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 -第四課（下）



课程第一部分：预言要点

* 為什麼要聆聽預言？

因為預言能指導你怎樣處理具體問題。

詩篇73:24a—您要以您的訓言引導我。
詩篇143:10—求您指教我遵行您的旨意，因您是我的上帝。您
的靈本為善，求您引我到平坦之地。

你應該儘量讓聖經中的話語原則引導你，但對於某些個人問題
和情況，我們需要具體特定的指引，而聖經中又沒有這些具體
特定的指引。記錄下來的話語（即聖經）為我們提供了基本原
則和基礎；但是上主想通過預言直接對你談及你個人的情況。

* 預言不僅提供指引，也給予鼓勵

我們已經探討了預言在指引和教導方面的好處，而預言帶給我
們的另一個好處是鼓勵。能夠收到上主賜給我們個人的話語，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禮物。

詩篇85:8a—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祂必應許將平安賜
給祂的百姓，祂的聖民。
詩篇119:50—這話將我救活了。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到安慰。
詩篇27:14—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
等候耶和華！
箴言16:20—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



聆聽上主的關鍵

我們已經知道了，預言對我們大有幫助！它可以鼓勵我們。我
們希望擁有和使用這一恩賜！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接收預言
的關鍵：

熱切的渴望

詩篇119:2—遵守祂的法度，一心尋求祂的，這人便為有福。
耶利米書29：13—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如果你全心尋求祂，請求祂，祂就一定會回答你！

專心專意

就像我們以前在禱告一課中所討論的一樣，全心全意非常重要。
要盡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上主身上，並排除其他一切雜念。

看地圖

花時間聆聽上主的指引，

就像使用地圖，尋找一條

通往目的地的最容易、最

安全、最平坦的路。但是

你不能在高速駕駛的時候

看地圖。你必須停下來，

研究地圖。在聆聽主的聲

音時，你也必須停下來靜

聽，這樣才能和主親密交

誼，從祂那裡得到指示。



保持心靈開放

請主幫助你保持思想和心靈開放，準備接受祂賜給你的任何訊
息，即使它不是你所期待、喜歡或能完全理解的。

提問要謹慎

你得到的答案取決於你所問的問題，因此要確保你清楚自己在
問上主什麼，這樣，當你得到答案時，你才會知道祂說的是什
麼。有時候，把問題寫下來會很有幫助。

課程第二部分：判斷預言

你怎樣知道一個預言真正被上主的靈所啟示？

很多世紀以來，不少人都宣稱自己聽到了上帝的聲音。有些人
的生命通過愛和正直的行動，成了美好的見證。但也有些人的
生命所結的果子或其後的行為，讓你不禁懷疑那些「預言」是
否真的曾是上帝的靈所啟示的，還是只是他們自己的想法，或
甚至更糟，他們是受了魔鬼的欺騙？

也許你也非常想知道，你所接收的預言是否來自上
帝，是你直接通過禱告獲得的呢？還是來自於其他
源頭呢？

或許在你禱告後，上主似乎也給了你一些話語，但
你就是不明白怎樣按照祂說的去做，甚至不明白祂
說的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些問題。



*「這個聲音告訴我去做好事！」

一個故事敘述，一個小男生接受了耶穌。教會的長老對他的歸
信有點懷疑，就問他：「你怎麼去辨別上帝的聲音和魔鬼的聲
音？」

這個小男生的回答非常簡單。他說：「如果那聲音告訴我去做
壞事，我就知道，那是魔鬼的聲音！如果那聲音告訴我去做好
事，它就是上帝的聲音！」

就那麼簡單！如果你愛上主，你從祂那兒接收到的就是美好的
訊息，會培養你的信心、喜樂、希望、愛和讚美之情。

* 耶穌告訴我們，用該預言所結的果子來判斷

耶穌訂立了一個基本的標準，來判斷先知或預言，那就是去看
他們所結的果子。

馬太福音:7:15-20—你們要
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
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
卻是殘暴的狼。憑著他們的
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
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
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
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
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
來丟在火裡。所以，憑著他
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
來。



判斷一個預言，需查看這些要點：

■是否符合聖經？

它不應該與聖經相抵觸，然而它可能會令我們更理解它。它是否
和聖經相符？話語應該是查驗預言的尺度和標準。

以賽亞書8:20b—人應該遵循耶和華的訓誨和法度。人若不遵循
祂的話，必看不到曙光。

■它是否是有益的？

它是否激勵你去做好事？是否鼓勵你去追隨上帝的行事方式？它
們所結的果子是什麼？

加拉太書5：22,23—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

■它是否令你和主內的弟兄姐妹和睦團結？

來自上主的預言，通常和主先前所說的話一致，證實祂先前所說
的。它會帶來平安和團結，不會是混亂。

哥林多前書14:33—因為上帝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它是否使你謙卑？它不應該讓你驕傲。

哥林多前書1:29—使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自誇。



■它是否鼓勵你？它不應該譴責你和其他人。

罗马书 8:1—所以現在，那些在耶穌基督裡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它是否帶給你信心？它不應該帶來恐懼。

