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 ~ 五堂 週六下午/晚上 遇⾒見神禱告事奉的作法

I. 主對你說話的可能⽅方式

A. 當神正在對我說話時，那是像什麼︖？我如何知道是神在對我說話︖？當我們求神對我們說話時， 
我們必須相信，且不懷疑祂想要跟我們分享⼀一些事情。︒我們要注意 「聖靈微弱的圖像」 並由此
切入。︒
1. 這些微弱的圖像稱為啟⽰示。︒ 啟⽰示是我們最先從神領受到的。︒得到啟⽰示並不意味著我們明⽩白
我們所領受的是什麼。︒當我們成熟了，並且操練去詢問所領受的啟⽰示時，神將幫助我們解
釋這些圖像。︒

2. 如何增長先知性的靈︖？花時間與神相處，讀神的話，在禱告與禁食中成長，私底下並
在群體中操練傾聽與察看。︒最後，求主幫助我們在啟⽰示中成長。︒倘若我們懇求祂，祂
會給我們更多。︒(弗 1:17、︑雅各書 1:5、︑太 7:11)

B. 圖像： 你可能會接收到某物或某⼈人靜態或移動的⼀一個圖像。︒詢問神⼀一些問題，那個圖像或
許會開展，或者你會看到更多。︒

C. 印象： 印象是⼀一種你內在的認知。︒你就是覺得你知道。︒或許你不太確定為什麼你會這樣
想， ⼀一開始時也許很微弱，但就是去做。︒有時當憑著信⼼心說出時，主會讓你更明瞭。︒

D. 情緒： 你可能感覺某種情緒被攪動。︒開始與神對話去發現你為何會有這樣的感覺。︒

        E. ⼀一句話：可能瞬間在腦中出現。︒求問神那是甚麼意思。︒
         

F.  聖經經節：神可能對你強調與被服事者相關的某節經⽂文或是某個聖經中的⼈人物。︒

II. 服事者服事時可以問的問題
     

             A. 你有看到、︑感受到或感覺到神嗎︖？
             B. 你看到神了嗎︖？
             C. 你是否願意求耶穌更靠近⼀一點︖？
             D. 祂正在做什麼︖？
             E.  主，你想要向    (被服事者)   顯明什麼呢︖？
                   F.  這對你有什麼意義嗎︖？(當神向被服事者顯明⼀一些事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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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你所聽⾒見/看到的，有服事到你嗎︖？
             H. 當你聽⾒見/看到時，你感覺如何︖？
             I.  主！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這個問題很簡短，但有⼒力)
             J.  你有甚麼想對耶穌、︑天⽗父、︑或者聖靈說的嗎︖？
             K. 在結束前，主，祢還有甚麼想要對    (被服事者)   說或是要顯明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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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為何我們應該要渴望在遇⾒見神的事⼯工上成長 ---那是耶穌的事⼯工

     A.  如同耶穌所⽰示範的醫治事⼯工， 我們每個⼈人都被呼召以醫治去服事，去醫好傷⼼心的⼈人，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以賽亞書  61:1-3、︑ 路加福⾳音4:18-19) 。︒ 
若我們願意讓主在我們的⽣生命中居⾸首位，透過我們，這個 「好消息」(福⾳音)就能帶出醫治的事
⼯工。︒ 

   
B.  這個事⼯工藉著挪去阻隔在路上的攔阻來為神預備道路！遇⾒見神的事⼯工常會顯明⾏行⾛走在神道路  

                   上的絆腳⽯石。︒你們要……預備道路，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以賽亞書 57:14)

C.  釋放我們⾛走出⿊黑暗國度的事⼯工:  解開那些綑綁我們情感的重擔或壓制的思想，使我們可以享                
受在耶穌裡的⾃自由。︒「“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 上的索，使被欺壓的

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 (以賽亞書 58:6)

IV. 有可能會遇⾒見的障礙 ---簡短說明。︒以下所列出的是針對更⾼高層次的禱告事⼯工， 但是需要在這裡
提⼀一下，因為這些狀況有可能會在⼀一般的遇⾒見神事⼯工中出現。︒每種狀況， 就像在以賽亞書57、︑ 

58、︑ 61章中所提到的綑綁、︑軛、︑絆腳⽯石，和監牢，耶穌都已經付上代價摧毀了！
       

A.  城牆和堅固營壘： 他們有可能是簡單的障礙物，但也可能錯縱複雜如同堡壘般不敬虔的
思想，抵擋了對神的認識。︒ (林後10:4-5)

B.   謊⾔言的根源： 所有謊⾔言建⽴立的源頭。︒ 找出謊⾔言的根源可以使表層的謊⾔言比較好處理。︒很多時
候這個謊⾔言的根源很難以察覺，有時候，只要詢問「謊⾔言的根源是什麼︖？」 或是「這是什麼
時候發⽣生的︖？」，真相就會顯明 (林後 10:4-5)。︒ 例如：「我毫無價值」，「我很差勁」， 

「神遺棄了我」 ，這些謊⾔言可能就是問題背後的根源。︒                   

C.  不敬虔的⽂文化或家庭的⼼心態和習俗：我們從世界體系中承繼了許多與天國⽂文化背道⽽而馳的風
俗民情，那些必須予以破碎⽽而歸服於耶穌的權下(林前 6:9-11、︑西 2:8︔；20-23、︑加 4:8-10、︑林
後 5:17、︑ 弗 2:1-3) ⼀一些常⾒見的例⼦子如: 我不是成功的，除非我⽗父親認為我是︔；我不是成功
的，除非我賺很多錢︔； 我沒有價值，除非我結了婚。︒

