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四课（下）



课程第一部分：预言要点

* 为什么要接收预言？

因为预言能在具体问题上指导你。

诗篇73：24a—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诗篇143：10—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你
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你应该尽量让圣经中的话语原则引导你，但对于某些个人问题
和情况，我们需要具体的指引，而圣经中又没有这些具体指引。
记录下来的话语（即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基础。但
是上主想通过预言针对你个人情况直接对你讲话。

* 预言不仅提供指引，也给予鼓励

预言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鼓励。能够收到上主赐给我们
个人的话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诗篇85：8a—我要听上帝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
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
诗篇119：50—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到安慰。
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箴言16：20—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便为有
福。



* 聆听上主的关键

我们已经知道了，预言对我们大有帮助！它可以鼓励我们。我
们希望拥有和使用这一恩赐！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接收预言
的关键：

热切的渴望

诗篇119：2—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
耶利米书29：13—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如果你全心寻求他，请求他，他就一定会回答你！

专心专意

就像我们以前在祷告一课中所讨论的一样，全心全意非常重要。
要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上主身上，并排除其他一切杂念。

看地图

化时间聆听上主的指引，

就像使用地图，寻找一条

通往目的地的最容易、最

安全、最平坦的路。但是

你不能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看地图。你必须停下来，

研究地图，在聆听主的声

音时，你也必须停下来，

静听，这样才能和主亲密

交流，从他那里得到指示。



保持心灵开放

请主帮助你保持一个开放的思想和一颗开放的心，准备去接受
他赐给你的任何信息，即使它不是你所期待的，不是你所喜欢
的，或你能完全理解的。

提问要谨慎

你得到的答案取决于你所问的问题，要确保你清楚自己在问上
主什么，这样，当你得到答案时，你才会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有时候，把问题写下来会很有帮助。

课程第二部分：判断预言

怎样知道一个预言是否真的是受了上帝之灵的启示？

很多世纪以来,不少人都宣称自己听到了上帝的预言。有些人
的生命通过爱和正义的行动，成了美好的见证。但也有些人的
生命所结的果子或其后的行为,让你不禁疑惑，那些“预言”
是否真的是上帝的灵所启示的,还是说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或
甚至更糟，他们是受了魔鬼的欺骗？

也许你也非常想知道,你所接收的预言是否是来自于上帝，它
们是你直接通过祷告获得的呢，还是说它们是来自于其它源头
。

或许在你祷告过后,上主似乎也给了你话语,但你就是不明白怎
样按照他说的去做，甚至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问题。



• “这个声音告诉我去做好事！”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伙子接受了耶稣。教会的长老对他
的归信有点怀疑,就问他：“你怎么去辨别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
声音？”

这个小伙子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如果那声音告诉我去做
坏事,我就知道，那是魔鬼的声音!如果那声音告诉我去做好事,
它就是上帝的声音！”

就那么简单！如果你爱上主,你从他那儿接收的，就是美好的信
息，它们会培养你的信心、喜乐希望、爱和赞美之情。

* 耶稣告诉我们，用所结的果子来判断预言

耶稣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标准，来判断先知或预言，那就是去看
他们所结的果子。

马太福音：7：15-20—你们
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
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
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
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
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
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
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
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
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
来。”



判断一个预言，需查看这些要点：

■是否符合圣经？

它不应该与圣经相抵触，尽管它可能会填补我们理解上的“空
白”。它是否和圣经相符？话语应该是检验预言的尺度和标准。

以赛亚书8：20b—人应该遵循神的训诲和法度。人若不遵循祂的
话，必看不到曙光。

■它是否是有益的？

它是否激励你去做好事？是否鼓励你去追随上帝的道？它们所结
的果子是什么？

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
止。

■它是否令你和主内弟兄姐妹和睦团结？

来自上主的预言，通常和主先前所说的话相一致，证实他先前所
说的。它会带来平安和团结，从无混乱。

哥林多前书14：33—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它是否使你谦卑？它不应该让你骄傲。

哥林多前书1：29—使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能自夸。



■它是否鼓励你？它不应该谴责你和其他人。

羅馬書 8:1 - 所以现在，在耶稣基督之中的人们不被定罪。

■它是否给你带来信心？它不应该带来害怕。

提摩太后书1：7—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
仁爱、谨守的心。
约翰一书4：18a—爱里没有惧怕，没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课程第三部分：解释预言

