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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5 日 

主日講台信息 

「耶和華的日子」 

╱康來昌牧師 

 

經文：約珥書一章 15 節 

「哀哉！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災難接續而來 

耶和華的日子帶來了一個災難，這災難在約珥書 1、2、3 章都能看到，可能

是蝗蟲之災，也可能是軍隊之災，用蝗蟲來形容。蝗蟲（或軍隊）會來攻擊以色

列，讓他們受到很大打擊。1：4 講到有剪蟲、蝗蟲、蝻子、螞蚱來吃，聽起來

很輕鬆，但他的寫法實在很深刻。一個災難蝗蟲來了，可能多少還有一點剩餘，

它一走，又有一個災難來，就是災上加災，災上加災，讓人喘不過氣來。 

這讓我想起約伯的遭遇，約伯本來是個非常有福的人，但遭到很大的災難。

那災難是這麼快就臨到：「有一天，約伯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

有報信的來見約伯，說：牛正耕地，驢在旁邊吃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示巴

人忽然闖來，把牲畜擄去，並用刀殺了僕人；」本來很富裕的收成，忽然來了一

群剪蟲、蝗蟲，吃掉了他的東西。現在牲畜都沒有了，可能還有些其他東西。然

而，「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

不料，有狂風從曠野颳來，擊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們就都

死了；」一個災難完了，氣還沒有喘過來，眼淚還沒有流乾，又來一個災難。 

這裡是四個，剪蟲完了蝗蟲，蝗蟲完了蝻子，蝻子完了螞蚱。以我們今天來

說，務農的不多，在台灣也沒有什麼蟲災，恐怕你能想到的就像是你的基金、股

票沒有了，保險等等也沒有了，你的錢財一批批喪失，或健康檢查報告是癌症，

然後又聽到小孩子出車禍，一連串來，喘不過氣的艱難。 

約珥書這裡耶和華講得很有意思，在 1：6，說「有一隊蝗蟲（原文是民）

又強盛又無數，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齒如獅子的牙齒，大牙如母獅的大牙。」祂

是全能的主，祂說：「有蝗蟲來侵犯我的地」。然後就是一批批的東西都受損失，

「葡萄樹枯乾；無花果樹衰殘。石榴樹、棕樹、蘋果樹，連田野一切的樹木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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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乾；眾人的喜樂盡都消滅。」沒有收成了，沒有東西吃喝了。然後講到最悲哀

的是最後祭司悲哀，「祭司啊，你們當腰束麻布痛哭…因為素祭和奠祭從你們神

的殿中斷絕了。」可能是指著獻給耶和華的這些農作物都沒有了，但更可能是指

著來獻祭的人也沒有了。不是植物死了而已，植物死了以後人也死了、荒涼了，

祭司痛哭了。 

災難來了怎麼辦？ 

災難的臨到讓以色列人和宗教都受到打擊，然後 1：14 說，「你們要分定禁

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招聚長老和國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華─你們神的殿，向