D.  發誓：  為了避開痛苦、︑愛的缺乏、︑沒安全感… 等等，為要防範上述事情再次發⽣生，你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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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敬虔的約定。︒這種狀況很多時候是發⽣生在你還是孩童、︑還不懂防禦的時候。︒當時那個誓
⾔言可能可以保護你，但是它也把神與其他⼈人隔離了！要領受到神的愛，它需要被破碎。︒ 神總
是有更好的東西要給我們或與我們交換，若是我們能給祂我們⾃自⼰己有罪的⽅方式， 想成為⾃自⼰己
的神與保護者︔；求問祂，若是你破碎了不屬神的誓⾔言，祂會給你什麼 (太 18:6、︑林後 10:4-5)。︒ 

舉例⽽而⾔言: 我再也不信任了！
  E. 苦毒與不饒恕： 許多我們所經歷的麻煩問題是因為不饒恕， 放⼿手、︑饒恕、︑降服於神，可以 
        解開任何魔鬼的枷鎖、︑鎖鏈或是仇敵的挾持。︒往往很多時候得知根源後，我們得以繼續前進並 
        得著醫治。︒許多時候我們以為需要去原諒某⼈人，但是往往最深層的領域則與饒恕我們⾃自⼰己以及
        神有關。︒(太 6:14-15、︑路 6:37、︑路 7:47、︑ 雅 5:16、︑約⼀一 1:9)。︒饒恕是我們所能做的最有效的事 
        之⼀一！在⼀一個⼩小狀況中容易發怒、︑瞬間就對⾃自⼰己或他⼈人⽕火⼤大、︑思想糾結在某⼈人對你做錯了的事 
        上、︑以及對於某特定⼈人⼠士有著論斷的想法，這些都是不饒恕仍然存在的跡象。︒

F.   邪靈的影響： 他們之所以還可以停留在那兒，乃是因為⼈人們給了牠們合法的權⼒力，或有不敬
虔的信念出現，牠們在地上唯⼀一的權柄來源，乃是我們賦予牠們的。︒牠們在⿊黑暗、︑矇騙、︑隱
藏中猖獗壯⼤大， 戴上⾯面具偽裝成我們⾃自⼰己的思維或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為的是要在我們的
身體裡⾯面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在地上斥責魔鬼 (路加福⾳音4:35-36、︑⾺馬可福⾳音 1:24-25︔；5:8)、︑
我們求神從天上挪去在上空執政、︑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邪靈。︒ (猶⼤大書 1:9)

G.  假神與偶像崇拜：從世界體系中，有⼀一些存在的實體可以從邪惡奧秘的操練，甚至看似無
形、︑宗教的操練中獲得⼒力量，神要我們 (或我們的祖先)棄絕從這些觀念或作法中所獲得的利
益，並且在藉祂寶⾎血所⽴立的新約之下，獲得耶穌供應給我們的應許 (使 19:23-24、︑加 4:8、︑ 
弗 1:20-22、︑ 西 2:9-10、︑弗 2:1-3、︑西 2:20) 。︒

H.  累代的罪愆與咒詛：  罪愆(Iniquity)是故意違抗神或是神在創世時所設⽴立已知的法則 (羅 
1:18-32) 。︒當我們的祖先這樣做時，他們即給了仇敵合法的權⼒力與約定，對其後代加以傷
害，就算其後代是基督徒，撒旦對他們的⽣生命或是⽣生活⽅方⾯面仍佔有合法權利，除非合法的權
⼒力被破除。︒ 許多時候這些約定只能被聖靈所揭開，即分辨諸靈、︑知識的⾔言語，以及先知所
⾒見的恩賜是有幫助的 (林前 12:1-11)。︒這些約定僅能靠耶穌的寶⾎血予以破碎︔；它們需要透過
耶穌的寶⾎血去揭露、︑棄絕我們祖先因違抗神⽽而獲得的⼀一切利益。︒這是比我們現在訓練的還要
進階的課題，然⽽而卻是非常重要且真實的。︒(關於普遍歷代罪愆的主題：出 20:5-6、︑民 

14:18、︑詩 103:17、︑伯 1-2︔；42:6-7、︑亞 3:1-5、︑啟 12:10。︒有些例⼦子是利未的後代： 創 34:30︔；
49:5-7、︑出 32:25-29、︑民 1:47-53︔；18:23-24︔；35 、︑申 10:9、︑書 13:33︔；非尼哈的後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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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13︔；以利的後代：撒上 3:11-14︔；22:16-23、︑王上 2:27︔； ⽴立甲族 ：耶 35:18-19，聖經中
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

I.   假耶穌：某⼈人假扮為耶穌，其實不是。︒ 這個實體之所以被允許存在，乃是因對耶穌的錯誤認
知所致。︒ 你可以做幾件事來分辨 (林後 11:14、︑來 13:8、︑路 24:31)。︒

1. 你可以求告真正的，真實的拿撒勒⼈人耶穌留下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2. 你可以問被服事者對此實體的感受如何，若是負⾯面的，詢問為何如此以及更多問題。︒
3. 在做祂/牠 (假耶穌)們所問的或相信祂/牠所說的任何事之前，要確定那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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