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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0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城市之光」 

╱康來昌牧師 

 

經文：啟示錄二十一章 23-24 節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列國

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上帝的城 

城市常常是黑暗的。一般看到對天堂、樂園的形容都是在鄉下，山、水、藍

天、青草地、溪水旁等等，還沒有看到一個描述天堂的圖畫是在城市，摩天大樓、

高速公路、捷運的，似乎一般對城市的印象都不怎麼好，空氣比較污濁、水比較

不乾淨、人沒有人情味，而鄉下一切都比較好，人與人之間也比較親切些。 

但感謝主，神在啟示錄、希伯來書（甚至舊約）就告訴我們，神用不同方式

來形容祂兒女將來要去的那美好地方，可以是個園子、樂園、樹林、郊野，但也

是一個城；甚至啟示錄最後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個城，美好的城。 

城本來的不美好，的確跟人的罪惡有關係。第一個城是殺人兇手該隱所建，

他的子孫所發展出來的城市文明是很優秀，但基本上有邪惡（流血、逼迫、無情）

的成分。到創世記在講到人越來越多的罪惡時，似乎人所顯出來的罪惡都在城市

裡。後來整個世界被毀滅，到挪亞從方舟出來後，人又開始多起來，他們做的事、

發展的文明，聖經沒有直接講建一個城，而是建了一座塔―巴別塔，塔頂通天。

這也顯示出人的文明、科技仍是偉大、能力強，卻一樣是自私、不要主、得罪上

帝。 

從巴別塔發展出來的文明就是巴比倫，非常優秀，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

亞伯拉罕從那裡出來的。聖經沒有講到東方、中國的古文明，相信很多也是在城

市裡表達出來的，如西安、咸陽等等。中國也沒有留下太多可以看到的東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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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城多半是木造，每次有新王起來，都是一把大火燒掉，不像埃及的金字塔或羅

馬城還有些石頭建造，還存留下來。 

巴比倫城、巴別塔、羅馬城，這些有永恆的城之稱的城都非常輝煌，基本上

很邪惡，但這邪惡不妨礙神兒女在其中生活。像但以理，以及許多被擄到那邊生

活的，都是敬虔人活在巴比倫城裡。羅馬更是這樣，一個非常邪惡的異教城，卻

有很多基督徒在其中。事實上，人口湧進城市是越來越普遍現象，鄉下是越來越

凋零。今天也是這樣，城的確有很多黑暗，但我們基督徒仍然住在裡面見證我們

的主。 

我們感謝主，當這世上城市、文明、文化優秀（都在神的管理中），神兒女

也在其中生活時，神好像定意要設立一個城，是榮耀的、蒙揀選的，是詩篇裡所

說「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說的。」這城當然就是耶路撒冷，大衛的城、

上帝的城。但很遺憾，我們也需要被提醒，不管多麼好的一個城、或鄉下、或一

群人、或一個教會，我們實在不能指望裡面沒有罪惡，稗子和麥子要一直一起生

長到世界的末了，邪惡和善良在教會裡也一直要存在，包括耶穌精選出來的十二

個門徒，也有一個是要賣主的滅亡之子，他們一起工作、服事到耶穌死。神是這

樣帶領，即使耶路撒冷也是這樣。弟兄姊妹若到耶路撒冷去，應當會有非常多感

動，耶穌看到耶路撒冷時，聖經講祂是哀哭。為一座城嚎啕大哭，是舊約先知裡

就有的情形。耶路撒冷（上帝的城）的偉大和敗壞，幾乎聖經每一卷書都有提到，

講最多的我想是耶利米。耶利米對上帝有愛，對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城也有愛，

在這座他有愛的城裡，卻也看到很多邪惡。 

大家都知道在教會裡可以湧出很多美善，包括愛、詩歌、彼此的關懷等等。

我希望在信友堂、台灣、全世界每個教會都湧出許許多多上帝的美善、上帝的聖

靈、上帝聖靈的愛、和上帝照的真光。 

然而耶利米書常講，在耶路撒冷這城裡像井水般湧出來的是邪惡，「井怎樣

湧出水來，這城也照樣湧出惡來；在其間常聽見有強暴毀滅的事，病患損傷也常

在我面前。」（耶六 7）這我們在先知書裡看到太多，包括以賽亞、耶利米、以

西結，講上帝的城的邪惡，上帝子民的邪惡、不義、殘忍、虛偽、欺騙都很多，

所以很悲哀難過的，耶路撒冷被上帝毀掉了。 

剛才我們所唱的詩歌裡講到耶穌被恨祂的人殺死，這是真的；耶路撒冷被恨

它的人毀滅，這是真的，不過耶穌也是在天父的旨意中死，耶路撒冷也是在天父

的旨意中被毀滅。 

耶利米哀歌整卷書也講到耶路撒冷這上帝的城因為罪惡而毀滅，包括被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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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的焚燒、包括人的死亡、被擄，包括小孩在死前向媽媽哭：「吃的東西在哪裡」？

