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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0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巴比倫」 

╱康來昌牧師 

 

經文：啟示錄十八章 2-3 節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

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3因為列

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

就發了財。 

「離開巴比倫」與「進入巴比倫」 

啟示錄第十八章講到巴比倫這大城的傾倒，他傾倒的結果令很多人很悲哀。 

巴比倫跟耶路撒冷以及羅馬這三個詞有點類似，第一，都指著一個城市。第

二，都指著一個國家、帝國。第三，這三個也都有屬靈的含意，不只是指著一個

城、邦，也是一種精神、文化、文明。 

聖經裡多處講到我們要從巴比倫城裡出來。這句話也有點像要我們從所多瑪

城裡出來一樣，因為神要消滅他。而這就有幾個問題：我們要出來，怎麼出來？

為什麼會出來？很明顯，你要出巴比倫，就一定是已經進入巴比倫。你怎麼會進

去？進去後怎麼生活？要怎麼出來？出來後怎麼生活？ 

在巴比倫、所多瑪裡的生活，也有現在社會上很劇烈討論關於兩性平權等問

題，對這些我們應當怎麼發言？很多人覺得教會應當有所表示。我是不知道我們

要不要表示，不過希望我起碼要表示聖經上所講的。 

巴比倫，在舊約裡形容他主要是個強大的軍事國家、帝國，在新約裡（特別

啟示錄十八章）強調他是個商業地點，有非常強大的商業力量。乍看之下，軍事

力量跟商業力量都是負面的，好像神很不喜悅這些奢華、強力。但若小心點看整

個聖經，軍事的強大未必是件錯誤的事。在以色列蒙神祝福時，包括大衛，也是

強大。商業上的繁榮，在所羅門時代也不僅是出自神的賜與，也是個祝福。也就

是神對所羅門的富裕、奢華、財富，我必須說，沒有一個字的責備。這對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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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提醒。 

巴比倫是怎麼產生的？在創世記 10：8 講到，「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他國的起頭是巴別…在示拿地」。巴比倫跟

