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1 月 27 日 

主日講台信息 

我會被邀請到「羔羊之婚筵」嗎？  

／陳偉仁長老 

 

經文：啟示錄十九章 7-9 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

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

實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想我們都被邀請過到很多不同婚筵的當中，在婚筵之前我們或許會做一些

預備，特別是姊妹，有時候花好幾個小時做預備，我的媽媽為了參加她孫子的婚

禮預備了好幾個月。但是啟示錄十九章所講的羔羊的婚筵是最特別、最重要，也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到邀請，而且這是我們要用一生來預備的一個婚筵，所以

請大家務必留意啟示錄第十九章的信息。 

 

啟示錄的背景 

    讀啟示錄有一個很重要的了解，就是那時代的背景：當時，初代教會在羅馬

帝國統治的環境中受了很多的迷惑和逼迫，對信仰來說，這是極大的壓力。這裡

面有羅馬帝國為了奢華享受所帶動的許多貿易，並在不公平的交易的當中產生許

多的問題；也有在奢華的生活當中，產生了許多的迷惑，也有情色的誘惑。 

 

    那時，因為船運的發達，也有許多來自各國偶像的崇拜，而且在信仰當中出

現許多假先知與異端，都成了對基督徒的迷惑。更何況，羅馬帝國的皇帝，他自

認為神，怎麼可能讓一個萬主之主、萬王之王的耶穌基督成為許多人的信仰與敬

拜的對象呢？所以，在那個逼迫的環境當中，對基督徒來說，是很難過、也是很

不容易的年代。 

 

    那，在那個逼迫的年代，基督徒要怎麼辦呢？在啟示錄的前三章，特別是第

二章跟第三章，基督透過約翰寫信給那七個教會，告訴教會，在那個困惑、迷惑、

難過、逼迫的年代，教會應當要有什麼樣的屬神生命來面對，而且還要堅持下去。

為什麼要如此？在啟示錄第四章到第二十章講到～基督終必得勝，而且為所有屬

祂的人申冤。所以，因為這終必得的未來情境，基督徒應該要有盼望，而這個盼

望讓所有面臨苦楚的基督徒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然後到了啟示錄最後二章，二十

一、二十二章，那是一個新天新地，是天上的家，是美好的家。 

 



神三個重要的特質 

    在啟示錄第十九章，你可以看見神三個很重要的特質，一是神的大能，二是

神話語的寶貴與應許，三是神的審判。盼望，這三個特質，幫助我們，因為更加

相信與了解神的大能，可以成為你我生命的高度；盼望，因為我們更加了解上帝

話語的寶貴與應許，可以成為我們屬神生命的深度；盼望，因為我們看到神終必

審判且神終必得勝，可以成為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生命的廣度。而帶著這屬神生命

的深度、廣度與高度，基督徒必定可以面對與勝過所有的難處、病痛、誘惑、迷

惑跟逼迫。 

 

    啟示錄十九章第一節「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救

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第十九章出現好多次的哈利路亞！那是讚美

神！那是一個神大能展現的日子！那是一個救恩、榮耀、權能都很清楚的日子！

那是一個每一個人在其中都高興歡喜的日子！然後在這個審判的當中，第二節說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用那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向淫婦討

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這個大淫婦就是我們十八章所談的那個巴比倫城，

它象徵整個羅馬帝國的逼迫，也象徵了在今天這一個世代所有迷惑我們基督徒的

這一切。而這一切，神必用真實公義來審判他們。第三節又說「哈利路亞！燒淫

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在羅馬帝國逼迫那個年代，羅馬人認為它們的

羅馬是了不起的，所以有一個稱謂：永遠的羅馬！但不合神的心意，在地上永遠

的羅馬卻會成為永遠的刑罰，這是神的大能讓我們看到那未來的情境。 

 