因為耶路撒冷很多邪惡，最後會被消滅。 

在耶利米哀歌第 1 章裡有段有點奇怪的話，我說明一下也許大家能懂。1：

12，「你們一切過路的人哪，這事你們不介意嗎？你們要觀看：有像這臨到我的

痛苦沒有─就是耶和華在他發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這「我」就是耶路撒

冷。我是耶路撒冷城，是上帝的兒女，上帝的憤怒臨到我，以致於耶路撒冷被火

燒、百姓被殺、被奸淫擄掠、被各樣傷害所傷，但好像過路看到的人沒有什麼感

覺。這不太可思議，當我們看到日本海嘯、四川大地震的傷害，二次大戰紀錄片、

德勒斯登被盟軍炸彈焚燒時，廣島長崎被原子彈毀滅時，應該所有的不關心都會

被憐憫取代，但他說耶路撒冷被毀滅時，經過的人好像不介意，「這麼大的痛苦，

你們為什麼不介意」？教會從中世紀開始把耶利米哀歌這段話在耶穌受難日裡誦

讀，這「我」不再是耶路撒冷，乃指耶穌。的確在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新約聖經

有記載過路的人看見就說：「你這神的兒子如何如何；你這自稱可以把聖殿拆毀

三日又重建的人如何如何」，他們不介意。 

耶穌復活帶來新天新地 

也就是這觀念在舊約就有：耶穌（或彌賽亞）為我們的代贖不只是為個別每

個基督徒，乃是為一個城、一群人，是為耶路撒冷、神的兒女。「耶和華在他發

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耶穌為我們、神兒女、教會、上帝的城所受的苦難讓

我們得到平安、安息，祂的復活讓我們得到生命。耶穌的復活帶來的不僅是我們

將來的復活，和現在因著聖靈的重生得救及更新，耶穌的復活也帶來新耶路撒

冷，一個新天新地，就是上帝的教會。 

啟示錄 21：1-4，「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

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

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這很重要，耶穌復活所帶來的城，在城裡的

不再死亡，城市也不再死亡，神所揀選的城、子民、國度，神所愛、所救贖、所

照顧的所有神兒女不再有死亡，神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汗水、血，「也不再有

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新天新地裡還有病痛、壞人？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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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們不太會想到復活帶來的是整個新耶路撒冷的復活和臨到，但如果新