巴別塔其實是一個東西，巴比倫是個城，也是個塔，也是個國家。是誰造的？城

市、城邦，雅典式的、羅馬式的，民主政治，城邦政治，城和邦，好不好？一般

人會覺得城邦、城市不如鄉下好，一般印象也是鄉下人比較老實，城裡人比較狡

猾，連童話故事都是城裡的老鼠比較不好，鄉下的老鼠比較好。我覺得聖經裡不

是這樣講的，雖然有些地方會讓我們有這感覺。 

城市的確是由殺人兇手建立的，世上第一個城市是該隱建立的，第一個大城

是英雄寧錄建造的。對該隱，神有責備，對寧錄，神沒有責備。這一點我們要小

心，聖經怎麼講我們就怎麼看。讀聖經是讓聖經來教導、改變我們的想法，而不

是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聖經之上。奧古斯丁講到城市時也想得非常動人，他說羅

馬這麼偉大，羅馬的建立跟該隱一樣，都是殺人兇手，而且是殺弟兄的兇手所建

立，這偉大的文明是建立在血腥上的。我們看這些文字要小心，奧古斯丁也好，

整個聖經也好，所講的話並不純粹只有負面的。在那城市裡產生了很多東西，包

括現在流行講的，civil 文明，city，civil disobedence，公民（或市民，或文明）

不服從、civil participation，都跟城市有些關係。我們基督教後來也開始有這觀

念，就是有兩個城市，一個城是邪惡的，可能是所多瑪，可能是巴比倫，另外一

個是 holy city 耶路撒冷。不過你看聖經會發現，好像耶路撒冷比所多瑪、蛾摩

拉、巴比倫還要邪惡。我說我們要看得清楚一點就在這裡，不能太自命清高，要

小心。 

聖經有說要離開，也有說要進入巴比倫 

當巴比倫或巴別建立時，是建立在示拿平原。示拿平原也是個很偉大平原，

文明發源地，兩河流域。不管是巴比倫或亞述和後來的波斯，都在這地方。別的

不說，當神興起巴比倫後，在耶利米書兩次講尼布甲尼撒是我的僕人。很多牧者

（包括我）我們都會講，因為聖經講得很清楚：「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裡出

來。離開巴比倫吧。」問題是，這意思就是離開台北，去澎湖、虎尾嗎？什麼地

方是比較乾淨，比較好的地方可以去？天路歷程中也是兩個城，離開將亡城，要

逃到永生城裡。到底是怎麼離開，怎麼進去？進哪裡去？ 

聖經裡的講法真的跟我們想得不太一樣，整個聖經是一致的。在舊約聖經

裡，後來我們慢慢看到一件事，就是神藉著先知，特別是耶利米，耶利米書整卷

耶和華都在勸以色列人離開耶路撒冷，進到巴比倫。不但是這樣勸告要你進巴比

倫去，而且但以理書 1：2，「主（是耶和華）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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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分交付他（尼布甲尼撒）手。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裡」當

尼布甲尼撒征服各國，把貴重的金銀珠寶等收入他的府庫，歷世歷代都是這樣，

侵略者到一個地方就要把重要的東西搶走。以色列的金銀珠寶都在聖殿裡，所以

就被拿走。但尼布甲尼撒比成吉思汗聰明，成吉思汗只會「馬上得天下」，他不

知道「馬上不能治天下」，武力可以征服，但武力不能統治。尼布甲尼撒有個非

常智慧的遠見，知道要統治一個大帝國，他最最需要的不是金銀珠寶，而是人才。 

就好比有小偷要來信友堂偷東西，要到哪裡找最貴重的東西？不是保險箱，

而就是你們各位。信友堂每一顆珍珠寶貝就是你們。天國好像人尋找貴重的珠

子，找到了就歡歡喜喜變賣一切所有的，要得那珠子。有人說他的自我形像好，

其實還不夠好，你不知道你在上帝眼裡多寶貴，你是上帝造的，有神的形像；你

不知道你是上帝兒子的血贖回來的，你的生命是屬神的，有多麼高貴。所以不要

作賤你這寶貴的身體、靈魂。 

世界上，包括巴比倫，他都看得到這一點，他把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帶到了

巴比倫，給他們最好的吃喝，教他們巴比倫的文字語言。（我沒有罵任何人的意

思，在講話時也要非常小心）。在十八章裡講到的巴比倫，以及歷史書但以理書

上講到的巴比倫，實在叫我想起美國。我對美國的印象很好，他們有很多缺點，

得罪上帝也是真的，但他們有一個很聰明的作法，跟尼布甲尼撒一樣，用最好的

獎學金吸引最好的人才到他們國家去，為他們效忠做事。尼布甲尼撒會吸引人才。 

進入與離開，重點都不是外在環境 

我們進到巴比倫、美國，有一度我們也進到台灣，是當台灣經濟很好的時候。

說來也真是遺憾，當神說要從那城裡出來，因為太奢華時，常常我們進去就是因

為那奢華，叫人很想進去，又有時候很不好意思。也就是我們一談到「有錢人進

天國比駱駝穿針眼還難」，就想到那麼多長老、執事都是大老闆，我們還常常請

他作見證。我常覺得我們基督徒的一些價值觀念沒有弄清楚，以致於常常似乎很

多矛盾。各位，沒有矛盾的，每個行業都是主的恩典，都有他的價值，但每個地

方都是巴比倫，都有需要小心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一樣。 

我們講過創世記，我在又看創世記時有個新的想法，以前沒有多想的。以前

想，神帶領以色列人離開了為奴之家，進入一個流奶與蜜之地，我們基督徒也常

用這樣的話來講我們是罪人，上帝怎麼把我們帶到一個美好的地方。我們是這樣

想，也是有這樣的經文，但我現在越來越發現好像不是這樣。一方面我們很清楚

看到在迦南地的狀況，比原來亞伯拉罕要進去的地方壞得多，迦南的水土並不

好，人也不好。亞伯拉罕替兒子娶媳婦時，要他的老僕人發誓絕不可以替兒子娶

這個地方的女子。迦南地的人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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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帶領亞伯拉罕是這樣，我們今天也有這樣情形，神帶領我們去的地方，包