    在每一次讀啟示錄的時候，盼望都可以各位有一個心境，因著看到未來的情

境，以至於成為我們現在的借鏡；特別，在啟示錄當中談到很多不同的角色，而

這不同的角色從現在的情境來看，我們可以自我省察。例如，當我們看到十九章

第一節的時候你會很渴慕：我就是那天上群眾中的一位，我就是那生命渴慕神的

人；而且當你看到第二節的時候，你會禱告：主啊！不要讓我成為被敗壞世界淫

婦所敗壞的人，不要讓我成為這個世界神所不喜悅的人，不要讓我的生命成為不

屬神的人！ 

 

    閱讀啟示錄四章到二十章，看到不同角色的時候，讓我們總是站在神的那一

邊。在啟示錄中看見未來，就是要幫助現在的你我，特別是當我們在難處的當中、

病痛的當中、受逼迫、受迷惑、受試煉的當中，來增加我們要持續展現基督徒應

有生命的信心。而且，透過啟示錄的訊息，可以讓我們更深刻的看見我們在世活

著，要更多的學習～以所做的一切選擇、一切的決定來見證神，這雖是不容易，

但是在這樣的操練中，可以讓我們的生命更屬神。 

 

    第四節「那二十四位長老」，在啟示錄當中，我想各位都讀到很多次的二十

四位長老。每次看到，我就在思想，雖然二十四是一個象徵的數字，但我總在思

想：我這個做長老的，在其中有份嗎？那個標準不知道是什麼？我是偉仁長老，



不知道有沒有優待一點？ 

 

    「那二十四位長老跟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

那是一個極榮耀的時刻，為什麼呢？因為「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

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那像一個

眾水的聲音」。 

 

    各位知道什麼叫眾水的聲音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到加拿大與美國

邊界的那個尼加拉瓜大瀑布，還坐著船到那瀑布下面，哇！那個水聲之大，大到

你沒辦法講話，因為怎麼講別人也聽不到。又像大雷的聲音，你有沒有聽過大雷

的聲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印尼的一個山上，住在一個小山屋裡面，那

個屋頂是鐵皮屋，然後大家都睡著了，三更半夜、沒有電、烏漆嘛黑的，突然外

面都明亮了，因為閃電了！然後又下雨！然後那個雨打在那個鐵皮屋上面，哇！

所有人全部驚醒了！而且那個打雷的聲音好像要震動那個鐵皮屋、好像房子要垮

了，那個大雷的聲音到今天印象深刻！而這樣的聲音在述說一件事說：哈利路亞！

我們的主，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那是一個神大能的展現，在未來

必定要成就的事。 

 

    盼望，在看到第五節的時候，盼望我們渴慕～我就是那神眾僕人當中的一位，

盼望～我就是那個生命認識、相信、敬畏而且讚美神的人，盼望～我就是那位歌

頌神的群眾中的一位。看到這裡，我就有點興奮，因為我曾經參加詩班二十年，

所以應該候選資格多一點。那是一個生命能夠持續用高聲讚美神的人，那是一個

生命可以來向我們的神時常謳歌、感謝主，說，因為有你，我可以不一樣。在末

後，必看到神的大能展現，且基督終必得勝。 

 

操練屬神生命的高度 

    其實，人在難處的時刻，當碰到許多的難處、困難、痛苦，你真的是會軟弱。

當下，你要把你的思想，因為你是個信神的人，你要從聖經的教導，把你的思想、

把你的生命給提高，那個高度拉高以後可以看得更遠，以信心的眼睛，看到未來

神終必得勝，且必有神的大能在那裡。有那個高度以後，我相信你會輕看現在所

受的苦楚。這些至輕的苦楚，將來要用更大的榮耀來換取，這些的苦楚、這些的

難處，相較於神的大能，你更有信心的倚靠神、繼續地走下去。這屬神生命的高

度，是你我在難處當中的必要學習。 

 

    當我們讀到八福，特別讀到耶穌基督講道「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除非

你有個生命的高度，以信心看見未來神要成就的，否則在逼迫當中、在苦難當中

你怎麼會有福氣呢？馬太福音五章十節到十一節「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

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那個福，就是來自上帝的應許。我們要藉著對神更深的認識，盼望，