耶路撒冷那美好、新的城市也用來形容上帝要給我們的天堂、新天新地，當看啟

示錄 22 章時就不免有點奇怪，這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城、上帝在人

間的帳幕不是應該很好，但怎麼第 2 節說，「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

樣（或作：回）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難道將來在

天上還會生病感冒、腰酸背痛，然後要去摘一下生命樹的葉子熬汁來喝？新天新

地裡還需要有葉子來治病？在天堂裡需要有醫生嗎？ 

然後，第 15 節，「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

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我們在一個美好的城裡享受快樂，除了

有時還會生病要摘一下葉子來醫治以外都很快樂，但城外有一大群壞蛋。這讓我

有點不安，萬一城外那些人跑進來怎麼辦？你看 21：25，「城門白晝總不關閉」，

城門不關，那些犬類不是會跑進來？麻煩了。你說白晝不關，黑夜裡關上吧，25

節後半句說，「在那裡原沒有黑夜」，也就是從來不關，那怎麼辦？將來在新天新

地還會這樣嗎？ 

還有，對新天新地或天堂，一般都想是我們升到天堂去見主，這聖經也有講，

我們也這樣來瞭解沒有錯，但在啟示錄 21 章不是說新天新地在天上，我們升上

去，而是說它降下來，「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這降下來的新耶路

撒冷城其實就是新婦，就是我們。 

「我們是神的新婦」這部分等會兒再談到，不過我要先談剛才提的那嚴重問

題，在新天新地（天堂）裡還有疾病、犬類？或者不說疾病，但起碼有些葉子，

好像是以備萬一的。這是什麼意思？其實並不太難瞭解，傳統教會也是這樣解釋

的： 

復活的確是等主再來，但是復活的生命、喜樂的生命、樂園的生命、新天新

地的生活在神兒女身上，應該是今天就有，我們今天就活在新天新地裡。但今天

我們信主的人一樣需要醫治，因為今天在每個教會裡都會看到不僅是美好（詩

歌、愛、溫柔、憐憫、關心）湧出，像是生命活泉從耶穌的寶座中湧出來一樣，

叫人難過的，在經歷到這美好、復活生命的同時，我們的城、教會、家、自己仍

然會湧出邪惡來，每個人都會。 

因此求主幫助我們知道，復活的大能、耶穌的拯救、新生命已經臨到我們身

上，我們是喜樂的，但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罪惡世界裡，仍會湧出邪惡，而上帝

的光、真理、愛是光照、醫治我們的。之所以需要醫治，就是我們有疾病；之所

以需要潔淨，就是我們有污穢；之所需要赦免，就是我們有罪惡；之所以需要安

慰，就是我們有憂傷；之所以需要和好，就是我們有仇恨。感謝主，復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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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經在我們當中。在世上有很多痛苦，但我們有個新天新地，而且已經開始經

歷。這新天新地是神的帳幕在人間，神擦乾我們的眼淚。 

上帝城總不關閉 

啟示錄 21：25，「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我喜歡這句話，

「城門總不關閉」。各位有多少經驗很多門為你關上？中國有句詩，「蓬門今始為

君開」，門的開和關常常表示著幸（福）與不幸（福）的事。就像你找工作，求

職的門為你關上；找婚姻對象，對方甩門關上。C.S.Lewis 妻子死時他就用這來

形容他覺得上帝怎麼對他，他是個好可憐的人，需要去開上帝的門，當走到上帝

門口時，那門啪一聲關上，然後聽到上鎖的聲音。各位，這世上幸福快樂的門、

想讀書的門、愛情的門為你開著還是關著？我們很感謝主，上帝那個城永遠不會

向你關著，凡任何勞苦擔重擔、有罪惡污穢的、稅吏、妓女、娼妓、君王、奴隸，

都到主這裡來，那個城不關閉。我必須說信友堂和所有教會我們都有邪惡，但所

有的教會只要是奉主名設立的，你都在那裡應該找得到上帝的光、上帝的愛、上

帝的真理。 

我提一件事（這是已經公開，可以提出來），前幾個禮拜我們星期三禱告會

有位姊妹提出為她朋友的官司代禱，有提出名字，但我糊塗，也不看新聞，所以

不知道是什麼人。然後昨天姊妹把這位朋友帶來，我說，「歡迎，還有什麼可以

繼續為你禱告的嗎」？她說這官司對方上訴了，因為覺得法官初審判得太輕，所

以請再禱告。我就問，「可以說說是什麼事嗎」？她說：「就是我對我前面的雇主

不太忠實，提前離開等等，他們就很生氣」。我說，「你提前離開會有這麼嚴重？

可以問你在哪裡工作嗎」？她說：「軍情局，我叫葉玫」。 

各位，我們教會有經濟罪犯，有什麼之狼也來過，上帝的城對所有人是開放

的。我們強調人到主這裡要認罪、要悔改、要被神修剪管教，我們沒有說來到這

裡就沒事了。十字架旁邊的強盜悔改，就跟耶穌在樂園裡，他並沒有免除該有的

刑罰，基督徒並不是不講正義的。但我們求主幫助，讓耶穌復活的生命使所有愁

苦、煩惱、懊惱的人能夠到神的教會。大衛在逃亡時自己惶惶如喪家之犬，聖經

上講，所有凡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裡，我覺得這最像

基督的樣子。我們並不是沒有任何憂慮煩惱的人，我們有很多懊惱、罪惡、難過，

但是，到主這裡來！這城門是不關閉的。我在這裡也可以講，伯元弟兄就在這裡，

他現在是癌症復發，我們當中還有其他的人或親人有病，都到主這裡來！各位，

在罪惡的世界，耶穌已經復活了，上帝的光已經光照在我們當中，「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光因著耶穌的復活，聖靈的降臨更豐富的在我們當

中。是，我們是有很多的艱難，但感謝主，祂的真光照亮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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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真光照亮黑暗 

