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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有 “基” 認證」 

╱宋提倫傳道 

 

經文：啟示錄三章 1-13 節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

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

微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

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臨到你

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然而在撒狄，你還有

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

的。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

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

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

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

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

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

我是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

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

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

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 

 

弟兄姊妹，平安！ 

感謝葛牧師活潑、有創意的領唱〈點名時候〉。你想不想被點到名？

想被點到名的話，那麼，相對應的就是你在今天是不是為主活？你總不能

說，到時候被點到名，但今天怎麼活，給我一點自由空間。我們唱詩歌的

時候，要往下挖深一點去想，它直接挑戰到今天來。 



我在預備信息的時候，第一印象就是受到神重重的管教，但是這重重

的管教帶來的是濃厚的愛，「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箴十三 24）

我們有時候唱詩歌「耶穌愛我…」很浪漫，但仔細想，那個愛其實是很重

的，是用杖打我們的。「主所愛的，他必管教」（來十二 6）啟示錄就是一

個濃厚的、基督愛教會的一個表達。 

 

信息段落 

今天信息大概分成四部分，第一個大部分先講前提。之前講員都有說

到一些前提，就是啟示錄的核心、主題、主角，是耶穌基督。啟示錄所論

的，都是關於基督的事情。但是從這個核心衍伸出來，從第一章就看到，

其實有另外一個前提，就是基督與教會，有很緊密的連結。 

所以啟示錄是關於終末論、基督論，也關於教會論，一個結合的書卷。

第一部分就先講一些我們閱讀啟示錄的時候，該有的一些前提，這樣的前

提預備我們帶什麼樣的態度，去往下繼續的閱讀。 

第二大部分就講到撒狄教會，第三部分講到非拉鐵非教會，最後講到

得永遠的名，耶穌基督認證我們的名。希望這樣的信息，幫助我們等一下

再唱〈點名的時候〉，有更深的感觸、更深的省思。 

啟示錄從第一章開始，介紹耶穌基督，第二、三章講七個教會，下禮

拜就會把第七個教會，老底嘉教會講完。啟示錄的整個大開頭就告一個段

落。 

 

