoy.org/


● 世間通常知識(但 1：17) 

3。先知性屬靈夥伴和父老

a)先知性屬靈夥伴：“鐵磨鐵”，互相激勵，互相交流，互相守望；不同屬靈階段

可能需要不同屬靈夥伴

b)先知性屬靈父老:有好的屬靈老師极其重要

● 經歷十字架功課，不僅真道上造就，圣靈中禱告，更對先知性經歷親身体驗，能夠深入

淺出用圣道解釋經歷 

● 有為父的心，体認屬靈生命、職事和恩膏的傳承，更特別是神為你“指定”的人 

● 不同屬靈階段，同一階段不同方面可能需要不同屬靈老師 

● 不一定出名，也不一定就在身旁，但在神定的時間就可尋見 

4。突破重點是信徒們應盡本分學習隨時隨地進入圣靈的同在，以便領受圣靈引導

a) 体的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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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常常浸泡圣靈同在的氛圍中，渴慕領受圣靈的膏抹；更要

操練釋放信心的(內在)恩膏！
d) 寶血洁淨：無罪的糾纏

由于生活事奉中時間地點身体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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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長遠之計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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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常方言禱告（見“方言操練問答”）

【方言操練問答】 

問：常常方言禱告有什么好處？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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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方言禱告（林前 14：14-15）就是有方言的恩賜嗎（林前 12：10）？
答：方言禱告確實是神所賜，但林前 12：10 里“方言的恩賜”并不僅僅是能夠用方言禱告，其

實質乃是從神而來的信息，而普通方言禱告乃是我們向神禱告。有人這樣解釋：方言的恩賜+
解釋方言=預言。

問：如何操練解釋方言？

答：解釋方言有兩個層次，



1.內在屬靈人的感知：隨操練而成熟，但深度不一定達到解釋方言恩賜的程度。

2.解釋方言恩賜的運作：直接從神來的信息，其深度與膏抹有關，越操練越成熟。

問：常常有人只是千篇一律重復幾個簡單方言聲調，是不是內容都一樣？

答：通常應該是一樣；但魂里意念和思想可能不同。

問：用方言可以趕鬼嗎？

答：若圣靈帶領可用方言征戰禱告。

問：長時間方言禱告操練有何益處？

答：“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林前 14：4），強健內在屬靈人。長時間方言禱告操練可以

讓我們突破屬靈感知局限，對屬靈世界更敏感，進而經歷神新的引導方式（例如異夢異象會增

加）。常常做可以加速內在屬靈人的成長，保持 24小時敬拜讚美的屬靈實際。

注意：無論何種操練方法都不是唯一和完全；其有效之關鍵在于我們日常與耶穌基督的關系。

問：長時間方言禱告操練的關鍵是什么？要操練多久為佳？

答：長時間方言禱告操練建議輕聲才能持久，間或可飲水，但最好不要常常中斷“禱告的水流

”。操練時間按個人情況而定，關鍵在于渴慕神。從幾小時到一兩天都有聽過見證。

問：如何在很短時間除去靈里的沉重軛？

答：除去靈里的沉重軛是圣靈的工作，重質不重量，瞬間神就能成就；因此即使我們

有時极其繁忙，只要有适當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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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相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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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可總結一套自己方法。 

● 方言禱告极其有效，應体會內在恩膏由里往外如活水涌出，突破一切捆綁，進而全人被

圣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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