當聖經在講到上帝的光時是非常正面，尤其是約翰的講法，常常是指著真（真

理）、善（善良）、美（榮耀）、生命、愛、自由和幸福，從上帝來的，從神的創

造開始我們就看到。那時有個形容，「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好像不是個好的狀

況，也許也反映出所羅門（或神兒女、國家）蒙上帝的祝福有各樣豐富卻離開主

以後的光景。所羅門在寫傳道書「虛空的虛空」時，不知道他有沒有想到創造的

時候。但我們感謝主，我們的上帝是位豐富的主，祂的創造是美好的。「神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那是受造的光，自然的光，是美好的。 

然後在新約時把耶穌說成是那光，那就是非受造的，永恆的光，永恆的真理、

善良、愛、榮耀，而且這豐富的愛、榮耀，在世界墮落走入那很深的黑暗以後，

這「光照在黑暗裡」。即使我們重生得救，在教會裡了，我們生命中常常湧出因

為認識基督而有的美好香氣時，我們仍須求主的光繼續光照我們。 

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啟示錄 21：26，「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我們同工煒紅這兩

天也跟我講她有個負擔異象，有段經文特別感動她，就是「各國、各族、各方、

各民」的人，她有異象在信友堂我們能向各種人（狼、虎、羊、有罪、有病的）

開放。不但如此，我們還特別對他們開放，也就是我們特別對每一個人都開放，

因為那就是我們。我們是蒙了恩典、醫治、光照，但還有邪惡，需要繼續被醫治、

被光照、被潔淨，而且我們對這世上邪惡、罪惡、痛苦、傷人、受傷的人說：「你

來，來耶穌這裡」。 

這世界的文明、文化很多種，而真正的多元是在基督教裡面，因為這都是上

帝造的，即使在墮落裡也是上帝所造所管的，因此我希望我們信友堂能更豐富。

唯獨高舉基督，但在基督之下我們有眾多的身體，身體雖多卻仍然是一個身體。

我們有非常好的多元，好像交響樂一樣。求神讓每一個國家、民族、文化、膚色、

階級的人都被神光照，不會像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外邦人他們沒有來往，是仇

恨的。我們在基督裡都合而為一，都把尊貴榮耀歸給那城；尊貴榮耀歸給上帝，

尊貴榮耀歸給上帝的城，也就是在神的教會裡，那些嫉妒、自私、狂傲都沒有了，

我們有越來越多對弟兄姊妹的欣賞，因為你的弟兄姊妹、肢體就是上帝的城、上

帝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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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城裡人人事奉主 

啟示錄 22：3，「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

要事奉他」。我在看這些描述新天新地、天堂、樂園的圖像時，一方面那都是草

地、花園、果園，沒有摩天大樓、捷運，另一方面，在這裡面的人都是在度假的

情形，躺在青草地上、摘果子吃、也摘給別人吃、非常有愛心的把好的東西跟人

分享，在樂園裡享受，而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描述新天新地、天堂的是說在上班、

辦公、搭捷運、接電話、打字等等的工作，這也許反映出我們覺得在世上的工作

很累，但這不是啟示錄這裡講的。 

這裡說當我們在那城裡時，「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我也覺得這句話也可以

用在今天的生活裡，我們在服事上帝；我們在主裡面得到安息，在主裡面也服事

上帝。生活中我們有很多焦慮、擔心、愁煩，記得在受難日我們引了約翰福音的

話講，「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約十六 21），因為痛、害怕，但孩子生下來就

高興了。我們有憂愁、愁煩，但靠著主加給我們的力量就有安息，就有積極的力

量來事奉。 

上帝的榮耀顯在信徒身上 

22：4，「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這並不是說我們

像刺青的犯人一樣，而是我們有上帝的靈、上帝的形像、上帝的榮耀在每一個重

生得救的人身上。感謝主，我覺得我講道時越來越喜歡看到每一個人，包括從攝

影機裡看到福江廳的弟兄姊妹。我喜歡看，因為神的兒女身上有上帝的名字、上

帝的榮耀。當然有時候好像有撒旦的名，但我們感謝主，復活的生命一定能把祂

的話、祂的名寫在我們額上，雖然很多時候被遮蓋，但我們還是相信我們每個人

身上有上帝的名字。 

22：5，「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

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前面講他們要作僕人到永遠，這裡講他們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我們是僕人，因為我們永遠是上帝的受造物和被贖回的僕人，但我