能夠繼續提高屬神生命的高度；也盼望，我們常常思想～自己生命的高度為何？ 

 

    在服事當中、在工作當中、在職場、在許多的地方，我們都可能與他人起衝

突。當衝突發生時，請安靜心下來想一想你的責任，縱然是比較少的，但這個時

候，你會不會在上帝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生命也有軟弱、也有黑暗嗎？為此

你願意向神認罪、求神赦免？為此，你還願意向對方說聲～對不起？這是為自己

的軟弱、為自己的罪，向對方說聲～對不起。這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有生命的高

度，因為生命的高度會讓我們有不一樣的思維，而且這個思維會不受老我的挾

制。 

 

    2016 年就快要過去了，明年對我很特別。明年，我的年歲終於要及格了～60

歲，今年是最後一個五字頭，也是我過去這幾年當中體重增加最多的一年，但這

是不好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在思想過去這一年，2016 年，我那屬神生命的高

度增加的比例有沒有高過我體重增加的比例，這是我比較關心的。盼望，不管怎

麼樣，生命的高度可以持續的增加。期盼，神給我們一年的學習，重點不是財務

數字的增加，而是生命高度的增加。 

 

    我寫過一首心靈的詩篇，想要去述說一個情境，那個情境是盼望我們每過一

年，每一年所換取來的學習是生命的高度越來越走向神，越來越能夠見證神。 

 

時間是天天過活的迷宮 

除夕是搭乘專屬雲梯的時刻 

到達樓層是一年學習的高度 

可以環視過去的自己 

能夠看見未來要走的方向 

然後雲梯的主給你幾片專屬的拼圖 

你趕緊加入待完成的一生拼圖 

心想怎樣可以更清楚 

那時雲梯的主輕聲說：明年我在更高的樓層等你。 

 

    盼望，在每一年經過的許多難處、許多事物、許多工作，這些的磨練與操練，

讓我們生命的高度可以更能見證神。 

 

操練屬神生命的深度 

    接著，讓我們來看上帝的話語怎麼樣成為我們基督徒生命的深度。第七節說

「我們要歡喜快樂」，這是我們剛才讀的信息經文，「將榮耀歸給他。」因為這是

一個神話語實現的時刻，那是一個羔羊婚娶的時候，所有的新婦也預備好了。那

是一個眾教會，是屬神的教會與神結合、連結的時候，那是一個蒙恩，也需要穿

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不是臨時準備的，這細麻衣，是在許多聖徒、基



督徒一生當中行出神所看為寶貴的義，也是許多生命見證編織而成的細麻衣。 

 

    然後天使吩咐約翰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

說：這是神真實的話。」這是神真實的話，怎麼樣可以成為我們生命的深度呢？

你可以思想，約翰透過啟示錄想要表達一個情境，這個情境是我們跟這位耶穌基

督，主耶穌的關係，那是一個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跟祂的教會合一、連結的關係，

那是非常緊密的；那也是一個代表耶穌基督跟所有祂用寶血贖回的你我、神的兒

女不可分割的關係。當然那也說明，基督徒雖然面臨迷惑或逼迫，但生命依舊能

見證神、生命繼續堅持下去，這樣的生命與見證都是極為寶貴的事。 

 

    那個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樣的描述在舊約、新約都有，比如，在以賽亞書

的五十四章第五節「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神跟人

的關係，應當回到創世紀一章二十六節「我們是用祂的形像跟樣式所造的」；以

弗所書五章二十三節「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

全體的救主。」所以，救主跟我們的關係，其實是非常親密的關係，也是我們都

連結在這「真葡萄樹」上的關係。 

 

    盼望，我們都渴慕第七節說的。經文說：我們歡喜快樂，盼望，我們都是這

當中的一位，我們都是那生命被神揀選，生命在世上繼續的改變，漸漸更合屬祂

形象的基督徒；當然，我們也盼望，我們都是這位聖徒當中的一位，那是生命面

臨難處當中依舊可以站立的穩，而且繼續的行神看為眼中寶貴的生命的見證，且

行出屬神的義的基督徒。盼望，所有在啟示錄看到的未來情境，都成為我們現今

的借鏡。第九節，盼望我們就是被請到這羔羊婚筵當中的一位，這以一生來預備

是值得的。而且，因為心中盼望這邀請，就以看輕很多身體上的痛苦、難處。 

 