耶和華哀求。」大災難要來了。約珥書沒有多講為什麼會來，但我們在整個先知

書、歷史書裡也看得到，災會來，因為以色列人屢誡不聽，犯罪越犯越多，舉國

上下包括君王和祭司，宗教界都在敗壞當中，這個敗壞讓他們越來越惹上帝的憤

怒，上帝就要降災。 

不管是蟲災或軍隊，災難要來了，災難來了，你要禁食、宣告嚴肅會、向耶

和華哀求。哀求什麼？2：12，「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

哀，一心歸向我。」這話歷久常新，對我們也很受用，任何時候，不管是上帝憤

怒到了什麼狀況，除了你已經在地獄那沒辦法，在你還沒有下地獄，還有意識時，

災難不管有多少，上帝降災不管有多大的決心，你千萬不要有以賽亞書裡有些百

姓的反應：「明天要滅亡了，今天就吃吃喝喝吧。」就是還是到死不悔改。聖經

告訴我們，再大的災難來了，而且已經臨到了，你還是要悔改，要相信。我也相

對的說，不管我們在多麼好的狀況中，求主讓我們始終保持信心。不，不是，信

心不是保持就夠了，持守不變就是墮落，我們要不斷的進步，希望我們有更大的

信心，越好就越有信心、越謙卑倚靠上帝、活出主的愛和盼望。 

現在災難要來了，你們擋不了，那你們要做什麼？就是向耶和華哭泣哀求，

哭泣哀求做什麼？2：14，「或者他轉意後悔，…也未可知。」非常有意思，約拿

書也是講到這一點。 

當約拿到尼尼微城裡說，「這個城惡貫滿盈，耶和華說再過四十天要消滅你

們」，而尼尼微城的人聽到這兇信，居然都披麻蒙灰悔改了，從上到下都承認自

己的大錯誤。尼尼微王特別講到：「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

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神說了要這樣做，

但我們覺得自己錯了，求神赦免，不管祂赦免不赦免，我們需要悔改：不管祂是

不是還發烈怒，我們需要相信。 

結果災免了沒有？這蝗蟲或大軍犯境的災免掉了沒有？聖經沒有清楚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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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約珥書寫的背景到底是什麼，我們都不清楚，在聖經其他地方也看不到，

歷史上也找不到，不過聖經上有些經文好像暗示這個災是免掉了。約珥書 2：20，

「神將蝗蟲（或軍隊）趕到乾旱荒廢之地，趕入東海、西海」，好像這軍隊（或

蝗蟲）在來之前就被趕走，神就把它們消滅了。但看 2：25，好像又沒有免，「蝗

蟲（或軍隊）那些年所破壞的，我要補還你們」。耶和華對以色列人說，「你們會

受到大傷害，不過我會還給你們」。我們也可以說「會還給你們更豐富」。所以到

底有沒有災？有，災來了沒有？是免掉了那災，還是那災來了，經歷過了以後上

帝對餘民發出恩典？我們不大知道，從約珥書看不太出來。 

災難之後神賜福 

不過我們知道不管是災來了或災免了，災之後發生了一件事情，2：28。這

是我們對約珥書還算很熟悉的，以後在使徒行傳 2 章引用了這話說，「在末後的

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在耶和華把祂的靈澆灌在祂兒女身上時，

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我們會向耶和華呼求。我們向耶和華呼求、歸向耶和華以

後，會有另外一件事情，3：18，「到那日」，耶和華的日子會造成一個豐富的現

象，「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殿中流出來，滋潤大

地。」這是約珥書 1 到 3 章講的。1、2 章講會有災要來，2 章後面講災之後會有

聖靈的澆灌，第 3 章講災之後、聖靈澆灌之後，會有豐富的一切收穫。這是約珥

書講的：災難近了，災難後面有福氣，那福氣是聖靈澆灌帶來的。 

約珥書預言聖靈降臨 

我們說約珥書裡有個預言，預言了聖靈大規模的降臨。這個預言在五旬節時

發生了，約珥書預言聖靈降臨。在舊約聖經，預言聖子降臨的經文很多，我們在

聖誕節時常常會聽到，自己也會講，包括最熟悉的，「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

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賽七 14）聖子會在新約時候

降臨，這在舊約裡有很多預言，不管是祂的降生或工作或受難，甚至復活再來，

都有預言。而舊約有沒有預言聖靈的降臨？很少，但有，約珥書就是，約珥書預

言了聖靈的降臨，聖靈會在耶和華的日子來到。聖靈的降臨帶來人歸向神、向神

呼求，然後神賜下豐富的祝福給人。 

耶和華的日子是哪一天？ 

這是約珥書所講的，聖靈在耶和華的日子來到，所以，今天講的有點複雜，

各位能不能聽得出來，耶和華的日子好像指兩個事情，一個是大災難，災難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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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印象，耶和華的日子是災難的子。但耶和華的日子似乎