們也是王，因為上帝把祂的尊榮、權柄也都分受給我們這些完全、始終、永遠、

越來越覺得不配的。神給我們，叫我們作王、會管理、會生活、會有上帝的光照。

這光照在我們身上，就讓我們越來越有上帝的真、善、美、生命、自由、愛。我

們曾經在黑暗裡，現在也常在黑暗裡；我們曾經湧出邪惡來，現在怎麼搞的真是

懊惱，還是湧出邪惡來，但主復活了，祂勝過一切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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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預備迎見主 

啟示錄 19：7，「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這是在什麼

時候？是主再來時，還是我們重生得救時？我們是耶穌的新婦是在什麼時候？我

想從永恆中我們就是了，但就我們人的經驗裡，這樣講吧，重生得救時就是跟耶

穌有訂婚的關係。 

「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各位還記得當年去迎娶妻子的時候？一定是很歡

喜。當然，在我們的習慣裡是新郎去接新娘，在啟示錄講是新婦預備好迎接她的

新郎。 

這預備實在很久，而且這預備是個極大的神蹟，因為是耶穌為我們預備，「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你們心裡不要憂愁」。若就字面來講，耶穌就是到天

上為我們預備房子，但不可能是這樣，耶穌工程進度這麼慢，兩千多年了，怎麼

蓋這麼久？耶穌在天上為我們的預備其實是為我們禱告、差遣聖靈，使我們自己

被預備好，使我們自己能夠預備迎接愛我們的上帝。 

然而，我必須引一段非常難聽的話來講，箴言 7：13。所有受造物在墮落以

後（甚至在重生得救後），我們的原罪、基本罪性就是不想見上帝。亞當夏娃墮

落後就是躲避上帝。我們不想見上帝、討厭上帝、不想到教會、不想聽道、不想

禱告、不想讀經、不想親近上帝，像亞當說的「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

怕；…我便藏了。」這是我們的罪惡個性。當重生得救後神的愛在我們裡面，就

比較會去想上帝、愛上帝，但還是常常會被其他受造物影響。當這些受造物在我

們心中佔據了主要地位，當我們以他為我們的主、神、唯一的喜樂、倚靠和盼望

時，包括好的，譬如追求健康、學問、和平、正義，但是是沒有上帝的和平、正

義、健康、環保，那仍然是罪惡；包括壞的，譬如吸毒、色情，我們都知道是壞

的，但我們喜歡這些，被這些吸引，我們沒有預備迎見、尋求愛我們的主。 

箴言 7：13，描述一個淫婦，那淫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不喜歡上帝，

喜歡上帝以外的受造物；我們不喜歡自己理所當然的丈夫，喜歡別的男人。「婦

人（就是我們）拉住那少年人，與他親嘴，臉無羞恥對他說：我出來迎接你」。

你看我們的同胞百姓迎接媽祖、四面佛、虛假的，是多麼熱情、積極主動，你看

我們對於上帝的事是多麼躲避，對上帝的十字架是多麼拒絕，對其他受造物的喜

悅是多麼強烈。「我已經用繡花毯子和埃及線織的花紋布鋪了我的床。我又用沒

藥、沉香、桂皮薰了我的榻。你來，我們可以飽享愛情，直到早晨；我們可以彼

此親愛歡樂。」各位，若你的配偶跟另外的人講這樣的話，而對你是關門拒絕的，

你是怎麼想？這就是人的罪，人對他的丈夫、主宰、造物主、拯救者、這麼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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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是這麼的冷漠，像 19 節說的，「因為我丈夫不在家，出門行遠路」。上帝不

在最好，上帝遠離我最好。 

所以啟示錄 21：2，是極大的恩典，是耶穌復活、勝過死亡、賜下聖靈，對

祂兒女、教會的恩典的結果，就是耶路撒冷（教會、我們）預備好了。我們不是

在預備迎接情夫，我們是預備迎接我們的丈夫，「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願你我都有這樣的心：「主啊，我想你，我渴想你，我渴慕你，我願你來。我願

你在我心中，我願你在我裡面更豐富」。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主，願我們渴慕你。

主啊，甚至好像只有那些復活日早晨去膏耶穌的婦女對

耶穌有這種心。他們仍然沒有信心，不相信你復活了，

但他們對主的愛讓他們願意從黑夜就跑到一個危險地

方，為要膏他們所愛的人。主，你已經活生生的在我們

裡面，你的光已經照在我們裡面，你的名字已經刻在我

們的額上，我們已經飽嚐你的愛情，願越多的飽嚐使我

們越多的渴慕，願我們越多享受你，不是對你越多的厭

煩，而是越多的「主啊，我心渴想你，如鹿切慕溪水」。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