提摩太後書1:7—因為上帝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
仁愛、謹守的心。
約翰一書4:18a—愛裡沒有懼怕，沒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課程第三部分：解釋預言

上主一旦針對某件事向我們說話後，我們就必須充滿禱告地閱
讀祂對我們說的話，並確定祂給我們的是什麼吩咐或答案。要
做到這一點，我們就需要解釋預言，必須理解祂對我們所說的
是什麼意思。

智慧、理解和辨別的恩賜

正確地解釋預言，需要幾個因素的幫助，那就是智慧、理解和
辨別的恩賜。這些都是屬靈的恩賜，可以通過禱告獲得。

哥林多前書 12:8,10-11—這人從聖靈領受智言，那人從聖靈領
受知識；聖靈使那人能作先知講道；使這人能辨別諸靈... 這
一切都是同一位聖靈所賜的，是祂按自己的旨意分別賜給各人
的。



尋求他人的建議

充滿禱告地向主內充滿信心和智慧的弟兄姐妹尋求建議，會幫
助你準確地判斷上帝的話的意思。上主不一定會讓一個人能夠
理解所有的預言。在這些情況下尋求建議非常重要，因為有些
預言對你來說可能不清楚，但別人可能會因主所賜的理解而看
得很清楚。

哥林多前書14:29—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
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
箴言11:14—無智謀，民就敗落；謀士多，人便安居。
箴言15:22—不先商議，所謀無效；謀士眾多，所謀乃成。
箴言19:20-21—你要聽勸教，受訓誨，使你終久有智慧。

選擇正確的顧問！

一個屬上帝的顧問，應該愛上帝，
他的生命應該顯示出與主親近的
好果子。如果你想學彈鋼琴，你
肯定不會選擇去上商學院，你一
定會去找擅長彈鋼琴的鋼琴家；
如果你想學做廚師，
你肯定不會去
找電腦技師，
而會去找懂
烹調、你喜
歡其菜肴的人。
因此，屬上帝
的顧問，應該是
你可以信任的人，
因為他們結出了美好
的屬靈果實。



以上帝的話語為指導

應該根據上主的話語來解釋預言。就像前面提及，真正的預言
不應該和聖經裡記錄下來的上主話語抵觸，只會幫助我們更詳
盡理解。要以上主的話語為標準，來衡量和理解你所得到的預
言。

詩篇119:105—您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 完全接受上主的話

解釋預言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完全接受上主所說的。要想明
白上主給你的預言，關鍵在於信心、順從和謙卑。

■敞開心去禱告，熱切渴望清楚地聽到上主的聲音。
■充滿讚美和感激地接受祂的話語。
■求主清除你自己的想法。
■服從祂給你的任何指示。
■相信自己所獲得的是來自上主的。
■具備將預言付諸行動的信心。
■不應該按我們想說的來解釋預言。也不應該被我們自己的願
望或是成見所左右。要想理解和接受上主賜給我們的話語，我
們必須有一顆相信的心、一個開放的思想和一個純潔的動機。
如果你對一件事情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你就會很難向上主保
持開放。
■不可用世俗推理、邏輯和分析方式來解釋預言。解釋預言需
要上帝的智慧和上帝之靈的領導與辨別能力。我們不能因驕傲
而自認為我們知道上帝在說什麼。

箴言3:5-6—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
彼得後書1:20—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
私意解說的。



* 當你不明白的時候

以賽亞書55:9—天是怎樣高過地，我的方法也同樣比你們的方
法高明，我的思想也是同樣的比你們的思想高超。

我們不會每次都明白上帝告訴我們的話。祂說的有些可能很
清楚，有些可能會隱藏在奧秘中。有時，祂說的是現在，有
時可能是未來。

拉撒路的故事——主的意思並非總是很明晰

拉撒路的故事，就有點像這樣的情形。主先告訴門徒，拉撒
路的病「不致死」。後來祂說拉撒路睡著了，最後，祂又告
訴他們「拉撒路死了」。對他們來說，這似乎有點自相矛盾。
門徒可能會問耶穌，既然拉撒路已經死了，祂怎麼能說那病
不致死呢，而且事實上，祂已經在墳墓裡四天了？然而耶穌
最終使他從死裡復活了，所以，儘管門徒當時不明白，但在
拉撒路復活之後，他們終於明白了。

約翰福音11(节选)—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
大尼，就是馬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她姊妹兩個就打發
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耶穌聽見了就
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上帝榮耀，叫上帝的兒子因此
得榮耀。」

聽見拉撒路病了，耶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然後對門
徒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們去叫醒他！」門徒說：
「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
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拉
撒路死了。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
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裡去吧！」



耶穌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洞口堵著一塊大石頭。耶
穌說：「把石頭挪開。」

死者的姐姐瑪大對祂說：「主啊，他死了四天了，已經臭
了。」耶穌說：「我不是跟你說過，只要你信，就會看見上
帝的榮耀嗎？」

於是，他們把石頭挪開，耶穌望著天說：「父啊，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垂聽了我的禱告， 我知道你常常垂聽我的禱告。我
這樣說是為了周圍站著的眾人，好叫他們相信是你差了我
來。」