耶穌基督的形象 

今天在這邊，帶大家也做一些回顧，翻到第一章，就看到很多描述耶

穌基督形象的詞彙。我母親說她年輕的時候，讀到啟示錄，啊？我主怎麼

變這個樣子？會噴火啊，有劍啊，這樣好難愛喔，很奇怪的形象。但我小

時候呢，看過一個卡通叫《聖戰士》，他的身體是飛機、腳是車，遇到很

厲害的對手的時候就變形合體！組合成為超級聖戰士。 

但並不是七個教會組合成為基督，其實是基督展現出來，教會的本質

該是什麼；從基督的屬性看見教會該有的屬性。因為耶穌基督是教會的真

相和實存，他是教會的原型。萬有都是藉著他造的，他是萬有的本相，他

是萬有的真實。 

當你讀到非拉鐵非教會的時候，有一個字常常出現，「那位真實的」，

「真實」後面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他才是實在的，他才是原貌，他才是美



善的本體。萬有都從他而造，教會更是如此。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是什麼

意思呢？「起初，神創造天地…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說」，

就是「道」，萬物是藉著道而造、藉著道而有的；所以萬有都是藉著基督

造的。特別這位充滿萬有的，更加充滿在教會，教會是神創造當中的新創

造，這個新創造要被耶穌基督的美善完全的充滿在其中。 

在啟示錄當中你會看到，右手拿七星，死過又活的，他是首先、他是

末後的，都在展現耶穌基督各種的形象和屬性── 口出兩刃利劍、眼睛如

火、腳如光明銅、行走於金燈臺、拿著死亡和陰間鑰匙、誠實作見證的…，

第一章先一次的把耶穌基督形容完畢，然後在後面七個教會都用其中一個

形象做開頭。 

所以讀到後面的七個教會，都是在第一章就已經出現耶穌基督的形象

── 右手拿七星，行走於金燈臺的，就對以弗所的教會做開頭；首先末

後，死過又活的，就對士每拿教會做開頭；口出兩刃利劍的，就對別迦摩

做開頭；今天經文中的撒狄教會也是一樣，右手拿七星，行走於金燈臺；

非拉鐵非教會的開頭，是拿著死亡和陰間鑰匙的。 

這些前提的意思就是，教會的原型是基督，教會是按著基督完全的形

象而生。既然如此，第一章介紹完耶穌基督的形象，第二個對象，主要講

話的對象就是教會；不是別人，是教會，是屬神的兒女。我們領受基督完

全的形象，我們是主要的受話者、我們是主要的被愛者、我們也是主要的

被管教者。我們被修剪、被煉淨、被杖打。 

 

使我們妝飾整齊 

宣講的主要對象是教會，也可以說，審判的主要對象，一開頭是教會，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

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彼前四 17）如果你覺得讀到啟示錄，有

一些畏懼，有一些恐懼戰兢，這是好的。對神有真實的畏懼，才會產生真

實的平安。 

我們常常打招呼的時候說「平安！平安！」我們要安靜下來，回到一

個重要的前提，這個平安是不是出於對神真實的畏懼與敬畏？有真實的敬

畏，就有真實的平安。因為神會對我們說，不要怕，我的目的不是要來讓

你滅亡，我的審判管教，目的是要煉淨、潔淨，使你妝飾整齊。 

以弗所書講到基督與教會的關係，用婚姻這件事情，描述基督對他妻

子的愛。「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

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五 25-27） 

可以這樣講，我們這新娘的化妝師是誰？是主。主用他的道，像水，

來潔淨、妝飾，這是基督對我們的愛。 

啟示錄二十一章 2 節，這個妻子妝飾整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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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正在一個等候丈夫的階段，等候丈夫是積極的，要找婚禮秘書、找化妝

師、找婚紗，我們找這些東西來裝扮自己。婚禮那天，新娘一定都是最美

的。 

準備面對那最大的新郎，耶穌基督，我們應當如何裝備自己？就從神

的道開始。神的審判首先臨到教會、臨到我們，看看我們有什麼罪沒有？

使我們被修剪、煉淨，這核心裡面最核心的動機是神愛我們、是基督的愛。 

 

神說「我知道」 

第三個，審判的特色，介紹完基督的形象，開始對每一個教會說話，

對以弗所教會說，右手拿七星，行走於金燈臺；對撒狄教會說，如何如

何……然後每一個後面都講「我知道」。先描述完耶穌基督的形象、屬性，

他講話的開頭的前面，第一句話就是「我知道」。 

如果說神像法官一樣，那世上的法官和神這位法官可能不太一樣。我

們開庭的時候，法官進來，「起立！」很尊敬、很嚴肅，「坐下！」卷宗展

開，雙方律師開始答辯，說明、攻防…等等。但是神的審判，神來了，「起

立！」很嚴肅、很戰兢，「坐下！」卷宗不用了，雙方律師不用了，證人

不用了，神說「我知道，不用。」 

這就是對七個教會講話的特性，神說「我知道」，這後面有很嚴肅的

東西。神不同於世上的法官，神不需要聽我們報告。「唉呀，神你知道嗎？

你年紀大，可能有一些東西會漏掉，我要補充一下。」神不用聽你的報告，

神不用聽你的辯解啊，「唉呀，神你這件事情，真的誤會我了啦。」會嗎？

神比我們還要認識我們，連我們都不夠認識我們自己。 

當我越讀神的話，越被照亮，越謙卑到神的面前，越覺得自己殘破不

堪、乏善可陳。神比我們還透徹的了解、看得清我們的真相。人也想要掌

握真相，但人的目的是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厲害；而神透徹的看清我們，

是因為愛，祂要在點名的時候，能夠點到我們，祂希望能點到我們。因此，

主要用他的話來潔淨教會，修剪、煉淨祂的兒女，這就是愛。 



 

