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知性訓練系列（三）
（2008-12-13）

【預備自己迎接復興】

• 生命河先知性恩膏的深度和廣度

• 先知性同工：當聖靈真的大大動工，我們能不能跟上？

• 現在正是操練時候：

• 新的一波復興（神跡醫治布道）已開始且要加速

• 耶穌的應許：異夢/異象/造訪（聖靈大大澆灌，徒 2：17-18）
• 不要錯過這一波復興！

• 發現神的托付（哪一方面有負擔，感興趣）

【主要突破方面】 

（參考“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第六講，“但以理恩膏”） 

【近期操練目標】

（約一兩年）

• 話語方面：能夠分享簡段話語

• 啟示方面：能夠順服聖靈引導，找到為人禱告之突破口

• 能力方面：開始有 Dunamis 能力的彰顯

【四種神的大能】

了解神在信徒屬靈生命成長和事奉中所賜予的四種能力極其重要：

內在運作的能力

(弗 1：17-19）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

豐盛的榮耀；

1: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Kratos Ischuo）是何等浩大，

Kratos 能力

（話語的力量，Strong's 2904）

• （來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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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Kratos， Strong's 2479）的，就是魔鬼，

• 神的話潔凈我們：（約 15:3）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Ischuo 能力

（禱告的力量，is-khoo'-o， Strong's 2479）

• （徒 19:20）主的道大大（Kratos）興旺，而且得勝（Ischuo），就是這樣。

• （雅 5:16）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Ischuo）的。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 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我的弟兄們，

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 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

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 代禱者常常操練支取 Ischuo 能力

外顯的能力

(路 10:19）我已經給你們權柄（Exousia）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Dunami
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Exousia 能力（權柄）

• （可 6:7）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

（Exousia 之運用），制伏污鬼；

• （可 6:12-13）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

（Exousia 之運用），治好他們。

• 教會中常見憑 Exousia 能力的服事（如講道，憑信心按手醫治，趕鬼）

• Exousia 能力與 Kratos 能力都和話語有關，但 Exousia 能力通過我們外顯（through 
us），Kratos 能力運行在我們里面(in us)

Dunamis 能力（恩膏與恩賜）

• （可 5：30，血漏婦人得醫治）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

• （可 6:5）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什麼異能（Dunamis），不過按手（Exousia）在幾個病人

身上，治好他們。

• Dunamis 能力的啟動和運用必須緊隨聖靈引導，此乃為什么我們要操練內在屬靈感以便

敏感于聖靈的心意，進而成為 Dunamis 能力的管道

• 以醫治為例：Exousia 能力的醫治常常是“逐漸好轉”，Dunamis 能力的醫治往往是立刻

痊愈

• 可 6:5 是服事秘訣：若聖靈運作則憑Dunamis 能力服事，否則憑 Exousia 能力服事

• 新一波復興將是 Dunamis 能力的再次普遍發生，我們急需預備學習順服聖靈引導！



關鍵

• 沒有內在一定程度的 Kratos 和 Ischous 能力則如同沒有電壓，外顯的能力（Exousia 和
Dunamis)無法啟動

• 因此本課程教導各種禱告操練，支取Kratos 和 Ischous 能力，強健內在屬靈人，不僅開啟

服事之門，更在服事疲乏時能夠重新得力

• 同時我們也教導屬靈感知操練，使我們能夠支取 Exousia 和 Dunamis 能力服事

• 請詳查自己生命服事中這四種能力的彰顯，按情況操練

實例

(徒 19：1-20）使徒保羅在以弗所三年的工作：

• （傳遞恩賜）Exousia 的運用：(徒 19：6）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

• （教導）Kratos 的運用：(徒 19:8）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

勸化眾人。

• （醫治布道）Dunamis 的運用：(徒 19:11，17）神藉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dunamis)。。。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

• （長久禱告）Ischous 的運用：（徒 19:20）主的道大大（Kratos）興旺，而且得勝

（Ischous），就是這樣。

【方言操練問答】 

問：方言禱告說的是天使的言語嗎？

答：方言常見是天使的言語，但有時是說世上各地人的言語，常常是禱告者平時無法運用的。

問：如何開啟方言禱告？

答：最重要是心里渴慕，常常祈求，聖靈必在祂的時間地點開啟你方言禱告的門。

問：有什么方法可以幫助開啟方言禱告？

答：常常參加有方言禱告的聚會。

問：一定要被聖靈充滿才可以開啟方言禱告嗎？

答：一般人認為方言禱告的開啟是因為被聖靈大大澆灌，人不由自主開始用方言不停禱告。當

然有許多人確是此，在聚會或個人禱告時被開啟方言（年長年幼都有， 甚至有時沒有渴慕聖靈

也隨己意開啟）。但是被聖靈充滿并不是方言禱告的必要條件，否則那些已經會方言禱告的信

徒們就不可能隨時方言禱告。如果我們承認一般 正常人都可以用悟性向神禱告（否則如何決志

信主），我們更應該相信在聖靈里重生的屬靈人可以禱告（方言禱告是靈禱告，林前 14：14）
正如悟性禱告有時“ 有恩膏”，有時“覺得枯干”，但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停止，而是憑信心持

續禱告；方言禱告也是如此，當憑信心不停操練。

問：學別人發音可以開啟方言禱告嗎？

答：方言禱告和別的屬靈恩賜都需憑信心接受開啟。既然方言禱告是靈禱告（林前 14：14），

發出聲音只是一個釋放意念和恩膏的方式，重要的是靈里向神傾 訴；操練日久，方言發音就會



成熟完整。當我們明白此道理并憑信心開始發聲，聖靈會持續引導膏抹，方言禱告就會成型。 

聚會時可在敬拜或禱告（尤其是大家都在方言禱告時）憑信心開始用方言禱告，開始不要太注

重發音的成熟度而是其中恩膏的顯現，也不要一直問“這是什么意 思？”（體會小嬰孩學語的

過程），相信聖靈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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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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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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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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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力進入神的同在】