說完，就
大聲呼喊：
「拉撒路，
出來！」
那死者就
出來了，
手腳都纏
著布條，
臉上也包
著布。耶
穌對他們
說：「給
他解開，
讓他走！」



課程第四部分：正確看待預言

* 預言絕對可靠嗎？如果一個預言沒有應驗，那怎麼辦？

有時，事情似乎並沒有按照上主在預言中所說的那樣發生。那
麼，這個預言真是上主的靈所啟示的嗎？在這方面，你需要明
白幾點：

■上主常常是一步一步地帶領我們走在祂旨意的道路上。

上主顯然知道，我們最好不要知道所有關於未來的細節，至少
不能經常知道。祂通常把未來隱藏起來，讓我們一次只邁一步。

■取決於我們的決定……

在很多方面，上主限定自己只在我們的環境中行事。很多時候，
祂「視我們的情況而定」，當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後，祂也會做
出相應的反應。

祂像是在說：「嗯，既然現在你已決定這樣做了，我就要根據
你的決定，應許你要那樣那樣做。」但是如果我們後來改變了
想法，決定去作別的事，那麼，祂先前根據我們決定所做的應
許和指示也就不再有效了。

約拿和預言應驗的故事

約拿是古時以色列的先知，生活在公元前幾百年。上主告訴他
去尼尼微城警告那裡的人，因為他們罪大惡極，他們的城市將
會在40天內被毀。初時，約拿甚至不想服從這個預言，並企圖
逃離上主，但最後還是決定順服上主的命令去尼尼微，「向其
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書3:2）



聽了約拿述及厄運既將降臨
的消息之後，尼尼微城的居
民就信了上帝，並宣佈全國
禁食、身穿麻衣，真正懺悔
了。

約拿書3:10—上帝看見他們
所作的，就是悔改離開惡行，
上帝就轉意，不把所說的災
禍降在他們身上了。

因為人們懺悔，上主就沒有
（在那個時候）毀滅尼尼微
城。但是約拿並沒有領悟上
主的寬恕之情，因此坐在離
城不遠處，等待著上主的審
判降臨。當這個審判沒有降
臨時，他沮喪了。

上帝說尼尼微城要在40天內被毀滅，那是根據當時的情況確實
要發生的事。上帝只是在警告他們確實要發生的事，他們正在
走向毀滅。但是在約拿警告他們之後，他們就大大地悔改了，
他們的改變也造成了上帝的改變！上帝視他們的情況而行動。
情形變了，上帝先前說的也就不再生效了。

上帝給了我們選擇的權力，祂根據我們的決定而定，將我們需
要的賜給我們，或告訴我們應怎樣去做。

因此，當一個預言完全沒有按預期的那樣發生的話，我們不能
馬上就認為，那個預言不是來自上主。我們應該考慮到，可能
因為世上的某些人改變了他們的想法，所以，上帝也改變了祂
的想法。



■ 誤解

還要記得，有時我們覺得預言沒應驗，是因為我們對預言的內
容記得不確切，或者是我們解釋得不對。我們有時會發現事情
結果和預言所說的不一樣，而你若回頭再看一看那個預言，你
會發現它並非是你原來所理解的那個意思。因此，在你認為一
個預言「出錯」之前，回頭去再讀一讀它，你可能會發現，上
主所說的與所發生的完全吻合呢——只是你第一次沒有理解清
楚，或沒有準確記得祂給你的預言而已。

尋求上主旨意的其他方法

預言不是找出上主旨意的唯一
方法。我們會在以後的課程中
學習其他方法。但簡要地說，
有以下幾種方法，可以用來尋
求上主的旨意：

■1.把聖經話語應用到你的情
況中。
■2.「話語的聲音」——那就
是當你在讀話語時，突然某句
經文令你矚目，將上主的旨意
告訴你，或回答你的問題。
■3.以其他非預言方式直接獲
得啟示，如夢、景象或感覺印
象等。
■4.向有強大信心和熟悉上帝
話語的人請教。
■5.你相信是上帝安排的情形，
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打開和關
上的門」。



■6.個人關心的事或堅定信念。
■7.你祈求得到的明確、預定的徵兆。

當你面對一個重要決定，或一個會影響到他人的決定時，明智
的做法，是通過多種方式來尋找和確定上主的旨意。請求上主
用祂的話語或幾個方法，去確認祂在預言裡告訴你的事。

你我之間的親密情誼
來自耶穌的愛

你是獨特的。你不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對我來說，你是很
特別的！我知道你的每個想法。我深深了解你個人，我現在就
在親自對你說話。任何時候，只要你想要我對你說話，無論你
高興、還是低沈，甚至只是想有個伴，我都會對你說話。在你
需要的任何時候，我都很高興和你談任何話題。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到我這裡來。你不必擔心我會太忙，或我不
想要和你在一起。我時時刻刻都想要和你在一起。我喜歡和你
在一起，很想花更多時間和你在一起。無論何時，你花點時間
和我在一起，我都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如果我們可以的話，我
願日日夜夜永遠與你待在這個安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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