也是一個賜福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聖靈降下來，隨著聖靈降下，人悔改、相信

上帝，上帝賜下各樣的福氣。這是耶和華的日子。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耶和華的

日子到底是哪一天。 

耶和華的日子是哪一天？我們先講，有沒有哪一天是康來昌的日子？沒有，

要很有名的人才有日子。國父孫中山有他的日子，我們以前講國父誕辰、國父逝

世紀念日，也就是說偉人的生和死，有時候那一天大家紀念他。不過也很難說那

是他們的日子，第一個，他們都死了，第二個，我們就算紀念他，也不過就一個

鐘頭，行禮如儀的事。像現在端午節，誰還紀念屈原？大家都在想粽子好不好吃。

而耶和華的日子，耶和華有生日嗎？耶和華從永遠到永遠都在，所以耶和華沒有

生日。耶和華的日子是什麼日子？哪一天是耶和華的日子？答案是：每天都是耶

和華的日子，因為日子、時間是祂造的，也是祂管理的。這很稀奇。 

我引一段經文來說明每天都是耶和華的日子：傳道書 3：1 開始，「凡事都有

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等等，有各樣的時候。第 9 節，「這

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我們做這些事有什麼益處呢？ 

我們講傳道書，聽起來好像很消極，虛空的虛空，其實卻是非常積極，在這

些虛空的、人會經歷死亡的日子，你倚靠上帝，勞碌做你的工，享受上帝給你的

恩典，這就有意義。傳道書 2：10，「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所以前面講的，「生有時，死有時」你把那「時」字換成

「神」也很好。「生有神，死有神：栽種有神，拔出所栽種的也有神：拆毀有神，

建造有神；」人的一切活動，人以外的一切自然活動，整個宇宙人知道或不知道

的一切活動都有時，都有神所定的時，都有神所定的日子。所以什麼是耶和華的

日子？每天都是耶和華的日子，因為耶和華創造了每個日子、每個時辰。 

此外，還有沒有比較具體的耶和華的日子？也是有，你可以說安息日也是耶

和華的日子，在耶和華創造的世界裡，祂六天工作，所以那六天都是耶和華的日

子，但是在第七天祂特別祝福了那個日子，因為那個日子祂安息了。以西結書很

多地方講到安息日的時候都加了兩個字，「我的安息日」。安息日是耶和華的日

子，是主的日子，天天都是，不過因為人有肉體的軟弱，你叫他天天、事事、凡

事都尊主為大，比較不容易辦得到，所以有一天主選出來，叫我們敬拜上帝。 

聖經上也有講，這一天不要辦私事，要辦公事，公事就是神的事，神的事就

是來聽道或來講道。所以我們一個禮拜有一天是神的日子，可能不到一天，大概

有一個半鐘頭，我們來到神的殿做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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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有一段時間對這現象非常反感，他們覺得整個主日都應該是耶和華