一旦上主针对某件事对我们讲话，我们就必须充满祷告地去看
他对我们说的话，并去确定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指令或答案。要
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解释预言；我们必须理解他对我们所
说的是什么意思。

智慧、理解和辨别的恩赐

正确地解释预言，需要几个因素的帮助。这就是智慧、理解和
辨别的恩赐。这些都是属灵的恩赐，可以通过祷告获得。

歌林多前書 12：8，10 － 通过圣灵，一个人话语里充满智慧。
凭借这同一圣灵，另一个人话语里则充满了知识。 同一位圣灵
赐予另一个人的才能是宣讲上帝的信息。圣灵赐给了这人分辨
圣灵与邪灵的能力，赐给那人的却是讲不同的语言的才能。



寻求他人的建议

充满祷告地向主内充满信心和智慧的弟兄姐妹寻求建议，会帮
助你准确地判断上帝所说的意思。上主不一定会让一个人能够
理解所有的预言。寻求建议在这些情况下非常重要，因为有些
预言对你来说可能不清楚，但他们可能会因主所赐的洞察力而
觉得很清楚。

哥林多前书14：29—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
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箴言11：14—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
箴言15：22—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乃成。
箴言19：20-21—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久有智慧；人
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选择正确的顾问！

一个属上帝的顾问，应该爱上帝，他
的生命中应该显示出与主亲近的好果
子。如果你想学弹钢琴，你肯定不会
选择去上商学院，你一定会去找擅长
弹钢琴的钢琴家；如果你想学做厨师，
你肯定不会去找
电脑技师，而会
去找懂烹调、你
喜欢其菜肴的人。
因此，属上帝的
顾问，应该是你可
以信任的人，因为
他们结出了美好的
属灵果实。



以上帝的话语为指导

预言应该根据上主的话语来解释。就像前面提说的，真正的预
言不应该和圣经里记录下来的上主的话语相抵触，只会帮助我
们更详尽理解。要以上主的话语为标准，来衡量和理解你所接
收的预言。

诗篇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 完全接受上主的话

解释预言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完全接受上主要说的。要想明
白上主给你的预言，关键在于信心、顺从和谦卑。

■敞开心去祷告，热切渴望清楚地听到上主的声音。
■充满赞美和感激地接受他的话语。
■求主清除你自己的想法。
■服从他对你说的任何指示。
■相信自己所获得的是来自于上主。
■具备将预言付诸行动的信心。
■不应该按我们想说的来解释预言。 也不应该被我们自己的愿
望或是成见所左右。要想理解和接受上主赐给我们的话语，我
们必须有一颗相信的心，一个开放的思想和一个纯洁的动机。
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你就会很难向上主保
持开放。
■不可用世俗推理、逻辑和分析方式来解释预言。它需要上帝
的智慧和上帝之灵的带领与辨别能力。我们不能因骄傲而自认
为我们知道上帝在说什么。

箴言3：5-6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彼得后书1：20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
随私意解说的。



* 当你不明白的时候

以赛亚书55：9 —天是怎样高过地，我的方法也同样比你们的
方法高明，我的思想也是同样的比你们的思想高超。

我们不会每次都明白上帝告诉我们的话。他说的有些可能很清
楚，有些可能会隐藏在奥秘中，有时，他说的是现在，有时可
能是未来。

拉撒路的故事——主的意思并非总是很明晰

拉撒路的故事，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形。主先告诉他的门徒，
拉撒路的病“不致死”。后来他说拉撒路睡着了，最后，他
又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有点自相
矛盾。他的门徒可能会问耶稣，既然拉撒路已经死了，他怎
么能说那病不致死呢；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
然而耶稣最终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尽管他的门徒当时
不明白，但在拉撒路复活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了。

约翰福音11(节选)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
大尼，就是马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她姊妹两个就打发
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了就
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
得荣耀。”

听见拉撒路病了，耶稣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
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门徒
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
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
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
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耶稣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洞口堵着一块大石头。耶
稣说：“把石头挪开。”

死者的姐姐玛大对祂说：“主啊，他死了四天了，已经臭
了。” 耶稣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只要你信，就会看见上
帝的荣耀吗？”

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望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垂听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我
这样说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好叫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
来。”

说完，就
大声呼喊：
“拉撒路，
出来！”
那死者就
出来了，
手脚都缠
着布条，
脸上也包
着布。耶
稣对他们
说：“给
他解开，
让他走！”