    生命的深度，像是一個在海中的冰山，浮面在海面上的只有一個角，而海浪

很大，甚至這個海浪就高過那個冰山角；像是，苦難蓋過我們的頭，但是我們卻

不害怕。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根基很穩，我們有一個深度、有一個根基是連結在

耶穌基督為你我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是根基在這個磐石上，是連結在這個真葡

萄樹上的那個生命的深度。這個深度，雖海浪依舊在，可是我們不驚慌；也就是，

縱然逼迫依舊在、難處依舊在，可是我們站立得穩！因為這個根基有夠深的，因

為我們聽從上帝的話語，成為我們的信心，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並成

為我們生命的深度。這個深度，可以抵抗所有的風浪。 

 

    上帝的話多重要呢？馬太福音五章十七節，耶穌說了一句話，「莫想我來要

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

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當你我越相信上帝的

話，上帝的話要成為你我生命的靈糧，成為心裡頭的力量。信友堂是一個以建造

上帝話語根基的教會，盼望你在崇拜的當中，在各級團契查經的當中、在你自己



靈修、讀上帝話語的當中，藉著上帝的話語成為你的信心，這個信心絕對會加深

你生命的深度。而這些深度，能讓我們能夠去經歷一些一般人不容易經歷的。 

 

    這裡有一個自我的省察：當你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或者你已經做出了一個

決定了，但你發現這個決定是違反聖經神話語教導的時候，你會願意改變這個決

定嗎？你會願意做一個決定是合神心意，可是不合人心意的決定嗎？這個需要生

命的深度，否則的話，你會隨波逐流、隨著海浪把你帶到哪裡去，你就被帶到那

裡去了，因為你的根基不夠。所以盼望藉著對上帝話語更深的認識，我們生命的

深度夠深。 

 

    幾年前，我寫的一首心靈詩篇，傳述一個生命有神、有上帝的光、有上帝的

話，那是不一樣的生命。 

 

每次憂慮之後 

我在心田種下一棵向日葵 

向著生命的方向吸收光 

有一天我將不再憂慮 

因為心中有一片向日葵 

供應我生命成長所需的光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這裡有許許多多我們生命的靈糧，可以在面臨許多的難

處當中，藉著上帝的話走過去；這是生命深度的操練，這深度會讓我們在許多難

處當中看到上帝的心意，更加深刻的明瞭～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操練屬神生命的廣度 

    再來，看神的審判，十九章十一節「我觀看，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

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我們的主是一個誠信、真

實的主，祂一切都按著公義，而祂的眼睛如同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的冠冕。有

人說：每一個冠冕代表一個他統治的國，因為在古代的國王裡面，許多的冠冕代

表著祂統治著萬國跟萬民。 

 

    我們的信仰是一個萬國與萬族都是稱基督為主、基督為王的一個信仰。我不

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我有一次參加一個國際會議，七、八十個基督徒，

來自六七十個國家，在一起開會；開會本身不特別，但到最後一場聚會——聖餐，

大家一同擘餅、領聖餐。最特別的是，會議主持人說，請每一個人最多只能用二

十秒來禱告，而且規定只能用你的母語。當每一個人都這樣禱告，用母語來禱簡

單的告。當然，除了中文跟英文稍微聽得懂，其他都聽不懂，而那聽不懂當中，

心中是極大的震撼，為什麼極大的震撼？因為我們的主真是萬國萬民的主，那是

特別有感覺的，而且大家膚色差很多；所以，那一種神統管萬有的感覺特別的強。



也請各位思想，在那個末後的世代當中，萬族萬民怎麼樣來稱頌這一位主。 

 

    「祂又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神的豐富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聽過一個服事神四十年的長輩說：越服事越不認識這一位神，因為他發現有更