括到教會，也許尤其慢慢深入後，你會發現問題很多，覺得很不好。公司裡的弊

病，系裡的毛病和政治鬥爭，似乎教會裡也有。醜惡都有。其實你應該不吃驚，

因為聖經裡神兒女，從雅各的十二個兒子到耶穌的十二個門徒，就沒有停止各樣

跟世界一樣的事，甚至更醜陋。 

我不覺得神在今生對神兒女的帶領是把我們帶到一個「迪斯奈世界、五星級

飯店、很好玩、很平安、很享受、很快樂，尤其是什麼事都不要做」的世界裡。

什麼事都不要做、無事可幹的世界，聖經裡有講，那是地獄（傳九 10）。當我們

信主得救時，我覺得神並不是就把我們帶到天堂。將來會。甚至將來天堂，也有

個跟我們一般不一樣的觀念，即：不是我們到天上，是天國降到地上。這兩個都

有他的意義，只是我們平常也都忽略了其中的一個。 

重要的乃在向著神的心 

我們在認識神的恩典時，各位要記得，我們重生得救最重要的，是神開始改

變我們這個人，重生，讓我們有一個新心、新靈，重新開始有神的形像，讓這顆

蒙塵的珠寶重新灰塵被擦去，破碎被修補，而且比以前更好更美。所以，「離開

巴比倫」的意思其實就是向神忠心，「進入巴比倫」的意思也是向神忠心。進入

巴比倫，帶著上帝給的愛和使命進去，離開巴比倫，帶著對上帝的盼望離開這個

世界。 

當我們進去時，但以理立志不被玷污。你知道他有沒有被玷污？你知道他在

那邪惡的環境裡做什麼？給他吃喝寬待，叫他學巴比倫的文字語言。做什麼？侍

立在王的面前。這又是讓我們很感動的地方，居然巴比倫王有這樣的眼光，他的

國策顧問是外國人。他不怕，只要是人才就好。 

而這是個什麼樣的國策顧問？在聖經裡有兩次，一次是但以理書 4：9，一

次是 5：11 告訴我們，但以理在巴比倫學的是紫微斗數，他出來是要作術士。我

趕快講，紫微斗數、算命、看天象這些東西都是神極其厭惡的，不要去碰，遠離

它，連談都不要談。但為什麼神讓但以理到那地方學這些東西？他需要學這些，

因為尼布甲尼撒要他學，但他可以讓自己的心志不被玷污。我們知道但以理立志

自己不被玷污，不是食物的問題，因為耶穌說，「入口的不能玷污人，出口的才

能玷污人」，我們心裡的邪念才是玷污人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但以理立志不要讓這世界的任何東西玷污他對上帝單純的愛心，「進入巴比倫」

就是這個意思。 

「離開巴比倫」也是這個意思，你去上班、工作，在世界、教會作一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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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持守那顆單純愛主的心，你去。去到一個地步，人家說你是術士，我們沒有辦

