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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聆听神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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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神的圣经基础

「……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字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
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约十四26。

1. 从神的属性来说，祂是三位一体位格的神，圣父、圣子
和圣灵是在紧密的交通之中。

2. 整本《圣经》也记载神与人的「沟通史」，正如希伯来
书一章1-2节所说，「古时候，上帝藉著众先知多次多
方向列祖说话，末世，藉著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
承受万有的，也藉著他创造宇宙」。

3. 主极喜欢说话，祂创造天地时也是用话语来成就的。神
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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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帝喜欢与人沟通。因此，我敢保证，祂一定让我们听到祂
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就是祂给我们的「一定能听到」的保
证。首先，这段经文第3节提到「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
的声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我们本质上
是祂这位牧羊人的羊，自然能听到祂的声音。第4节说，「当
他把自己的羊都放出来，就走在前面，羊也跟着他，因为它
们认识他的声音」。为了确保我们能听和跟随，主这位牧羊
人更亲自走在前面，作引领。

5. 主用心良苦地差派真理的灵来指教真理，「……真理的灵来的
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
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要来的事向你
们传达」（约翰福音十六13）。

6. 相信了主就得生命，这是必然的;但生命能否丰盛，关键就在
于「听主声音」，以及按祂的心意而活（即「听而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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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聆听天线
1. 经文：使徒引用〈约珥书〉（徒二17-21）；神对撒迦利亚说

说（路一79）。属灵原则。
2. 声音：包括内里的声音（赛三十20-21），「有声音说这是正

路……」)，或是外在的声音（撒上三1-9节）。
3. 启示性的言语：这是指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是预言。

例如，安提阿教会差巴拿巴和保罗（徒十三1-2）、亚迦布事
件（徒二十一10-11）。

4. 图象或异象：但以理的经历（但七、八）、保罗见异象（徒十
六9节）

5. 异梦：约瑟作梦（创三十七5-11）、尼布甲尼撒王作梦（但二
31-45、四10-18）。

6. 圣灵的感动：保罗内里深处的平安（徒二十一4）、关于守节
的事（林前七40）。

7. 直觉或意念：徒八29，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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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理性或悟性：诗篇119篇34节求你赐我悟性，我就遵守你的律
法，且要一心遵守。

9. 环境印证：基甸勇士的人数（士六36-40）。

10. 天使：天使向约瑟指示（太一20）。

11.诗歌

12. 良知良心

罗二章15-16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
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
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罗九章1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作见证。」

以上不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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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异梦和异象

1. 梦- “一系列图像等在沉睡的人的心灵中出现”（韦伯
斯特词典Webster Dict.）

2. 异象- “精神景象mental image”（韦伯斯特词典）
3. 希伯来人看梦与异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几乎可以互

换使用。
4. 梦和异象都涉及在一个人的脑海中观看屏幕上的图像。

只是於睡眠时或清醒时看这些流动的图像。日夜都可
以聆听神。每个人都会做梦，包括未信主，例如法老。

5. 关于梦的研究，晚上到了rapid eyes movement/REM
阶段就会做梦。每人每晚1-2小时，到Alpha level就会
有梦，有保障精神和情绪健康，不然会神经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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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通过梦和异象来说话
1. 上帝於旧约以梦和异象来说话。

• 圣经有极多梦的启示，民数记十二章6节，耶
和华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
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
他说话」主是说必於梦中说话。

• “I send my prophets to warn you with
many visions & parables”（何十二10）。

2.上帝於新约以梦和异象来来说话。

•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
梦」（徒二17）。

• 上帝说他会在晚上通过我们的梦来辅导
counsel我们。「我要称颂那指引我的耶和华，
在夜间我的心肠也指教我。」（诗十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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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梦提醒和警示我们要改变。
•「神说一次、两次，人却不理会。世人在床上沉睡安眠时，
在梦中和夜间的异象里，神就开通世人的耳朵，将警告印在
他们的心上。」（伯三十三14-18）。

4. 上帝通过梦给人超自然的礼物或恩赐。
•神对他说：「...我会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 ...你没有求的，我也

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 ...。」（王上三11-13）。

5. 在梦境中得到的异象
•保罗夜里睡觉时，得到了一个关于马其顿人的异象（徒十六
9-10），异梦在圣经中很常见，大约有五十次记载。很多基
督徒经历过从神来的异梦，只是未必懂得辨别。

总结：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主都给予梦和异象，尤其没有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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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件事–有助回忆起梦境

1. 对自己说，“我相信梦是包含重要的信息。”
2. 祷告容许，甚至要求在每个梦之后唤醒你。如果

你在梦想结束的五分钟内没有醒来，你就不会想
起它。

3. 当你入睡时，请求上帝通过梦和你说话。
4. 把你的日记放在你的床边，并在醒来后立即记录

你的梦，最迟於早上记下。
5. 八小时的睡眠，在不使用闹钟的情况下自然地醒

来。

Virkler, Mark. and Kayembe, Charity Virkler. Hearing God Through Your Dreams: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God Speaks at Night, PA: Destiny Ima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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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梦？
1. 人生有1/3时间於睡眠中，可以通过

做梦明辨神。

2. 教会却极少有教导如何理解梦，失去
明白主的机会。

3. 祷告转变态度来关注梦，求主启示。

4. 圣经的梦不易解，图像symbolic为
主，直接表达较少。要学习怎样解释
decode. 