多的豐富是他以前所不知道的，盼望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祂又穿著了濺了血

的衣服」，這是所有屬祂僕人為這個信仰、為這個見證、為基督所付上的代價，

付上的見證，這樣的血，它的名字稱為神的道。所以，當你看到未來的這個審判，

盼望，可以增加我們生命的廣度。 

 

    第十四節說「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那是聖徒們、基督徒

們所行的義，又白又潔，隨著這一位基督，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

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他在衣服和大腿

上」，這是當時候的習俗，來講明自己的身分，上面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

主。在第十五節，這樣的描述也是對這位基督的描述。以賽亞書十一章第四節，

說「他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那是在末後的當中，以賽

亞先知所看到的景象。在詩篇第二篇第九節說「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

們如同窰匠的瓦器摔碎。」那是神震怒的時候，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沒辦法躲藏

的。那像是基督要踐踏地上的葡萄，製造出神烈怒的酒，叫所有以為喝到這個酒

是一種享受的人，卻不知不覺喝了必會滅亡，因為上帝的憤怒，人是無法逃脫。

所以，盼望，當你看到這十四節的時候，你會渴望，我就是天上眾軍中的一位；

那是生命面對迷惑跟逼迫，卻舊可以展現屬神生命，來見證神，來跟隨神的人。 

 

    十九章十九節說「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的眾軍都要聚集，要與騎

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二軍對峙，好像是一個關鍵決戰的時刻，不過勝負很

快就出來了。「那獸和被擒者；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

人的假先知，也要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火湖裡的火是神烈怒的永遠之火，「其餘的都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給殺了；

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這是另一個悲慘的筵席，不合神心意的生命都被鳥給

吃了，但這審判是神必要成就的事；看見這位來要成就的事，盼望，你我會去思

想，這個審判，當然不是只有針對現在的我們，也針對許許多多過去已經如雲彩

般的見證人為了上帝、為了信仰、為了基督所擺上的生命的見證，包括許多在世

界各地為主流血的宣教士。 

 

    所以，當看到我們的神是這麼一個時間的神，也是一個歷史之神的時候，在

你我的生命當中，都應該有一個廣度，就是，神始終在其中做主、做王；而且，

當你我有了信心生命的廣度，就可以看輕所受的一切苦難，因為，當下，苦難對

你我的意義已經不一樣了。 

 

    剛剛，旭倫師母在領會的時候，分享她第一個孩子的被主接走的見證，我記



得，那時候我們都哭得很傷心；但是，我知道，每一個哭的人裡頭，都有盼望，

那盼望是，我們的神始終沒有離開我們。我也看到，巫姊坐在最後面，她在治療

癌症的過程，是帶著極大的盼望在往前走。我們都有難處，但盼望，在難處當中，

我們沒有被限制在那個難處裡，而是我們的心思意念是確信～神與我們同在，神

繼續在掌權，神也終必得勝，這是生命的廣度。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節，「法律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

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神

的國就在你們心裡。」神的國就在我們心裡。這個國有多大呢？俗話說:宰相肚

子能夠怎麼樣？撐船。那基督徒的肚子呢？或者準確一點，基督徒的心裡有多寬

呢？如果也是能夠撐船的話，我希望那個船是航空母艦，希望那是夠寬廣的。 

 

    神是人類歷史的主，終有一天，你我要從死亡進入永生，那是一個更寬廣的

國度；這樣的認知是生命的廣度，會讓你我看待世上一切的難處會有不一樣的觀

點，而且這觀點，使人的生命不再受現苦難的綑綁。 

 

    所以，你我當操練生命屬神的廣度：當你知道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上帝最後的

審判，若此時此刻，你的心中還有對某些特定的人還有仇恨、還有憤怒，你會願

意放下並原諒嗎？雖然，在你身上的苦是很清楚的，但是你會以屬神生命的廣度

來放下並原諒？求神幫助我們有這樣生命的操練。 

 

    我覺得，最能夠幫助我們操練生命的廣度，除了上帝的話語幫助我們看到我

們對未來的審判之外，就是禱告。禱告，可以帶領我們經歷許多的難處，並學習

不苦難所逼迫，我寫過一首心靈詩篇： 

 

