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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的開啟】

（參考異夢異象課程）

• 不是指辨別諸靈的恩賜（如常常見到靈界真實情形的異象）

• 有先知性呼召（特別是先見型）的信徒常有此恩賜

• 屬神異象的開啟乃每個基督徒都可以有的屬靈成長，是操練聽神聲音的自然延伸

【心中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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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 1:18

(AMP)  By having the eyes of your heart flooded with light, so that you can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and how rich is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His set-apart 
ones), 

(CU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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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V+)  The3588 eyes3788 of your5216 understanding1271 being enlightened;5461 that ye5209 may 
know1492 what5101 is2076 the3588 hope1680 of his846 calling,2821 and2532 what5101 the3588 
riches4149 of the3588 glory1391 of his846 inheritance2817 in1722 the3588 saints,40 

(KJVA)  The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being enlightened; that ye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and what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G1271
διανοι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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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oia （想像力）
dee-an'-oy-ah
From G1223 and G3563; deep thought, properly the faculty (mind or its disposition), by implication its 
exercise: - imagination, mind, understanding.

Eph 4:18

(AMP)  Their moral understanding is darkened and their reasoning is beclouded. [They are] alienated 
(estranged, self-banished) from the life of God [with no share in it; this is] 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the want of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the willful blindness) that is deep-seated in them, due to their 
hardness of heart [to the insensitiveness of their moral nature]. 

(CUV-S)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CUV-T)  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

(KJV+)  Having the3588 understanding1271 darkened,4654 being5607 alienated526 from the3588 
life2222 of God2316 through1223 the3588 ignorance52 that is5607 in1722 them,846 because1223 of 
the3588 blindness4457 of their846 heart:2588 

(KJVA)  Having the understanding darkened, being alien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through the 
ignorance that is in them, because of the blindness of their heart: 

G2222
ζωη
zoe
dzo-ay'
From G2198; lif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 life (-time). Compare G5590.

• 想像力（dianoia ）屬于人的魂，是與靈界最“接近”的部分

• 人的潛意識（記憶）存儲大量圖像（內在醫治因此有關）

• 大腦可以隨時調用圖像（記憶），產生在想像力中，分析觀察

• 天然圖像（光線）由眼睛進入大腦，在想像力中形成圖像

• 異象則是屬靈視覺接收屬靈圖像進入想像力系統

• 因此健康的想像力是接收異象的要素

【開啟的決定因素】

（參考異夢異象課程）

信心

• 神對末世子民的應許(珥 2 28-29﹕ ﹐徒 2 17-18)﹕ ﹐
• 聖靈”凡事指教“

• 耶穌應許向愛祂的人顯現

• 不正確的認識關閉異象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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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越強，越容易區分屬神的異象，分辨排除不屬神的圖像

• 程度強烈的異象如魂游外象和敞開的異象則容易分辨

• 內在屬靈異象（inner vision)在操練開始比較不容易與天然的圖像（想像力中的來

自人思想和記憶的圖像），但操練成熟接收異象信心就增強

• 操練成熟，信心足夠可隨時開啟和關閉（如很快進入服事狀態）

器皿的潔凈度

（參考“如何預備接受異夢異象”）

• 神話語的潔凈和膏抹

• 神的愛

• 愛即完全，就沒有懼怕（約一 4: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

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4:17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

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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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

• 愛是最大的恩賜（林前 13）
• 神的生命（神的光）

• 日常生活中的保守

屬靈之光的強度

• 神的同在強烈的聚會（如有恩膏的敬拜和先知性聚會）

• 聖靈的膏抹

【開啟的對象】

注意：

 

• 不同階段，不同側重

• 聖靈常常是在我們熟悉掌握一階段後才領進入新階段

 

從來沒有異象

 

• 學習在神的平安和愛中進入”接收“狀態

• 每天內在屬靈人的“旋律”不同，要學會為其“定調”

• 從敬拜進入神的同在（詩篇 100:4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



謝他，稱頌他的名！）

• 默想經文進入神的同在（申 32:2  我的教訓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語要滴落如露，如

細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 不同經文帶出不同類型的異象（神是愛的經文，先知性經文如啟示錄和以西結書）

• 從方言禱告進入（參考”先見性方言禱告“）

• 屬靈視覺的“蘇醒”（參考異夢異象課程和同學的見證 ）：

• 開始看到光

• 開始有模糊的（往往是黑白的）圖像

 

模糊不清或只是黑白

 

• 恩膏的增加（敬拜，先見性恩膏的領受）

• 方言禱告的操練

• 神話語力量的彰顯

• 技巧的成熟與細膩

• 開始操練解釋異象（參考異夢異象課程）

 

有清楚異象

 

• 深度和廣度（伯 11:13  你若將心安正，又向主舉手；

11:14  你手裡若有罪孽，就當遠遠的除掉，也不容非義住在你帳棚之中。

11:15  那時，你必仰起臉來毫無斑點；你也必堅固，無所懼怕。

11:16  你必忘記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

11:17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雖有黑暗仍像早晨。

11:18  你因有指望就必穩固，也必四圍巡查，坦然安息。

11:19  你躺臥，無人驚嚇，且有許多人向你求恩。）

• 進一步的操練解釋異象

• 異象進階（參考異夢異象課程）

• 其他屬靈感知的配合運用

【本月操練】

按個人異象的階段嘗試各種操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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