讀啟示錄的態度 

因此啟示錄不是要讀給不信者的，啟示錄乃是被教會來讀的，啟示錄

是對著神兒女自己來讀的，盼望在這下半年，我們都能夠用這樣的態度去

面對它。 

我們讀經的時候，常常說你要把角色替換成你自己，如果你是那個稅

吏、如果你是那個法利賽人…；那麼，我們讀今天的經文，啟示錄三章 1

節，應該這樣讀：「你要寫信給台北信友堂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

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這樣讀的時候，感覺不太一樣了？你如果讀撒狄的話，那是撒狄的事

嘛，甚至我覺得更要這樣讀，既然是對教會，更是對我們個人：「你要寫

信給宋提倫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

的，其實你是死的。」 

當我預備信息的時候，聖靈的工作引導我，神的話像杖打兒女，落在

我身上。我在神面前就開始敬畏、開始領受了。盼望我們都能夠這樣子去

讀。 

接下來往撒狄和非拉鐵非，最後有一個得主的認證，永不衰殘的名。

撒狄的核心教導就是為主而活，要警醒，要往死裡頭去活，認識基督是掌

管教會的主，他鑒察一切，他也是生命的主。 

講到非拉鐵非教會，核心就是你要傳主的名、要堅忍。雖然你慘澹經

營，但是神重視忠心勝於成功卓越，天國的價值不同世上的。如此為主而

活、傳主的名，就要得主的認證。 

 

撒狄教會的賊 

讀到撒狄，三章 1-6 節，有沒有賊？主是「像」賊，這就是讀聖經很

有意思的地方，你要找出一些蹊蹺。三章 2 節先說你要警醒，然後三章 3

節說，你若不警醒，我要像賊一樣臨到你。可是後面加一句話，前面先說

你要警醒，但是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如果我們決不能知道，就算

再警醒也不可能之道，那我為什麼要警醒？警醒是對著誰警醒？ 

所以不是天天大家輪值清醒，主隨時會來，主敲門的時候，大家趕快

起來，跪下來，披麻蒙灰。不是，主已經說了，你不會知道我什麼時候來，

那警醒的對象是誰？警醒的內容是什麼？其實這裡面還是有賊的，主不是

那賊，主說他會像賊。 



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同時主就在警告了，你們中間是不是已經有賊

來了？你們沒有察覺有賊嗎？如果你察覺不到有賊，那我來的時候，你要

更小心了，因為我會像賊一樣，而且你決不能知道我什麼時候來。但是你

們現在已經知道有賊了。 

撒狄教會的景況就是，按名你是活的，實際上你卻是死的；這意思就

是你們當中已經有賊。盜賊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撒狄教會的

生命已經被偷竊了、已經被殺害了、已經被毀壞了；所以這當中有一個隱

藏的，事實上卻很明顯的賊，使教會對主的心冷淡。 

但是，找出賊來，不是向外面找。我講這個經文大家不要就，喔，提

倫傳道說有賊，看誰像賊？我剛剛說了，讀聖經要把自己讀在那個位子上，

誰是賊？我可能就是那個賊。更往核心裡頭講，應該是說，撒但這個賊，

先來破壞我跟神的關係，那我就很可能在教會中成為一個破壞教會的人。

我可能就是賊，我可能就是那按名是活的，實際上是死的那個人。 

找出賊來，不是向外找，是向自己的生命裡頭找，賊可能就在我們心

裡，破壞我們跟神的關係。撒狄教會已經有賊來了，賊來不一定是殺人放

火。當然也有些教會受到很實質的逼迫，被殺、被放火，甚至被毀。但是

在我們所處的環境，在撒狄教會所面對的處境，恐怕不是這一類的破壞。 

其實撒但破壞教會還有更高招，這就是撒狄教會面對的處境，今天這

兩個教會，撒狄可以說是一個富足興旺的、都市型的大教會。而非拉鐵非，

就像是一個弱勢的、慘澹經營的教會，受逼迫，門都被關上。類比到台灣

的話，很像是鄉村型的小教會，或是被逼迫的教會。你覺得信友堂比較像

哪一個？ 

撒但的破壞，有時候不是逼迫、殺害，撒但的破壞，最大的殺害，可

能就是讓我們日子過得非常舒服、安逸、優渥、自滿；當我們有了一些東

西，我們對神可能就慢慢放在第二位；第二位可能是客氣了，可能是第七

位、第八位、第九位。我很愛主啊，但是眼前有一件事情，你等等我。當

然我很愛主啊，但是神你一定要幫我這件事啊。 

 

