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召會禮拜堂講壇回應
講題 : 異象：您要知道的事
經文 : 徒 2: 14-21

講員 : 李天鈞博士

引言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認定異象、牧養群羊；今周想分享「認定異象」方面
 箴言 29 章 18 節：
「沒有異象（或譯：默示; 原文 cha-zown 先知預言）
，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
的，便為有福。」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being blind is having sight but no vision.”
 今天我們看看聖經怎理解異象，以便我們可了解並進一步去認定異象
1. 個個都可有
 經文的背景：使徒行傳 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門
徒被聖靈充滿，經歷聖靈浸後，彼得向眾人解釋這經歷是什麼？
 彼得認為這是應驗舊約先知約珥所言的應許（珥 2:28-32）
約珥書 2 章
使徒行傳 2 章
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17.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31. 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20.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彼得認為先知約珥所言的「以後」就是指這個「末後的日子」；而「耶和華未到的日子」其實就
是指「主未到的日子」
 即是彼得認為約珥應許實現的時代是在耶穌來到時就開始了末後的時代，直至耶穌再回來
 在這時代有什麼事發生？可看使徒行傳 2 章 17-18 節（約珥書 2 章 28-29 節）
 17 節神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原文 pas sarx 每一個身體）
，即門徒被神的靈澆灌（充滿）的經歷
是每一個人也可以有的
 17-18 節提到被神的靈充滿時，便會有說預言、見異象及作異夢的表現
 神的靈澆灌每一個人是包括
 兒女即不分男或女，
 少年人與老年人，即不分年齡，
 僕人和使女是指甚至不分任何階级如奴僕。
 所以個個也可被聖靈充滿，個個也可有說預言、見異象及作異夢的表現！
 「異象」（原文 Hor-as-is 看見／景象；字根 Hor-a-o 看見／觀察）
Hor-am-a
使徒行傳 9:10 亞拿尼亞去找保羅;
使徒行傳 10:3 彼得向外邦人傳福音;
使徒行傳 16:9 保羅向馬其頓人傳福音
 聖經用「異象」的其他字是：Op-ta-si-a 異象是由上帝顯現說話或 Se-mei-on 徵兆／神跡
 所以個個也可有異象是指可看見上帝的心意，例如要你／妳傳福音的對象，「認定異象」可以是
認定上帝的心意或要你／妳傳福音的對象（下周福音主日）
 說預言（原文 pro-phet-euo，指宣告神的話→理解箴言 29 章 18 節；不同 prophetes 先知）及作異
夢（en-up-ni-on，夢中看見上帝的心意或傳福音的對象）都同傳福音有關，也是我們日常可以做
及正在做的
2. 位位做什麼
 既然個個也可有異象，那我們認定異象後再下一步要怎麼回應？
 “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a daydream.” 有遠見但沒有行動就是一個白日夢。
“Action without vision is a nightmare.” 有行動但沒有遠見就是一個惡夢。
本田宗一郎 Soichiro Honda, the founder of the Honda Motor Company.
約珥書 2 章
使徒行傳 2 章
28.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17.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29.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18.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使徒行傳 2 章 17-18 節特別加入了說預言作為首尾的呼應，很想強調被神的靈充滿後，說預言即
宣告神的話是最重要的








而見異象及作異夢的目的也是為了宣告神的話，帶著上帝的心意或福音的目標為的就是去宣告神
的話（「信徒皆先知」The Prophet-hood of all Believers by Roger Stronstad）
故異象是為了宣教 ”Vision is for Mission” ：彼得在使徒行傳 2 章 38-41 節作決志並 3000 人歸主
（另使徒行傳 9:10 亞拿尼亞去找保羅; 10:3 彼得向外邦人傳福音;16:9 保羅向馬其頓人傳福音）
正如使徒行傳的主題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聖靈降臨就是為作見證，宣告神的話（五旬宗的
宣教）
「認定異象」是為了回應「信徒皆先知」，位位都要宣告福音的行動
從來處境都不容易

3. 人人靠聖靈
 使徒行傳 2:17 節神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一切也是由聖靈去開始
 聖靈不只使我們見異象，作異夢，宣講上帝的話
 使徒行傳 1:8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徒 4:8, 31
辯才／智慧 、勇氣
 徒 10:19; 13:4; 16:6 帶領
 聖靈行傳
 微勞士 Dr. Verent J. Mills 1913 — 1996 孤兒之父
 年僅 18 歲的他（本身可作工程師）
，回應上帝的呼召，帶著一本聖經、2 套衣服、一雙鞋、5.5 元，
乘了 28 天的船到中國宣教
 有一夜，看見一個人赤裸躺在地上，滿身鮮血，全身抽筋，口吐白沫。用英文，奉耶穌的名把鬼
趕了出去。次日，整個村子的人都聽聞到這個神跡。此後每日都有三百多人來聽福音，且有很多
人信主。其中白灣縣縣長帶領他家鄉全村人信主。1936 年，微勞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個教會。
4. 各各榮耀神
 有著異象，並聖靈的大能去宣講福音，結果都是為著榮耀神。
 2: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11:18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
悔改得生命了。
 16:34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微勞士建立了 9 間教會，並與摩利臣宣教士（J. Elmor Morrison）一起創辦了福音聖經學校
（Evangelical Bible School）。
 為中日戰爭下的中國孤兒，設立孤兒院。設立 21 個救濟站，每日供應 14,000 人的飯食。他在廣
東共建立了五間孤兒院，據 1945 年統計，這些孤兒院收入孤兒總數逾 700 人。
 微牧師曾說：“我問心無愧，若我被處死後，請剖開我的心，你就會看見我心中只有‘中國’兩個
字。”
 烏溪沙及天台學校
 “The person who loves their dream of community will destroy community, but the person who loves those around
them will create community.”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The Classic Explora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ty

總結
異象：您要知道的事：
 「認定異象」是認定上帝的心意或要你／妳傳福音的對象，個個也可以有
 異象是需要有行動，就是認定上帝的心意或要妳／你傳福音的對象，然後去活出來或傳福音
 異象的認定及行動都需要聖靈的工作
 異象的目標是榮耀上帝
 妳／你已認定你／妳的異象？
思考問題：
1. 分享上帝對妳／你生命中的心意或你／妳要傳福音的對象？即現在所「認定的異象」
2. 分享你／妳如何計劃（行動）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或傳福音予看見的對象？
3. 分享過往經歷聖靈的工作在活出上帝的心意或傳福音方面
4. 為分享上帝對妳／你生命中的心意或你／妳要傳福音的對象禱告並宣告這全為榮耀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