的，整天都應該聽道、禱告、唱詩，英國有一段時間是這樣，你看火戰車的電影

裡就有這情形，其實他是當時一個正常、保守的基督徒，主日是獻給主的，不可

以工作、運動、休息，要專心事奉上帝。我很喜歡那男主角，不過我覺得他的神

學恐怕有問題。我們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每天都是主的日子，我們星期天在教

會裡敬拜事奉主，週間在世界也是敬拜事奉主，以弗所書講，我們在世上工作，

服事肉身的主人要像服事主一樣。所以世俗的工作，教會的工作，牧師的工作都

可以是主的工作。信友堂是神的家，你的家也可以是神的家。 

你說：「康牧師，我在我家是最小的，沒有自己的房間，我家怎麼可以成為

主的家」？「我上班的公司哪裡是主的公司？我在慈濟醫院工作，那是佛教的」。

我們在這罪惡世界，不管在信友堂、在上班、在家裡，心中尊主為大，我們就是

聖徒。心中尊主為大的地方就是聖地：心中尊主為大的日子就是聖日：心中尊主

為大去辦的事情就是聖事：心中尊主為大所用的物件就是聖物，所以我現在用的

這個麥克風是聖物。（當然，這個麥克風同樣可以去念佛經的）。 

所以重點是，萬事、萬物、時間、空間都是屬神的，神喜悅的時間、地方、

事情、人，是那個人心中尊主為大而做的。當然因為人的軟弱，所以神比較把星

期天定出來，大家一起來敬拜主、聽神的話，讓我們比較親近上帝。這是對的，

是應該的，如果我們越是成功的在星期天學習敬拜主，就越能夠在其他的六天，

帶著歡喜快樂的信心上班，服事人像服事主一樣，吃喝玩樂，像吃喝主的身體一

樣。 

我們的生活中，聖和俗是分開的，又是不分開的。是分開的，因為我們的心

專心為著主，這是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分別為聖。但又是不分開的，因為我們仰望

主的心一定是應用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如果我們有個敬畏主的心，什麼就都是

聖的。而若你做聖經不喜悅的事，即使你在看聖經，也不討主喜悅。所以每一天

都是耶和華的日子，安息日特別是耶和華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在舊約中有特別意義 

不過在舊約聖經裡，這耶和華的日子是其來有自。以色列人是一個小國，在

其他大國的侵略下越來越弱，越弱就越喚起一個強烈的想法，就是：我們期待耶

和華來做事；我們期待有一天耶和華來做奇妙的大事。這我要舉點例子（會冒犯

弟兄姊妹，請原諒，不過我想不出更好的例子，尤其是陸生請你原諒）： 

我們小時候，想到台灣很多問題困難時，大概都會講一句話：等反攻大陸，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我小時候住的地方很窄，爸媽都會說：等反攻大陸以後，那



 

6 

邊有的是地方。反攻大陸的那一天是所有問題解決的日子。（請陸生原諒，那是

已經過去的事情）。 

在抗戰時也有這種想法：我們苦撐待變。在抗戰剛開始時，我們中國是獨立

跟日本作戰，看那部「最黑暗時刻邱吉爾傳」的電影裡，歐洲在希特勒發動攻擊

時，英國也是一直捱打，苦撐待變，希望能夠改變局勢。他們都在等什麼？等一

個日子。等什麼日子？就是美國參戰的日子。美國一參戰，大家都覺得得解放了，

都在等那一天。所以偷襲珍珠港，實在是我們覺得很萬歲的日子，美國參戰了。

這涉及到美國，我們也不要多講，我只是舉例子。 

最後一個例子，我現在得巴金森症，醫生也要我苦撐待變，因為巴金森沒有

藥醫，但聽說現在日本人用幹細胞找出一些藥可能有望治療，所以要我苦撐待

變，等藥研發出來就好了。 

各位，我們都在等，都在等有一天。其實也還有很多例子：只要我長大，我

大學畢業的那一天就如何如何；將來有一天我能夠做一些事，通常是這問題就解

決了。以色列人有個盼望：將來有一天，耶和華會做事，把這世界上的不公不義

消除，特別是對上帝子民的不公不義，能得到昭雪，使正義重新顯出來。這一點，

各位多少能有些體會，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很多，我們看了火大也很多。不過，

你覺得不公不義的，也許另外一方覺得太公太義了，這也很麻煩，也不多去講它。

所以真需要一個最後審判，那最後審判是上帝把祂的公義都顯出來，該罰的罰，

該賞的賞。 

而這個觀念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伊甸園就開始了。在伊甸園裡，神對亞當

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們中文翻「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翻，原文是「善惡知識的果子」，沒有「分別」，但有「知識」。我們

中文加上分別兩個字，把知識兩個字去掉。 

我想當時亞當並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後來他跟夏娃講，夏娃也不懂，因為那

時候沒有死亡，但他可能可以感覺到那是一件可怕的事。各位，我們不太願意但

也非碰到這一天不可，就是我們的小孩也會問：「人死了到哪裡去」？小孩很小

的時候就會怕死、怕黑、怕鬼。當然他們也會問一個問題：「我從哪裡來」。他們

會問生的問題，就會問到死的問題。 

亞當夏娃聽到了一個消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可怕。可是吃的日子他

們沒有死，反而眼目明亮了，為什麼？神對罪人的審判和刑罰總是因為祂的慈愛

憐憫一拖再拖，在等候。亞當夏娃不是吃的那天死，是過了好幾百年以後才死（當

然他們吃的時候也是死了，他們跟神的關係有重大的破裂。）但在死之前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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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也經歷到死，我覺得也是很悲哀的。他們看到小兒子亞伯的屍體倒在田裡，