法禁止別人的誤解，甚至沒有辦法禁止別人把我們的名字改了。但以理的名字原

意是「耶和華是我的審判者」，敬畏上帝的。但被尼布甲尼撒改成伯提沙撒，意

思是「彼勒保佑」，彼勒是假神的名字。若我被帶到佛光山，被改名康阿彌陀佛，

人家這樣叫我，我回應是不回應？我應該是不會回應，但但以理好像回應了。 

我的意思還是一樣，我不是在鼓勵你改個其他宗教的名字，也沒有鼓勵你戴

佛教的念珠，這些都要避免。但我（整個聖經也）鼓勵你不要被這個世界玷污了，

你大可以非常深入這個世界，學很多東西，不管是科技、文明、舞蹈、戲劇。甚

至我不能說你學的有些東西是壞的，比方關於原子彈的是壞的科學，關於風車的

是好的科學，我不能這樣講。這個世界都是在污染、污穢當中，不一定是叫你殺

人放火，而是叫你在這一切的美好中離棄上帝。巴比倫、紐約、上海、google

的美好，不管是哪一個公司的美好，我們都可以在裡面工作，我們也都不可以愛

世界。這只有求神保守，我並不能定下什麼規矩說一定要怎麼樣。 

整個耶利米書都在勸百姓要到巴比倫去，那是神的心意。神要以色列人被

擄，接受處罰，學習知道上帝的管教，去巴比倫。而且有句有名的禱告就是從這

裡來的：耶利米書 29：4，「神使人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然後在巴比倫要

「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在那裡生養

眾多，不致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

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人在世界心在神 

常常我們聽到的都是，「要為耶路撒冷禱告，為信友堂禱告」，這我們都太熟

悉，而「你要為佛光山禱告」？ 對，我們求主讓佛光山的人都能悔改信耶穌，

但不只是這些，要為他求平安，在那裡嫁娶生養。意思還是一樣，我們活在這罪

惡世界裡見證主。 

也還是一樣，請各位原諒，如果你想從啟示錄看到人類歷史的日曆的話，你

是看不到的。你要想主耶穌哪年哪月哪日來，我們是不知道的。你要說主耶穌再

來之前會有災難，我們一向都知道災難沒有停止過，也就是主耶穌隨時可能來，

我們隨時預備好，隨時也在這世上生活、工作，跟挪亞、所多瑪、蛾摩拉的時代

一樣。每個基督徒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是奮銳黨，有的是稅吏，有人是急統，

有人是極綠的，這都不妨礙你作耶穌的門徒。這不是我說的，這是耶穌的作法。 

在彼得前書 5：13 有一句話我很感動，「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

你們安。」不管這巴比倫指的是什麼，在巴比倫的教會，同蒙揀選的教會！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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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巴比倫也一樣敬拜我們的上帝。耶穌說，「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