去年的山很陡峭 

舊年帶我到山上 

心力交瘁的我漸心碎 

它不要我回首想悲切 

我跪在山頂上 

靠禱告心轉向 

穿起新年給的新盼望 

往前之後再向上 

 

    禱告是你與這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互動，是你與用寶血把你贖回來的耶

穌基督的連結；所以，在禱告當中，你我要放下了自己；在禱告中，你我就是仰

望、就是倚靠；在禱告中，你我知道，神要繼續帶領你往前走。新的一年，絕對

有從神而新的心盼望，幫助你我，往前之後再向上。 

 



神對七個教會的教導 

    我們可以從啟示錄第四章到第二十章，與今天在第十九章，看到神的大能、

看到神的話語、看到神的審判，來增加我們屬神生命的深度、高度與廣度，因為

看見未來基督終必得勝，必為屬祂的人申冤的時候，會幫助我們來面對一切的難

處。 

 

   還有很重要的事，我們要學習啟示錄第二章跟第三章，神對七個教會的教導。

在基督這對七個教會的吩咐中，我可以學到，對今天每一個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生

命的功課。 

 

    第一個是在以弗所教會，第二章第四節說「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

那起初的愛離棄了」，這愛，是起初我們信主的時候，我們承認我們是個罪人，

我們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因為我們沒辦法自己救自己，所以我們要接受穌基督

是主，而且成為我們生命寶座裡的主。可是，好像，我們接受主以後，在許多的

挑戰、迷惑中，不知不覺的，主已經不在那個寶座上了。所以，在面對苦難的時

候、面對挑戰的時候，要莫忘初衷的～主居首位。這是挑戰，也操練，是我們要

去學習的。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在每一個教會的啟示之後，都

有這一句話。為什麼應當要聽？因為，聽進去的人，才有機會被邀請到十九章第

九節講到的羔羊之婚筵，這是生命極大的福氣。 

 

    第二，在士每拿教會，在第二章第十節「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你那生命

的冠冕」。在難處當中，無論你怎麼禱告，你的難處還在，但是禱告裡面你知道

神同在；所以，在難處當中，你願意為主吃苦，而且持續下去，這是忠心。要能

為主吃苦與忠心，這面對難處當中，我們要去學習的。 

 

    第三，在別迦摩教會，第二章第十四節「因為那裡的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

這巴蘭曾經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

之事，就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所以，我們在學上帝的話，教會在傳遞

上帝的話，怎麼樣按著正意來教導真理，每一個人我們都有機會去幫助別人來了

解上帝的話，也要按著正意來了解真理，這是我們在世上一生要學習的功課。 

 

    第四，在推雅推喇教會，有很清楚的信息告訴我們：縱然是在難處跟痛苦的

當中，你還是要跟隨神而不要跟隨人，不要容讓那自稱為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

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吃祭偶像之物。生命在難處當中，我們要學習以生

命的高度、深度與廣度，來定睛在神身上，來繼續跟隨神。 

 

    第五，在撒狄教會，在第三章第一節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你的名是活的，



其實是死的。」所以，切莫，在世上我們是活的，但在神裡頭我們卻是死的。盼

望，你我，在世上所行的一切，要看重神所看重的，且讓我們雖活在這世上，但

卻不用世界的標準來活。要知道，在這個充滿了迷惑的世代裡面，生命儆醒而且

要表裡一致，這是很大的挑戰；你我，從成長過程、到學校所教的一切，在職場

所聽的一切，在社會所看的一切，都會迷惑我們，甚至我們會軟弱。耶穌說，不

要效法法律賽人與文士，因為他們能夠說卻不能夠做；在生命的操練當中，撒狄

教會的提醒，對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在非拉鐵非教會，基督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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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難處的當中，要能堅持並定睛

在神的身上，就必須存心忍耐、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因為前頭是為我們信心創

始成終的耶穌基督。 

 