课程第四部分：正确看待预言

* 预言绝对可靠吗？如果一个预言没有应验，那怎么办？

有时，事情似乎并没有按照上主在预言中所说的那样发生。那
么，这个预言真是上主的灵所启示的吗？在这方面，有几点需
要明白：

■上主在他旨意的道路上常常是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上主显然知道，我们最好不要知道所有关于未来的细节，至少
不能经常知道。他通常把未来隐藏起来，让我们一次只迈一步。

■取决于我们的决定……

在很多方面，上主限定自己只在我们的环境中行事。很多时候，
他是“视我们的情况而定”，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后，他也会
做出相应的反应。

他像是在说：“嗯，既然现在你已决定这样做了，我就要根据
你的决定，应许你要那样那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后来改变了
想法，决定去作别的事，那么，他先前根据我们决定所做的应
许和指示也就不再有效了。

约拿和预言应验的故事

约拿是古以色列的先知，生活在公元前几百年。上主告诉他去
尼尼微城，警告那里的人，因为他们罪大恶极，他们的城市将
会在40天内被毁。刚开始，约拿甚至不想服从这个预言，并企
图逃离上主，但最后还是决定顺服上主的命令去尼尼微，“向
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书3：2）。



听了约拿关于厄运既将降
临的消息之后，尼尼微城
的居民就信了上帝，并宣
布全国禁食，身穿麻衣，
真正忏悔了。

约拿书3：10 —上帝看见
他们所作的，就是悔改离
开恶行，上帝就转意，不
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
上了。

因为人们忏悔，上主就没
有（在那个时候）毁灭尼
尼微。但是约拿并没有领
悟上主的宽恕。他坐在离
城不远处，等待着上主的
审判降临。当这个审判没
有降临时，他沮丧了。

上帝说：尼尼微城要在40天内被毁灭，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那

确实是要发生的事。上帝只是在警告他们确实要发生的事，他们
正在走向毁灭。但是在约拿警告他们之后，他们就大大地悔改了，
他们的改变也造成了上帝的改变！上帝视他们的情况而行动。情
形变了，上帝早先说的也就不再有效了。

上帝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力，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而定，将我们需要
的赐给我们，或告诉我们应怎样去做。

因此，当一个预言完全没有按预期的那样发生的话，我们不能马
上就认为，那个预言不是来自上主。我们应该考虑到，可能因为
世上的某些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所以，上帝也改变了他的想法。



■ 误解

还要记住，有时我们觉得预言没应验，是因为我们对预言的内
容记得不确切，或者是我们解释得不对。我们有时会事情结果
和预言所说的不一样，而你若回头再看一看那个预言，你会发
现它并非是你原来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因此，在你认为一个预
言“出错”之前，回过头去，再读一读，你可能会发现，上主
所说的与所发生的完全吻合呢——只是你第一次没有理解清楚，
或没有准确记得他给你的预言而已。

寻求上主旨意的其他方法

预言不是找出上主旨意的唯一
方法。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
用来寻求上主的旨意：

■1．把圣经话语应用到你的
情况中。
■2．“话语的声音”——那
就是当你在读话语时，突然有
某句经文触动了你，将上主的
旨意告诉你，或回答你的问题
。
■3．以其他非预言方式直接
获得启示，如梦、景象或感觉
印象等。
■4．向有强大信心和熟悉上
帝话语的人请教。
■5．你相信是上帝安排的情
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打
开和关上的门”。



■6．个人关心的事或坚定信念。
■7．你祈求得到的明确、预定的征兆。

当你面对一个重要决定，或一个会影响到他人的决定时，明智
的做法，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寻找和确定上主的旨意。请求上主
用他的话语或几个方法去确定他在预言里所告诉你的。

亲密的情谊
来自耶稣的爱

你是独特的。你不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我来说，你很特
别！我知道你的每一个想法。我了解你个人，我现在就在亲自
对你说话。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要我对你说话，无论你高兴还
是低沉，甚至只是想有个伴，我都会对你说话。在你需要的任
何时候，我都很高兴和你谈任何话题。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不必担心我会太忙，或我不
愿和你在一起。我时时刻刻都想要和你在一起。我喜欢和你在
一起，也很想花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无论何时你花时间和我
在一起，我都会使事情有所改善。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愿日
日夜夜永远与你待在这个安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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