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LD MEN SHALL DREAM DREAMS 

老年人要做異夢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

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徒2:17). 你我都處於末期; 也就是說, 這些奇妙的

應許也是給我們的. 其實, 末期始於五旬節. 在那日, 使徒保羅印證了先知約珥的話語. 

時候已到, 神必透過那些歸信祂的人超自然的行事. 

神會如何行事呢? 請先看看這節經文的上半部: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

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根據原文, 「說預言」是指按照聖靈的感動而宣

告真理. 

我曾身歷其境. 比如, 我年輕時被送去警察大學. 課程包括公開演講; 當時, 班上的人都

是訓練有素的講員, 我則是惟一的門外漢. 但是, 我每逢要發言, 就禱告. 我論到聖經題

目, 聖靈就臨到我. 很希奇! 

最後的功課是一篇長達30分鐘的演講; 好斷定人是否及格. 我事前得了這吩咐: 「卡特, 

你是個好人; 我們實在喜歡你. 但是, 這並非福音機構, 乃是警察大學. 除非你談及警察

的題目, 否則, 你的期考不會及格. 」  

我害怕起來! 我知道自己惟靠聖靈的恩膏, 才能演講. 但是, 神會膏抹我, 好讓我談及如

何保存罪案現場嗎? 

次日, 輪到我發言時, 我站起來說: 「今天, 我會談及警察的一個題目: 聖經. 我們在法

庭作證時, 都要按手在聖經上, 説: 「我按照這本書的內容, 誓言說我即將説的盡屬真實

, 願 神幫助我. 」難道你們不認為我們按甚麼宣誓是很要緊的嗎? 」 

人人都贊同説: 「是啊. 」於是, 我從創世記講到啟示錄. 三十分鐘後, 我説: 「祂必以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的身份回來! 」 

 

 



  

會後, 他們本該按照我的眼神接觸, 語調, 手勢而評論我, 但沒有人這樣做. 人人都看著

我, 連連說: 「我一輩子都沒有聽過這樣的信息! 」有人説: 「你所説的是我該思考的! 

」又有人説: 「嘩, 這就是我宣誓時所按照的嗎? 」 

我進去考場時滿心害怕; 然而, 導師致終甚至邀請我回來講課! 神有何等樣的作為! 衪必

透過聖靈的感動, 幫助我們以屬 神的方法去宣揚祂的真理. 

少年人要見異象 

經文繼續説: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異象」一詞是指出於 神的看見.. 我見過異

象; 它們往往像快照一般, 在我最意料不及時臨到. 有一次, 我在聚會裡在大衛. 瑋克森

牧師身旁敬拜. 神突然給了我一幅圖畫, 有關他到世界各地去. 我得見他站在因沮喪而面

伏於地的牧師們面前. 他拿著代表敬拜和禱告的香爐; 他站在他們面前, 他們便開始起來

. 他們心中恢復盼望和勇氣, 便開始再次把榮耀歸給 神. 

我靠近大衛牧師, 說: 「主剛才顯示, 說衪必差遣你到世界各地去向牧師們講道. 」大衛

牧師靠過來, 説: 「祂還沒有跟我說. 」我便說: 「我只能把衪顯示我的告訴你. 」 

一年後, 大衛牧師開始了一個事工, 到56個國家向數萬名牧師證道. 在一個聚會裡, 八千

到一萬人聚首一堂; 球場裡每個人(包括後面的管理員)都面伏於地. 當時, 神的同在大大

的臨到了! 他們起來時, 都得蒙鼓舞. 他們恢復敬拜, 正如 神顯示我的. 

為人祖父的一方面 

我既得著預言, 又見過異象; 現在, 主已把最好的留到最後. 我這老人開始做異夢了! 那

是第三種應許. 我能老實的說我在一生中所得的過於我心中所想的; 現在我既有八個孫兒

女, 便前所未有的經歷到 神的一方面.  

我們可從創世記領會到 神的這方面.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

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牠叫什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創

2:19). 這就是 神有關祖父的一方面! 神以塵土創造了亞當, 更創造了種種動物, 把牠們

帶到他面前. 

為人父親的會說: 「亞當, 這是長頸鹿, 現在記得啊. 」但是, 為人祖父的則會説: 「亞

當, 你認為我們該稱牠為甚麼呢? 」聖經記載, 無論亞當一一稱那受造物為甚麼, 那就是

牠如今的名稱! 我有榮幸經歷 神這奇妙的一方面. 你要明白, 代表律法的父母會說:「早

上起來…刷牙. 你的書在哪兒呢? 牚好鞋子. 吃晚餐! 」那就是父母所說的! 

 



 

我曾經如此, 便明白其必要性. 神律法的一面會説: 「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西

2:21). 「過馬路務要小心. 不可這樣做, 不可那樣説. 」父母都必須實行律法這一面. 

但是, 祖父母則代表恩典, 即 神的另一面! 我們夏天所去的房子有個廚櫃; 我把它改成

「祖父的店鋪」. 裡面放滿了各式各樣的糖果! 到了傍晚, 凡是乖的都可以到祖父的店鋪

任意抓一擺. 

父母會説: 「吃蔬菜! 」, 但祖父母則說: 「冰淇淋? 你要吃多少呢? 」 

有一個晚上, 我們的孫兒女都在床上跳起來. 我們都不會讓孩子這樣做, 説: 「你們會弄

壞床褥! 你們會跌倒, 且受傷! 」但是, 現在我們會説: 「看看你可不可以跳得更高. 東

西若壞了, 問題不大! 」 

你要明白, 也許你沒有家庭, 但請謹記, 你現在另有一個家庭, 即主的肢體. 你在主的肢

體當中可以為人父母和祖父母!  