什麼是福音？ 

撒但破壞、殺害、偷竊教會，不一定是用殺我們、關我們的門、逼迫

我們，撒但也會用優渥、安逸、舒適，使我們自滿、將福音給忘記了。 

我們重新回來談談教會的使命是什麼。教會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我

們聚在一起的目的，不是聚會，我們坐在這邊，聚在一起，聚會不是目的，

傳福音是目的；聚集不是目的，出去是目的。 



什麼是福音？信耶穌得永生？有一位中國大陸的牧者，王怡牧師，我

很喜歡他有關於福音的論述，一系列有三篇道；我上一季的基要真理班，

前三課基本上就是以他的信息來整理、萃取，系統化的重新編輯。王怡牧

師說，基本上，福音是以死亡做為背景的，所以它才稱之為福音。 

「福音是以死亡做背景的，好像最淒美的愛情，往往也是以死亡做背

景的。」在教會的婚禮當中，很感動的一幕是互相立誓詞，最後說「直到

死亡將我們分開」。你會發現死亡帶來一些的重量、價值。福音正是在人

與神之間，因著罪而被隔絕這個前提，這樣子永遠的死亡的前提之下，當

我們被逼到絕境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需要福音，我們最需要的就是這

個。 

因為它是生死關頭的問題，不但是肉身的死亡，還牽涉到靈魂永恆的

死亡。所以往往在死亡交逼的情況下，我們對福音最有力道。弟兄姊妹，

你信主的時候不是就是這樣？你遇到困境，發現自己走不下去、死路了，

然後你發現原來有活的路、有活的道，活了。以致我們在神的面前說：「你

來作主，你來得著我；因為你獻給我你全部，因此你呼召我也將自己全然

獻上，神我願意。」 

這叫福音！福音在死亡的時候，使我們找到出路、找到盼望。通常在

生死交逼的時候，我們才會以不要命的為主活來向神禱告、向神回應。 

 