5. 梦代表背后意思，图像语言，可以学
习解梦。梦可以是神与我们分享祂的
角度/心意。

6. 辨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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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梦的七个基本原则– Mark Virkler

辨认梦中的符号（记住

要从符号的角度来看

它）。

这些符号来自您的生活，

所以请问自己这个符号

对我意味着什么？

问问自己，在做梦的前

一天我在处理什么问题？

写下来。

求圣灵帮助您理解梦的

含义。写下一些您认为

梦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想

法。

确定您的内心如何见证

对选项的不同解释。

梦是在揭示，记住，梦

是在揭示，不是谴责。

寻求其他确认，将梦作多个来源审查，尤其是在做出重大人生决定时。寻求来自各种方

式的额外确认，例如我们内心的和平，其他人的交往，圣经，上帝的声音，预言，有恩

膏的想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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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的影响力
1. 成为一个「灵里的看见者」不是容易的事。要拥有这样的生活，

我必先学会成为一位「看见者」。
2. 向神认罪悔改（找出抗拒的原因），重新尊重和祈求异象这份礼

物。

3. 图像比单纯认识性的沟通更能深刻地影响我们。我们喜欢看电视
胜过听收音机；我们喜欢听生动的故事，而非刻板的说教。

4. 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有时胜过一本神学书，图像比抽象观念或单
纯的口语概念更能带领我们接近属灵世界的真实体验。

5. 图像很有力量，并能造就信心。创十五章5-6节：「所以耶和华
带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
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
以此算他为义。」

6. 一幅图画胜过千句话，“Pictures worth a thousand words”神
以“牛奶与蜜”来形容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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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用异象和比喻

1. 神会通过异梦和异象和我们说话，圣经
有大量记载。包括耶稣常常用比喻：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
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上帝
也用图像，例如圣所。

2. 耶稣是我们完美的典范，我们要有像耶
稣的生命，就要向神涌流的异象开放。

3. 耶稣教导时，他使用图像（太十三34）。
主耶稣在世上的事工是根据神异象的引
领（约五19-20）。

4. 撒母耳建立了先知培训学校，训练人成
为「看见者」（先知的前称），圣经没
有说这样的事情应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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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异梦和异象来
与我们沟通

1. 从图像中涌出神的创造力。

2. 当神「辩论」时，他使用图像（赛一
18) 。

3. 当我们看见属灵世界时，就会发生个
人的转变，例如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

4. 圣经中充满了图像、异梦、异象、比
喻、暗喻、寓言和形象（创世记到启
示录）。

5. 我们的祷告（诗廿三）和敬拜（诗三
十六6-7 ）应当充满图像（判断像深
渊，依靠在你翅膀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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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的形态
1. 异 象 是 流 动 的 ， spontaneous

vision/thoughts。
2. 不同形式的异象也同样重要和属灵，

都需要接受检验和思考。
3. 异象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调查显示

看到的异象是黑白和彩色的人各占一
半。有画面品质清晰，也有比较模糊。
有硬照，有动画，有一幅也有多幅。

4. 一个左脑倾向的人普遍不如偏右脑
（直觉和图像思维）的人看得容易和
清楚。

5. 教师多会是偏左脑，而先知则偏右脑。
两种一起合作是理想的团队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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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用甚么天线与他们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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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接收 -十种感官

人的五种外在感官(Mark Virkler)：

o触觉
o味觉
o视觉
o听觉
o嗅觉

參考：Mark & Patti Virkler：《疾风细雨，如何听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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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里/灵里五种感官，包括：
1. 心灵的眼睛，用来观看梦境和异象：「求我们主...把那赐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照亮你们心
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
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
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一17-19）。

2. 心灵的耳朵，用来聆听上帝的声音；
3. 内在的头脑，能够在灵魂的最深处沉思和默想。例如马利亚

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些事(路二19)；
4. 内在的意志，让人能做出承诺和委身，抓着应许和真理。例

如保罗心里定意，就往耶路撒冷去了；
5. 内在的情感，可以借着经历上帝的

情感而通过自己感受到或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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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情感–求神发展你的情感！！
上帝有他的喜怒哀乐情绪反应。
•上帝有情感，人按著祂形像所造，也必然有情感。情感有
美善的，例如喜乐、良善和关爱，是可以保存和发展的。
•我们分享祂的情感，也能成为中介传递出去，安慰、造就、
劝勉、代祷和服侍等。怜悯是与神的情感有关的恩赐。

爱 申七13；申十15

喜悦 申三十9-10；诗十八19；结十八23；箴十一1；十
二22

恨恶 诗五5；十一5；箴六16；赛一14；六十一8

怒气 出三十二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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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显示耶稣的人性和情感

愉快 欢乐
所爱的
爱他人
信心
平安

路十21；约十一15
约十一3
可十21；约十一5；十三1、34
太八10；可六9
約十四27，十六33

愤怒 愤怒
烈怒
恼怒

可三5
启十九15
可十14

悲伤 怜悯
哀哭
大声哭
忧愁
受苦
困乏
哭

太九36
來五7
來五7
可三5
太十六21；十七12
约四6
约十一35

恐惧 惊恐
迫切

可十四33
路十二50

第五堂_聆听神的天线 leadersbedoing.net19/09/20 22



当我们翻开《圣经》，不
难看到神与人有多种通
话方法，祂千方百计要
使我们能明白祂的心意。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NC-ND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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