內在聖靈人操練成熟的標志之一是能夠很快進入神的同在（“接通熱線電話”）

• 不同方式進入神的同在：敬拜讚美，神的話語，禱告

• 每種方式有不同深度：內院，圣所，至圣所



注意：

• 屬靈成長不同階段有不同“營養”需要

• 不要滿足現有方式，從不同方式經歷神

• 但要有主要方式，因受造不同，成長方式和時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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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與恩膏流動的方向】

應用實例：

• 敬拜時舉手高過頭頂，手心面向自己，可幫助領受恩膏

• 禱告無力，情緒低落時（其實如何時候都可以），可按手在自己頭上，并用方言禱告祝

福

• 為人禱告可舉手面向被禱告之人，膏抹祝福（類似按手之禮）

關鍵：

• 體會并操練手與恩膏流動的方向可以幫助我們的屬靈操練進入新層次，操練效果更明顯

• 操練成熟可“關閉”和“開啟”：

• 領受恩膏：迅速“開啟”，進入接受聖靈抹狀態

• 為人按手：迅速“開啟”，傳遞恩膏

• 個人禱告：迅速“開啟”，進入與神相交的狀態

【操練主禱文】

（太 6：9-13）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dunamis)、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主耶穌的信心（Faith of Jesus Christ)

（羅 8：35-39）
8:35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



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8:36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8:37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8: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8:39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裡的。

（羅馬 3:22）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KJV+)Even1161 the righteousness1343 of God2316 which is by1223 faith4102 of Jesus2424 
Christ5547 unto1519 all3956 and2532 upon1909 all3956 them that believe:4100 for1063 there is2076 
no3756 difference:1293 
(KJVA)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MKJV)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through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toward all and upon all those 
who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NIV)This righteousness from God comes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ll who believ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23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24and are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came by Christ Jesus.
(ALT)bu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through faith [or, trust] in Jesus Christ to all and upon all the 
ones believing,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r, distinction]. 

（太 17：19-21）
17:19 門徒暗暗的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

17:20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

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17:21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作：不能趕他出來）。」

注意：

• 信耶穌基督（Faith in Jesus Christ)和耶穌基督的信心（Faith of Jesus Christ)不同：我們對

神的信心常常不夠或軟弱（），但因為耶穌基督的信心超自然加在我們身上，我們不僅

得救，更可以與耶穌同工，禱告直達神寶座！

• 操練主禱文的關鍵在于領受進入耶穌基督的信心，沒有什么可以使我們與神隔絕：

• 神的愛

• 神的供應

• 神的旨意和計劃

• 神的榮耀

悟性禱讀主禱文

方言禱讀主禱文

• 邊看主禱文，邊用方言開口禱告



默想主禱文

• 靈里仰望神的寶座（“沒有什么可以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開始體驗感受耶穌基督

的信心

• 進入忘我：體驗靈里被神的愛和耶穌基督的信心充滿

• 靈里默想主禱文：體驗神的旨意在自己生命中暢通無阻，領受恩膏，屬靈人迅速得力！

• 同在中繼續與神相交，有問有答

注意：

• 此乃較進深操練，操練成熟可很快進入與神相交，且不受時間（可長可短）和地點限制。

總結

• 熟悉這幾種操練可以使我們生命中的 Kratos 和 Ischuo 能力得到平衡

• 任何圣經經文都可以如此操練

【內在屬靈感知】

參考：

• 本系列第二講

• ”異夢、異象入門與操練 ”，第四講和第五講 - “耶和華的燈”） 

此乃本操練系列的重點：

• 通過幾種行之有效的屬靈操練開啟增強內在屬靈人的各種感知

• 因各種屬靈感知靈敏而全方位順應聖靈的引領，成為神流通的先知性服事器皿

【簡單操練屬靈感知】 

除了常常禱告和服事外，關鍵在于日常生活中隨聖靈引導，發現各種操練方法。

電梯操練法

如果你上班的地方有兩部電梯，可以操練直接順聖靈引導走到將開門的電梯前。

操練屬靈視覺

• 有時在異象中看到那個電梯開

• 可以簡化異象：看到一排燈泡其中一個亮（代表某一電梯）

操練屬靈聽覺

• 有時聖靈直接告訴第幾個電梯（“聽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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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屬靈感覺

• 有時憑直覺走到前面（“想都不想”）

• 有時覺得靈里有“拉力”，指向將來之電梯（”牽引“）

進階操練

• 有更多選擇的操練（如六部電梯）

• 未到就操練（如出門或在途中）

• 當天為明天的境況操練

其他類似操練

• 停車場操練法：在停車場找車位同樣可進行類似操練。

• 超市操練法：隨聖靈帶領找到所要物品或降價物品

注意

• 操練目的要單純：更好進行先知性事奉（不限于啟示性事奉）

• 不要勉強操練時機和方式（如太累就不要操練）

• 不要太在意精確度（超過 50%即可，不要斤斤計較），而是要長期堅持

• 不要影響自己和他人生活（選擇無嚴重后果的小事）

• 操練開始先方言禱告（“進入接收狀態”）

• 以下操練方法僅供參考！

【本月操練】

以“每天 15 分鐘方言操練”為基礎，進一步操練各種操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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