願將自己獻上 

六四學運的領袖之一，有一位現在是牧師叫張牧師，見證他的故事。

六四學運發生了以後，他逃亡到東北，逃到人都快死了，被一個鄉下的老

太太給救了。他是高知識分子，他說如果讓牧師給他講道，他會說牧師沒

有我的知識高；讓他大學的教授給他講道，他不見得會信，可能還會跟他

辯論。但是神用什麼人使他信主？一個鄉村的婦人，卑微的、不識字的、

沒有文化的。她不是講道給他聽，這個婦人煮雞湯給他喝，因為他身子很

弱，都快要死了。 

他想說，這個人煮雞湯給我，一定有什麼目的。但是也不能去別的地

方，就這樣在那邊待著，躲在那裡。直到有一天，那個婦人說：「我有一

件事情要拜託你。」來了，果然有目的，婦人從衣櫃的被窩裡頭，挖出一

本書，手抄的約翰福音。她說：「我不識字，你給我讀讀這本書。」 

弟兄姊妹，知識不能叫我們生命改變，張牧師說：「我為她讀主的話，

讀主的原話。」他拿起聖經讀的時候，這個話就充滿了力量；在他之後逃

難的日子，幾乎要死亡的時候，他向主呼求、呼叫，他說：「主啊，救我。



你救我，我願意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這個叫福音。我們在優渥、富

裕、安逸當中，是不是忘記了，我們面對的這個主，是要我們把命交出來

的？ 

神呼召我們，不是把好東西獻給他；我們沒有好東西，壓根兒沒有好

東西可以給神。神將最好的東西給我們，就是祂的愛子，獨生子耶穌基督。

藉此祂向我們所求最重要的獻祭，最重要的回應，就是我們這整個人都要

獻給祂。 

在台灣，在台北，特別在大安區，我們很優渥（我不是要責備你，我

真的要很小心的跟你們說，我在預備信息是我被責備，我是那個第一個被

責備的標的，我把神對我的責備分享給你們。）在教會我們見面打招呼，

互相關心，都很好，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次要的東西，成為我們主要的關

心，那就有禍了。 

我們可能常常關心的是婚姻幸福、家庭美滿、兒女優秀、前途光明…，

但我更盼望的事情是，我們作父母的有沒有對兒女說：「你很優秀很好，

但是你要不要為主活？你要不要把命給主？」 

教會是這樣被建立起來的，我們今天坐在這邊，是這樣被建造起來。

我們今天坐在這邊，是因為有多少的人，沒有把自己的學位、自己的優渥

放在主題，而是把命獻給主，遠來到此宣教。 

我很敬佩我父母、祖輩那一輩的傳道人，他們身上有一個特質是我最

羨慕，覺得自己很缺乏的，就是有一種往死裡頭為主活的拚勁，就是不要

命的為主活，不要命的愛主，拚了命的事奉主，不顧一切的往前走未知的

路，將自己獻上。 

 

一起為主活 

弟兄姊妹，如果你很優渥，你的兒女很優秀，盼望你最核心的盼望是，

你對自己也對兒女說「我們是為主活的人」。我們的優秀若不是給主，那

我們是貧乏的。我們的優渥，我們的一切的財富，如果不是拿給主，那按

著名我們是活的，事實上我們是死的。今天的教會很缺的，不是很棒的教

導，不是完整的服務，今天教會最缺的，是當我們彼此對看的時候，我們

裡面有沒有一種共鳴──你我都是為主，往死裡頭活的人？ 

以致於我們做父母的，對兒女最大的期盼是「去，給主使用。」不是

一定要當牧師、傳道人、宣教士，是拿你最好的到神的面前，不要忘記這

是神給的，神要怎麼用，你就怎麼擺上。你會活出不同的力道。 



我們今天最缺的，就是我這個當傳道的人自己最缺的；就是，見了面

不要只是打招呼、問候：「啊～最近怎麼樣？喔～工作很困難？加油～為

你禱告！」最缺的是我這個當傳道的人，應當更直接地講出心裡的話：「弟

兄姊妹，我不管你現在過得順還是不順，不要忘記，我們是主的人，給祂

活、為神活。」下次如果你再看到傳道人跟你打招呼、聊天的時候說，「最

近怎麼樣啊？家庭？夫妻？唉呀，出去玩～好棒喔！」希望你都看得見，

傳道人裡面的那個期盼是：「弟兄，姊妹，我們一起為主活好不好？」 

我們這些傳道人其實很需要你們這樣的激勵和挑戰，下次看到宋傳道，

「宋傳道！你為什麼都不叮嚀我，要我把命擺上為主活？這是聖經從使徒

開始的教導，為什麼你到今天都不講這個呢？」那我就說：「對不起喔！

我不知道可以跟你講。」如果我們傳道人，最核心、最優先的、最期盼的

主題不是這個的話，我們就不是傳道人。 

 

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 

這是撒狄的景況。如果這篇信息讓你也覺得，「主啊，感謝你，在你

聖靈的火、煉淨的火中，我看見自己乏善可陳，我的豐富在你面前一文不

值，其實我殘破不堪。」那麼，主一定會回應你的禱告，主一定會對我們

說：「很好！彼此堅固。你既如此不要命的獻上你自己，為我活，我要在

我父面前，和我父的眾使者面前，宣認你的名。」這就是基督對撒狄教會

的應許。 

下面有一段經文，講到有一些人他們的衣服是未曾污穢的，是在講什

麼呢？也許反映到當時教會的景況，有些生活優渥的人，衣著、質料、整

潔，等級比較高；可能教會當中有一些比較貧窮的人，穿著比較破爛，看

起來比較髒污。但主說那些是活的，因為他們未曾污穢自己的衣服，那些

人要穿上白衣，要成為跟我一同得勝的人。 

如果你的優渥、你的富足，獻給主，那你就是真富足。有時候我們有

了一些東西了以後，就很不捨得了。求神幫助我們，信友堂是一個有的教

會，但是我們能不能看見，我們在神的面前其實很貧窮的？我們要去爭取

那在天上更大的富足，就是把我們有的，更多的獻給主。 

 