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

十七 15，18）」進入這世界。 

進入世界，也離開世界。聖經裡有不少這類看起來矛盾的字眼和觀念，譬如，

「不要愛世界，又要愛世界（或一般翻「愛世人」，原文是一樣的）。譬如說我們

要離開這世界，我們也被差遣進入這世界。包括從伊甸園被趕出去時，聖經上這

樣寫：「於是把他趕出去了」，但同時也寫道：「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

他們被趕出去，也是被打發出去，也就是差遣出去。世界是罪惡、邪惡、不可以

愛的，這我們非常肯定，但那不等於這世界就非常叫人討厭、臭得不得了。世界

迷人的地方，因為他是上帝造的，容易奪去我們的心，但我們要在世界上見證我

們的主。大家都會這樣講，只是我們都不太會平衡這件事。求神幫助我們。 

但以理會喊「願王萬歲」，會事奉巴比倫王，又會事奉波斯王，也會在異教

國家作到總督這麼高的官位，但他也立志不玷污自己。我們人不離開這世界，但

心卻向著主。在哥林多後書第六章提到六個不要，我們跟不信的不相配、不相交、

不相通、不相和、不相干、不相同。什麼意思？不是說我們不跟他們來往，（保

羅說若不跟他們來往，我們非要離開這世界方可），而是保守自己純潔、信主、

愛主的心。 

其實例子應該不難舉，比方我們上班工作，會在公司裡碰到很多異性一起工

作，但他們不可以奪去我們對自己配偶的愛。我們對自己配偶的愛使我們對公司

裡的人會更好，對公司裡的人越好，對自己的配偶要越好，對上帝更是這樣。同

樣的，「你們和不信的不相配、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和、不相干、不相同」不

是身子離開這世界。 

在這段經文中提到巴比倫是個商業大城，特點是奢華，是個現代化的都市，

實在很像紐約、上海。在過去很多大城市的發達都是靠著航運，在有水的地方容

易建立城市，在海河交會處容易成為大海港，文明容易漸漸發達。顯然聖經也這

樣來形容巴比倫，是個大城，有非常好的貿易、交通，無限多的商機，各式的運

輸、貨物，「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色

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並肉桂、荳蔻、香料…」。 

啟啟示錄 18：12 寫出這些，就是很簡單的寫出了東西交通史，包括絲路，

包括十六世紀後西班牙、葡萄牙對海上交通的熱衷，包括更早時加勒比海的海

盜，阿拉伯人、回教徒，包括一千零一夜、阿拉丁神燈、辛巴達七航妖島這些故

事，都顯示出要發財就走海上貿易。所以當時的水手多半都是亡命之徒，甚至有

國家的海軍就是這些海盜建立的，就是要狠、大膽、不怕風浪，要能殺人，搶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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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他們來到東方就是想找金子、香料。羅馬貴族非常喜歡香料，歷史課本上

講，香料的價值比黃金還要貴重。後來他們找到了，就是太平洋上的香料群島。

當然最不幸的，所有販賣利潤最高的還是人口。 

順便講一句，我們也感謝主，有一群亡命之徒，比這些海盜還要大膽，還要

無情無義，走遍天涯海角去找珠寶，就是宣教士。我看到戴德生在港口跟他媽媽

分別時的記載，他說他媽媽的哭聲叫他心肝都裂了，但為了中國人的靈魂，他比

任何一的海盜都更心硬，還是毅然前往。我們感謝主。各位，你的生命是寶貴的，

我們的福音是寶貴的，沒有比這更寶貴。雖然我們常常忘記也看不到。有什麼比

人的生命更有價值？人賺得全世界，賠上靈魂生命，有什麼價值呢？ 

罪惡就是輕忽上帝 

巴比倫的邪惡，包括在啟示錄看到的，實在沒有什麼邪惡，就是奢華、富裕、

自信。我再次說，罪惡不必是那些殺人放火的事，罪是讓我們看不到上帝的寶貝，

看不到人靈魂的寶貝，讓我們輕看神的恩典，輕看靈魂的寶貴，太看重其他東西，

對最美好的上帝忽略。巴比倫就是。 

然後這些藉著他的貨物發財的客商，看到他的傾倒、痛苦，都遠遠的站著哭

泣：「哀哉！哀哉！這大城啊，素常穿著細麻、紫色、朱紅色的衣服，又用金子、

寶石，和珍珠為妝飾。」。大家在海邊看到火燒的城，難過流淚的這景象叫我想

到 911，當看到那兩座經濟富裕象徵的塔倒塌時的驚惶悲哀哭泣，簡直一模一

樣。我們沒有幸災樂禍，那裡死的人，不管是英勇的消防隊員，或是華爾街的菁

英，我們都寶貴他們的靈魂。這些悲哀、難過提醒我們，神有一天會報應的。因

為我們沒有看重神，也就沒有看重人的靈魂，有一天神要報應，那報應叫做申冤。

巴比倫不必那麼邪惡，我們也住在其中。任何事（包括來教會聚會），不必是多

邪惡，但奪走了你對上帝的愛，對人靈魂的愛，我們就需要悔改。「我只怕你們

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

樣。（林後十一 3）」沒有否認神的存在、真實，但忘記了上帝話的絕對，這是可

惜的。 

整個這些人說了這話，18：17，「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凡

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連所有靠海為業的，都遠遠的站著，看見燒

他的煙，就喊著說：有何城能比這大城呢？」這偉大的城，偉大的紐約，偉大的

上海、偉大的台北、偉大的耶路撒冷，偉大的信友堂。各位，這世界和其上的情

慾都會過去，只有神不會過去。不僅神不會過去，神的偉大不會過去，神的恩典

不會過去。我們基督徒裡很少這樣講，不過這一兩年來我很喜歡這樣講：神偉大，

基督偉大，神的話偉大，神的教會偉大。 



 