屬 神的啟示 

究竟老人做甚麼異夢呢? 它們為何被看為超自然呢? 解經家Matthew Henry説這些異象都

是屬 神的啟示. 換言之, 正如主論到聖靈説: 「(祂)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祂要榮
耀我，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16:13-14).  

屬 神的啟示就是 神對你的心不僅說到有關你的兒女, 更說到有關你的孫輩. 衪會對你說

及祂即將在你的家庭裡, 且藉之成就的事情--尤其是關於祂託負你看顧的孩子. 這些都是

微聲的話語! 比如, 主多年前應許我, 說我離世後我的家人會致力於差傳上. 我不知道他

們會有何參與, 我且因自己不必使事情成就而感恩. 主提醒我說: 「卡特, 若你必須使事

情成就, 這就再也不是應許了. 這乃是個應許: 你的家人會致力於差傳上. 」 

你們這些老人都會得著這種屬 神的啟示! 我們這些祖父母所具備的能力是過於你我所知

道的. 神給我們能力來透過話語造就下一代的人. 祂給我們能力來對他們説及 神的計劃-

-尤其是當我們付上時間去禱告. 

瑪拉基説: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
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4:5-6).  

換言之, 你的話語具備能力去破除任何罪惡咒詛, 即世界用以迷惑你的家人或那些你能影

響的人. 我認為魔鬼因此極力令主的肢體自私自利; 牠知道我們若自我中心, 就會失去  

 



 

神樂意賜與的能力和異象. 但是, 我們心中轉向兒女(也就是說, 不僅把他們看為我們所

看顧的對象, 更把他們看為明天的教會和本國的前途), 就有能力在地上破除罪惡咒詛.  

何等非凡的想法! 你與 神同行, 不只顧自己, 你的言談就會帶著不可思議的能力. 你不

會僅僅想及你自己的退休和安逸. 你反倒心中顧及你的兒女孫輩, 和 神託負你影響的孩

子. 你想及他們, 為他們禱告, 為他們而活, 屬 神的事就會透過你而流到別人身上. 那

些就是老人開始做的異夢!  

你不必編造事情; 神必開始對你說話, 且透過你説話. 而且, 你的話語不必異乎尋常, 可

以如下: 「你會非常勇敢. 你會對人有心. 只要讓 神在你生命裡成就衪的旨意. 」 

我現在來到一生中最美好的階段. 我曾對五十萬人講道. 我到過兩位總統的府邸 我到過

世界各地. 那些事情都是希奇的, 但這更是無與倫比! 這是變老最喜樂的一件事. 我看見

孫輩美好的事情. 神給我能力來透過話語造就他們. 

話語的能力 

在世上變老是可怕的--一切都是關乎疼痛, 你的兒女更決定要如何照顧你. 但是, 在主的

肢體裡, 老人會得著能力! 這能力超乎發預言和見異象; 一般來説, 這些都是更大的事情

. 但是, 到了人生的終點時, 這是關乎你所愛的人. 這是關乎你至親的人, 即 神託負你

去看顧的. 這是關乎姪子, 甥女, 孫輩, 或隔壁有三個孩子的母親. 

就是關乎他們! 你在主的肢體中變老, 則不必曲身離世. 你乃活起來! 所以, 我們必須呼

求, 説: 「神啊, 求你使我們的心轉向這世代的兒女! 無論他們多麼偏離, 求你顯示我們

他們的前途. 求你賜我們勇氣來以話語來造就人, 留下持久的影響力. 」 

你發現自己的話語帶著能力去造就別人, 是很希奇的. 我想起自己是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

信徒時, 我曾經感到失敗, 有種種掙扎. 我數月來都靈裡沮喪, 感到自己絕不會好轉. 

有一天, 我與一位既年長, 又信主的警察Doug一同出去. 他問道: 「你怎麼啦? 」 

我解釋說: 「我很沮喪, 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 我希望與眾不同, 但這是絕望的. 」 

他看著我, 説: 「魔鬼極力這樣定你的罪. 但是, 靠聖靈行事, 不體貼肉體的信徒是不被

定罪的. 我知道你想得著 神, 所以把那件事放下來吧. 」 

直到今天, 我還記得他造就我的話! 那些話語不是特别深切; 他沒有引用經文. 只不過是

一位長者造就一名年輕人而已; 但這件事卻叫我重新站起來. 

 



 

那就是 神現今給你的能力; 好讓你能造就你的家人, 對這世代的年輕人有所貢獻. 祂賜

你能力來為著別人的益處而活; 這是從你的家庭開始的. 無論你的兒女是否還住在家裡, 

你的孫輩是否住得很近, 你依然有能力. 你可以打電話. 如果你的兒女不跟你說話. 你可

以寫個咭片. 

或許你說過不該説的話. 但是, 今天可以是新的一天. 雖然我們有瑕疵, 又軟弱, 神卻信

實不渝, 必賜我們能力來對下代的人説話. 

請謹記, 不僅是我們的親生骨肉, 主肢體中的眾兒女也都屬我們. 街上有許多人都是屬 

神的; 只是他們還不曉得. 然而, 衪必賜我們能力去起來得著他們. 所以, 讓我們接受先

知約珥的應許, 即以下超自然的特徵: 「老年人要做異夢。」(徒2:17). 我們必須定意充

份做異夢; 按主給我們各人的栽培而對受捆擾的心靈發出合時的話語. 

讓我們彰顯 神的能力, 且向下一代的人宣揚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