一個敞開的門 

相對應的，非拉鐵非教會，慘澹經營。簡單的講它的背景，就是受猶

太人的逼迫；在非拉鐵非地區，猶太人因著勢力、財力、地位，可能結合

當地勢力，或猶太人自己社群的勢力，逼迫基督徒。這是初代教會基督徒



受逼迫的歷史（但不要忘記，基督徒後來也逼迫猶太人）。 

在中國大陸，教會受逼迫的時候，福音的門都被關上了，但是在那受

逼迫的時期，福音特別廣傳。這就是這裡講的意思──我在你面前給你一

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如果有一天信友堂的門被關上了，希望我們

人數是更加倍增，不是衰退。如果有一天信友堂的門被關上了，弟兄姊妹，

起來，我們繼續！去辛亥路停車場，葛牧師帶我們唱「在那邊點名的時

候」。 

別的地方不談，我們看看台灣的處境，台灣其實也有一些很弱勢、很

小、慘澹經營的教會。甚至我們在教會當中，也許你身邊就有這樣的弟兄

姊妹，用自己的才幹、透過藝術，戲劇、舞蹈、唱歌…很窮、很缺乏，但

是他們樂於事奉，見證主的名。 

其實你身邊都有這樣的人，福音的門向這些的人是大大的展開，這些

人繼續的在這些很不容易的地方，仍然忠心的服事。天國的價值很不同於

地上的衡量，天國怎麼評量呢？天國評量的不是你的成功，不是你的卓越，

是你的忠心。所以主勉勵非拉鐵非信徒的是──持續的堅忍、忠心，傳主

的道。 

 