有血流出來，叫他不應，推他不動。尤其是夏娃的母性，應該很痛苦。更痛苦的

是，殺他的是她另外一個兒子，這叫亞當夏娃知道耶和華的日子來到是可怕的。 

死是耶和華審判、降災的日子，每個人都要等候這一天，你我都不例外，我

們都會死，死後還有審判，不是人死如燈滅而已，那是看起來這樣，人死後還有

審判，有第二次的死更可怕。 

耶和華的日子是降災日也是拯救日 

不過我們感謝主，耶和華的日子不只是祂叫人死，刑罰、審判、給人永刑，

耶和華的日子也是拯救、降福的日子。同樣在創世記 3：15，耶和華對蛇說，「女

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將來有一天，耶和華會報復蛇所作的惡事，女人會生一

個孩子，傷蛇的頭。我覺得悲哀的事是，亞當夏娃應該以為這個拯救他們、替他

們申冤的孩子，就是他們第一個孩子該隱，沒想到這個兒子是把他們另外一個兒

子殺死的人。人的盼望不在人身上，而在耶和華身上。 

我們盼望耶和華來做事，耶和華什麼時候做事？在祂所定的日子做事。這件

事實現時我們多麼歡喜快樂，所以新約耶穌有跟猶太人講這句話，「你們的祖宗

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亞伯拉罕在等反攻大陸

的日子、幹細胞要做出來的日子，在等那一天實現，問題就解決、仇敵就消滅、

我們就揚眉吐氣的這個日子。 

你或許會問：「亞伯拉罕不會知道將來有耶穌出現，聖經怎麼說亞伯拉罕在

仰望耶穌的日子」？仰望耶穌的日子就是仰望上帝的話實現的日子，因為耶穌就

是上帝的話，耶穌的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話成為肉身，來到我們中間。 

亞伯拉罕仰望這個日子，以色列人盼望這個日子，不斷的盼望，這個日子是

一個降災日子，給那些壞蛋、不聽上帝話的、始終不悔改的人消滅的日子，也是

賜福的日子，給那些世上能夠持守倚靠上帝、憑著祂的信實而活的人賜福日子。

所以耶和華的日子到底是降災的日子還是賜福的日子？都是。一切是福是禍，取

決於你是不是有信心。 

在逾越節的那個晚上，那是個降災的日子，埃及無一家不死一個人，埃及遍

地有大哭號。對埃及人來說，那是降災的日子，耶和華報復的日子。對以色列人

而言，那也是耶和華拯救的日子，以色列人歡喜快樂離開了為奴四百年的埃及。

在紅海邊，以色列人因著信走下了紅海，那一天對他們是拯救的日子，海為他們

分開，使他們能夠過去。希伯來書 11 章說埃及人試著下去，卻被淹沒。對以色

列人來講，他們被拯救，看到那麼多埃及人的屍體、兵馬浮在海上，他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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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敬拜上帝，所有的困難解決了。對埃及人來講那一天是滅亡的日子。當耶利哥

城牆倒塌的那一天，耶和華做事的日子，對喇合一家是拯救的日子，對耶利哥不

悔改的人是毀滅的日子。 

是福是禍，端賴有信心否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仰望這個日子，但仰望這個日子、等那一天得拯救，我們

在那一天能不能得拯救，是看那一天以前的每一天。耶和華的日子是每一天，是，

將來在末後時會有個大審判，那是耶和華的日子，但在之前的每一天也都是，所

以耶和華的日子是主的日子，是主日，是末後的日子，是末日。 

現在很多神學院把末世論（或末日論）翻譯成終末論，意思都一樣，末後的

事情，不過我還是喜歡舊的翻譯，末世或末日，因為日那個字很重要，最好我們

能夠表達出來，雖然原文沒有。 

哪一天是耶和華的日子？耶和華哪一天來作審判的工作？哪一天來作拯救

的工作？是，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是，主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也是，不過這我講過