    第七個，老底嘉教會，三章十七節說「你說你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

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弟兄姊妹，當你看

自己的時候，千萬不要從世界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或看我們手所做的一切，要

從屬神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要學習去檢視自己有無屬神生命的高度、深度跟廣

度，不要讓我們好像在世上是富足的、有錢的，但卻是可憐的、貧窮的。 

 

    盼望，在神為你預備的難處當中，活出你的生命屬神高於屬世。盼望，那在

我們裡面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讓這屬神的眼光、屬神的

價值觀，進入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說的每一句話，好讓我們生命可以更能

見證神。 

 

    從第二章、第三章記載的七個教會，其中的生命信息，我總結以下的七句話： 

 

1. 要莫忘初衷的主居首位 

2. 要能為主吃苦與忠心 

3. 要按著正意來教導真理 

4. 要跟隨神不要跟隨人 

5. 要生命儆醒且表裡一致 

6. 要堅持與忍耐走在主道上 

7. 要活出生命屬神高於屬世界價值觀  

 

    如果，記不了那麼多，那至少第七點「要活出生命屬神高於屬世界價值觀」，

你我要常常自我省察，常常在禱告裡面，求上帝的話語來光照我們，問自己：你

我活出來所展現的生命為何？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周遭的人有許多是非基督徒，他們認識你與你互動



之後，他們更想成為基督徒，還是更不想成為基督徒？如果你周遭的人有許多是

基督徒，他們認識你與你互動之後，他們的信仰更多被堅立，還是漸漸被摧毀？

我相信，生命活出屬神的價值為何，會決定答案為何。 

 

    再一個月又三天，2017 年馬上就要到了，我曾寫一首生命省思的心靈詩篇： 

 

在過新年那一天 

時間燃料的庫存又少了一格 

望著車內心靈庫存的指數… 

有駕駛，笑了… 

有駕駛，哭了… 

 

   每個人在世上的時間都有限，總有一天，會把上帝所給你的時間燃料用完，

而且，這燃料沒辦法再加添的，而且上帝不會告訴你，你還有多少時間格；因為，

上帝希望你，只要有一格，就要好好用那一年來操練生命，讓生命屬神的見證更

多，所行神的義也更多，心靈的庫存也會更多。 

 

  身體雖然衰殘，心靈卻可以新似一天地更認識神，來增加心靈的庫存；所以，

盼望在每一年的年底，你我要好好地做一年生命成長與否的省思。 

 

過年的那一天 

時間燃料的庫存又少了一格 

望著車內心靈庫存的指數 

有駕駛哭了 

有駕駛笑了 

 

相信更多的生命微笑 

時候到了，你一定會收到那羔羊婚筵的邀請卡 

 

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所聽祢的道，讓我們所讀祢的話，不要成

為我們的知識而已，而是成為我們的生命，也要成為我們能夠靠主而活在這世界

的關鍵，就像經上的話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親愛的主，讓我們的生命呈現在祢面前，是被神的話所堅立，而不是被神的話所

摧毀或擊殺。 

 

    親愛的主，讓我們靠祢的話來仰望祢，靠祢的應許來堅持下去，靠祢話語裡

頭每一句帶著能力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靈糧、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成為我

們往前走無論何時何種的處境，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屬神的人，我們都知道～我



們是可以倚靠神走過一切的難處，倚靠神來見證神的生命，並見證這個生命，無

論在何等的難處當中，依舊有平安、依舊有喜樂。 

 

    親愛的主，謝謝祢讓我們教會這下半年在研讀啟示錄；求主幫助我們，打開

心靈的眼睛，看見啟示錄不是好像在講一個許許多多很奇特的景象和畫面，而是

很真實看見生命的未來；以至於，我們更看重神祢為我們預備的現在。而且，這

現在，不管有任何的難處，都會我們因著看見未來，會幫助我們帶著從神來的盼

望，展現神的生命在難處中操練，面對，與見證神。 

 

    親愛的主，謝謝祢繼續把祢的話語與祢的生命，加添給我們，也加添給這個

教會，我們這樣禱告，靠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