忠心卻孤單的傳道人 

其實，這樣的教會距離我們不遠，我跟宣教部的同工借保羅事工教

會的名單，把名單展開，看到好多服事主的名字，我就掉淚。因為這這些

人所處的地方，經年累月下來，信主的人數可能一隻手就數完了。但是我

覺得卻非常的有力道。這些教會如果有一天關門，存活率會比我們高很

多。 

信友堂如果門被關上，不知道存活率會多少？我們不希望有那天來

到，但我們隨時預備這個心，就是門關不了我們，福音的門是不能關的，

被關了要更多人聚會，每個人把自己家庭都敞開。其中有一位牧師，我看

他自己寫的話，以此勉勵我自己，也希望挑戰我們每一個人。 

楊牧師說：「弟兄姊妹，你一生的目標是什麼呢？賺錢嗎？名譽嗎？

職權嗎？地位嗎？史冊記錄嗎？還是你要像耶穌的模樣呢？鄉村宣教實

在是一步一腳印，實在需要長期扎根與長期開墾，才能見到果效。願都市

教會的弟兄姊妹，在享受舒適的冷氣、座椅、百萬音響、豐富的人力資源

時，也有一顆愛鄉村靈魂的心，願伸出雙手與鄉村孤單的傳道一同耕耘，

一同爭戰，一同贏得鄉村靈魂，一同在鄉村建立主耶穌基督的國度。願主

耶穌基督翻轉鄉村這塊硬土，願主耶穌基督的名在鄉村被稱頌、被讚美。」 



弟兄姊妹，你們有好多有價值、有份量的事情，可以去為主活、去

榮耀主，在哪裡？去想想你熟悉的地方，有沒有已經快要關門的教會？那

邊還有傳道人，你不用多做什麼，你去，跟他禱告。 

我不是說要直接套用這個做法，我只是說，你能做的事情好多，你

一定能在你身旁，看到一些忠心為主擺上，但很缺乏的人，你能做什麼？

不一定要奉獻，不一定要給錢，但起碼先了解他的辛苦、他的孤單。 

從這個經文還可以衍伸去思想，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有的人說：「唉

呀，你們都很有才幹、很有恩賜，所以可以事奉神，很好啊。但是像我這

種喔，什麼都不會啦，我們就算了。」不是，不是這樣，如果你覺得你很

弱小，沒有什麼才幹，你更要在你的事情上面，去細心的看到，或大或小，

有什麼是可以給主用的，這就是天國看忠心。 

不是你做多大的事情，不是你奉獻多少錢，不是你硬要把自己逼到，

很不適應，去鄉村、去國外宣教，然後一身病回來。不用這樣，你如果不

適合，就不要這樣硬搞，但是你可以有很多事情投入啊。從撒狄的教會來

看，如果你優渥，你不給主，那你就是貧窮的。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貧乏的，

但你也不給主，那你真的是一無所有。 

什麼是福音？福音就是對有錢人、對貧窮的人，都可以見證榮耀神，

不要輕看自己能夠榮耀神的恩賜，或大或小。即便是你被逼迫，有的人為

福音、為主的名而傷心、被逼迫，這將來都要成為榮耀的記號。 

 

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正如耶穌基督在復活顯現的時候，他是帶著釘痕的手和槍的刺傷顯

現，他不是把傷口弄癒合，而是給我們看傷口，這些傷口是榮耀的記號。

如果我們忠心在神的面前，我們就成為見證主名、榮耀主的名的人。堅忍

持守神的道，我們就能免於神的忿怒，將來神的審判臨到，比山壓在我們

身上還要可怕。神說那忠心事奉祂的人，可以免於這樣的試煉。 

「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們！」（路

二十三 30）啟示錄後面也講到，當神的忿怒臨到，我們寧可被山壓住，

都還覺得舒服一點。但神說，你忠心見證我的名，我要使你穩固在我的殿

中，你要像柱子一樣穩固。這個比喻可能跟當時神殿當中的柱子，但後來

經歷地震有關。 

人所造的殿，當中的柱子總有一天都會倒。那些柱子上面都會題一

些字、題一些名號，在台灣的廟宇其實也看得到類似的東西。神說，這一

切都會毀壞、這一切都會搗毀，但神使忠心愛祂的人，在將來的國度當中，



成為柱子，是穩固的、是永恆的、是屬神的。每天為見證主的名而活，到

了那日主必認證你我的名字。 

 

主耶穌基督認證的名 

下一章講到老底嘉，講到跟主一起吃飯，所以往前推，吃飯之前，

入宴會之前，大廳就會宣告名字。你如果看一些電影，那種皇家大宴會，

會有專門負責唱名的招待在門口。有一天，盼望我們也是一樣，進去赴筵

席的時候，希望我們都是──「啊，那看起來很貧窮、很衰殘，卻忠心事

奉主的宋提倫，你要得著我的名，進來與你的主人歡喜快樂吃飯吧。」 

我們最好不要變成是──「那假裝很熱心，好像一副很愛人，但每

天虛偽做作苟且偷竊，竊奪我名的宋提倫，你就要出去哀哭切齒了。」你

要做哪一種？你要在赴宴的門口被趕出去，還是被大聲的唱名？ 

榮耀的名，是被主耶穌基督認證的名，這名不會被塗抹，不會被剪

除，以賽亞書五十六章 5-6 節：「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

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第 6

節，「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講到我們了！）「要事奉他，要

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約的人。」

願我們都在耶穌基督所立的新約裡頭，忠心事奉他，成為一個被基督認證

的新名，有基督認證的新生命，在神國度永遠不衰殘、不會剪除的名。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天上的父神，願你的聖靈，藉著你的道，洗淨教會。潔淨修

剪你的兒女，使我們在杖打之下，卻有真平安。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抓

一個沒有把握的，點名的時刻，乃是每一天有把握，知道我們都在見證你

的名，都在為你的名而活。那認你名的，你將來也要認他。謝謝主，求主

的聖靈持續感動、激勵我們眾人。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