很多次，神不要我們知道那一天，免得你搞錯，免得你以為你算得出來：耶和華

是今天早上 12 點鐘會來，你 11 點 50 就把聖經打開，就在那裡好仔細的讀，就

跪在地上禱告，就在街上發福音單張，然後耶和華 12 點來時看到你就說：「好忠

心良善的僕人，這兩千年來都在讀經禱告，都在做耶和華喜悅的事」。各位，耶

和華的日子不是那一天你正在讀經禱告所以神喜悅你，而是耶和華降臨那一天之

前的每一天、每時刻，你是不是靠主的信實而活。 

馬太福音 24：37，「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

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接下來有一個字叫人毛骨悚然，

「不知不覺」，「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所

以不要算那個日子，你不知道的，你要在不知不覺的每天當中倚靠上帝，以上帝

的信實為糧，到災難來的那一天，對你就是祝福的那一天。挪亞建方舟傳義道一

百年，動物進方舟有七天，這些日子天天都是挪亞的日子，所以我們工作、蓋造、

吃喝、嫁娶通通都可以是主賜福我們的日子，因為我們天天靠著主的信實而活。 

我再說，不是在主來的時候正在做什麼事，主就以為你天天都在做這事。耶

穌說：「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祂不是說一個女人正在推磨，

一個女人正在讀經，那讀經的就被主取去，推磨的就被撇下。兩個男人，一個在

看手機，一個在看聖經，看聖經的就被取去了，不是。兩個人做一樣的事，會不

會在這裡有兩個人，一個人在聽道，另外一個人也在聽道，但取去一個，撇下一

個，完全看我們是不是在一個對上帝的敬畏和信心中聽道、坐捷運、吃喝、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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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決定那一天我們是不是蒙福的。所以求主幫助，耶和華的日子是祂將來賜福的

子，將來審判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是你現在、天天倚靠主，以主的信實為糧的

日子。 

希伯來書 3：7，「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總

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你不要說我以前聽主的話，不要說我小時候

聽主日學老師的話，不要說我將來要聽主的話，等我結婚、畢業以後，我們聽主

的話要「今日」聽主的話，我們彼此相勸要「天天」彼此相勸。 

約翰福音 4：23，「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約翰福音 5：25，「時候將到，

現在就是了」。現在、如今就是我們敬拜上帝、聽神話的時間。 

以賽亞書 55：6，「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什麼時候是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什麼時候是耶和華相近的時候？哥林多後書

6：2，「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就是現在！各位，

不要算耶和華的日子什麼時候來，末世什麼時候到，我們知道一定會到，我們知

道主耶穌一定會再來，主耶穌第一次來、再來，都是祂做奇妙大事的日子，願祂

奇妙的大事在我們身上顯出來。 

哥林多前書 1：8，「神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

可責備。」當審判的時候無可責備，因為我們披上了義袍。當審判之前的每一天

我們天天有可責備，但我們認罪悔改、信靠上帝、重新更新。彼得後書第 3 章說，

「耶和華日子來到，耶穌日子來到，末日的來到，一切都要燒盡、毀滅」，所以，

我們不要玩火，水龍頭要預備好。所以彼得被聖靈感動說：「基督徒啊，如果一

切的東西都要毀滅，我們該當如何聖潔、如何敬虔、切切盼望、仰望神的日子來

到的度每一天的日子」。這個世界會過去，但我們不是消極的，我們每天聖潔、

敬虔、殷勤、帶著盼望過日子。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這是主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歡喜快樂。你

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主，願今天、願此刻我們蒙恩歸向你，我們天天歸向

你，我們天天蒙恩，天天越來越信靠你，越來越愛你。當我們墮落、軟弱、遠離

你的時候，求你讓我們快快回來，求你讓我們不要等。我們也不可能把自己變得

更好，現在照我的本相歸向你，你就接納，我們讚美你。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