8 

神要我們成為祂無瑕疵的新婦 

巴比倫城是會過去，耶路撒冷城不會過去。特別在下個禮拜的經文中看到，

我們是耶路撒冷城，這城跟巴比倫城一樣是個美麗的女人。巴比倫城這美麗的女

人叫世人忘記我們的丈夫、創造主，希望耶路撒冷城被上帝的愛感動，我們這美

麗的女人，成為上帝聖潔沒有瑕疵的新婦。這不是在開玩笑，也不是給你們自戀

的理由，你要想到上帝兒子的血救贖了你，上帝按著祂的形像造了你。耶路撒冷

啊，我怎能捨棄你？ 

整個舊約、新約聖經裡，對魔鬼的作戰有，也很重要。傳揚福音、叫人歸主

有，也很重要，但其中一個可以一起講的就是，上帝一直像一個倒楣的丈夫，祂

沒有辦法讓祂的妻子愛祂。我們呢，就像個淫心不改的蕩婦，就是沒有辦法愛自

己的丈夫。舊約在講以色列人，甚至新約在講到教會就有這種麻煩，「耶路撒冷

啊，你不愛我，我怎麼跟你說我愛你」，而就像瑪拉基書說的，我們的回答是，「你

在什麼事上愛過我？」各位，你若說過這話也不要生氣，我的確常聽到人說：「我

感覺不到上帝」。不瞞您說，我有時候也有這種淫婦心，感覺不到上帝愛我。求

神幫助我們。 

所以，當啟示錄第十九章講到這歡喜的婚宴，新婦自己預備好了，如果跟整

個舊約聖經對比的來看，你會非常高興，因為你看到包括箴言裡有一段非常露骨

不雅的文字，描述一個蕩婦怎麼樣鋪床、噴香要迎接她的情夫，遠離她的丈夫。

當聖靈在祂兒女身上工作時，整個的爭戰沒有比贏得我們的心更寶貴。「主，求

你用你的愛贏得我們的心。求你用你的聖靈贏得我們的心，使我們預備好迎接我

們的丈夫。我們等候主來，非常歡喜」。 

啟示錄也再次提醒我們，我們基督徒看啟示錄、等候主來，不是像現在很多

教會流行的講法，說我們是在等候災難，等候恐怖、戰爭、殺戮。各位，我們等

候主來，是等候新郎來迎接、擁抱、親近我們。我們渴慕這日子，在等候祂來的

時候，我們就想盡一切辦法把自己打扮得讓祂看到的時候高興。凡對祂存這樣指

望的，就潔淨自己。求神恩待我們。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的恩典和慈愛，你是這樣奇妙的主，你是這樣有恩典的主。

主，我們活在巴比倫，我們也要離開巴比倫。我們要進入巴比倫，因為這是你要

我們進入的世界，如同你讓但以理進入的世界。你要我們看到在巴比倫你有你的

工作，你在巴比倫，在不認識上帝的尼布甲尼撒王身上，你怎麼會使用他，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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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我們怎麼樣使用他。主，我們求主幫助，當我們在巴比倫生活時，主，其實

不管是在大城市、或小地方，我們都會看到神的榮美，因為遍地滿了你的榮耀。

主，但當我們看到巴比倫的榮美，包括我們自己手所建立的家庭和一點點事業

時，主，求你讓我們不會像尼布甲尼撒一樣的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造的，要

顯我的威嚴嗎？」主，當我們在化妝台前化妝時，希望我們打扮得合宜，但求主

讓我們有一顆心，我們的打扮、渴慕是會讓主耶穌看到時喜悅的。主啊，求主讓

我們每個人都渴慕你的喜悅，你的愛，因為親愛的主，你何等渴慕我們對你說「我

愛你」。求主憐憫。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