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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絕處逢生」 

 ／林彥岑傳道 

 

經文：俄巴底亞書一章 15-21節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

歸到你頭上。你們猶大人在我聖山怎樣喝了苦杯，萬國也必照樣常常地喝；且

喝且咽，他們就歸於無有。在錫安山必有逃脫的人，那山也必成聖；雅各家必

得原有的產業。雅各家必成為大火；約瑟家必為火焰；以掃家必如碎稭；火必

將他燒著吞滅。以掃家必無餘剩的。這是耶和華說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掃山；

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蓮地和撒瑪利亞地；便雅憫人必得基列。在

迦南人中被擄的以色列眾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擄的耶路撒冷人

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華了。 

 

弟兄姊妹平安！ 

    俄巴底亞書是舊約最短的一卷書，只有一章、21節，它的信息我覺得卻是

非常、非常的深刻，比我們所想的深刻許多，我覺得值得我們今天好好一起來

思考。短短的 21節我們所讀到的或是像剛剛諸位所讀的，意思並沒有差太多，

就是講述了以東的罪惡將遭致神的審判，並且成就神子民的復興，這是俄巴底

亞書字面上我們所讀到的東西。 

 

審判是神公義的彰顯 

    相較於嚴嚴責備以色列人的阿摩司書，或許我們會比較喜歡聽俄巴底亞

說：那些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勢的政權、財主，不幸之人會因著他們所遭受的

審判，成為基督徒復興上帝國度來臨的時刻。我們或許會很期盼：對！你趕快

審判吧！你公義的審判快點來！那些惡人遭審判，神的子民就得復興。 

    的確「種什麼、收什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懲罰是公義的彰顯，但

審判其實還有更多的是奧秘，是人完全無法理解的，比如說：以色列的被擄或

是我們剛剛所讀以東的受罰、滅亡。但諸位你都可以想像得到，不是只有在滅

亡當時那時代的人才犯那樣的罪惡跟錯誤，還有歷史當中有許許多的人犯了同

樣的錯誤跟罪惡，但他在現實的世界並沒有遭到同樣的災禍。 

    審判對象的選擇、分配的原則或是時間表，這其中有無限多的原因和脈絡

是有限的人所無法全然體會的。所以如果我們讀俄巴底亞書只看神必然報應的

公義，那麼我們所得到的幫助也就只有部分，我個人覺得很可能把我們塑造成

以東──一個知道耶和華但卻不認識他的民族。從聖經上我們知道以東是以掃

的後裔、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在他們的文化當中其實是有耶和華神存在的。 

 



以東人對神的認識 

    在約伯記中，有四個朋友來探望遭難的約伯，其中一位是提幔人以利法，

這個提幔就是俄巴底亞書第 9節所提到的提幔。提幔是以東很重要的城市，它

土地肥沃、水量足夠，自古以來就是交通的樞紐、軍事的重鎮。提幔的居民以

勇氣和智慧著稱，提幔的智慧人以利法去和約伯做信仰上的對談，期待可以幫

助約伯脫離困境。我們從以利法安慰或是說指正約伯的三段對話中，我們可以

約略認識以東所知道的神。 

    約伯記的四章 7-8節，以利法這樣說「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正

直的人何處被剪除？按我所見，耕罪孽的、種毒害的，照樣收割。神一噓氣，

他們就滅亡；神一發怒，他們就消失。」四章的 20-21節「早晚之間，他們就

被毀滅，永歸無有，無人理會。他們帳棚的繩索豈不從中拔出來呢？他們死，

且是無智慧而死。」五章 4節「他的兒女遠離穩妥的地步，在城門口被欺壓，

無人搭救。」 

    以利法口中的神是絕對的全能、絕對的公義，甚至你感覺起來是一個充滿

攻擊性的公義審判官。他說：既然萬事出於神的主權，所以人遭災禍就一定是

人得罪神，遭到了報應。我們當然都知道這不是錯的，只是我們更知道的是神

的公義有更豐富的面相。 

 

以東智慧的驕傲 

    但是提幔的智慧人看起來對他所認識的神有無比的把握，當約伯為他的清

白辯駁的時候，以利法在約伯記的五章 27節說「看哪！這道理，我們已經考

察，本是如此。你須要聽，要親自明白。」17-18節在說：我指示你，你要聽

我，我要陳述我所看見的，就是智慧人從列祖所領受、傳講而不隱瞞的事。非

常的絕對，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有信心！從這些話語當中我們看見以東的驕

傲──智慧的驕傲，這其實就是俄巴底亞書第 2、第 3節上帝所斥責的狂傲自

欺。 

 

以東因驕傲被藐視 

    我們如果讀，其實你不容易覺得第 2節是說他們因驕傲被藐視，原因是因

為和合本以英文為翻譯的基礎，但是俄巴底亞書除了第一章第 1節之外，整卷

都是希伯來詩，二者的語言邏輯有一些差異，所以在編排上偶爾會有一些不

同。這個問題一般來說，讀敘事文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是讀詩的時候，我們

就會失去了格韻或是文學修辭的幫助。 

    諸位手上的和合本 2-3節是這樣編排的「我使你──以東在列國中為最小

的，被人大大藐視。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裡說：

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我們這樣讀，所以我們多半都認為以東是自己住在山

城要塞當中而驕傲，但是如果 2-3節以希伯來詩的格韻重新去讀，其實應該要

是和合本修訂本的編排。 

    我讀給諸位聽。「看哪！我要使你在列國中為最小，被人大大藐視，你狂傲

的心欺騙了你」。然後才接了第 3節「你住在巖穴、居所在高處，心裡說：誰能

把我拉下來到地上呢？」有點不同，對不對？放在前面，你會知道它是接在前



面「藐視跟驕傲」一起；放在後面，你會覺得他是因為他住的是在天險之處，

因此而驕傲。所以接下來我所讀俄巴底亞書的經文部分，我唸的都會是以和合

本的修訂版為主，諸位可以對照著看。 

    第 2節如果按照我剛剛所讀的經文，強調的是以東因為驕傲，瞧不起列

國，所以他必被人大大藐視。15節更在加強的說這整個的緣由，15節是這樣寫

的「你所做的，人也必向你照樣做」，如此我們可以知道 3-9節所有的審判，其

實是神要一一擊破以東引以為傲的強處，要除滅的並不是只有第 8節的智慧人

跟聰明人。 

    所有的審判，神都有一個目的、有個原因，是你所做的，人也必要向你照

樣做，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3-9節它所寫的不是只有一個驕傲，而是有許許多多

的驕傲。 

 

貿易是以東最主要的財富來源 

    以東位於死海南邊的亞拉巴山峽谷，全地都在海拔 1500公尺以上，整個國

境內大多都是崎嶇不平的深谷跟峭壁，所有以東的重要都市都是花了莫大的心

力所建立的天險要塞。以東人驕傲地想：誰能把我拉下來到地上呢？上帝說：

你雖如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裏拉你下來。 

    以東境內我們剛剛說是峽谷，所以它可以開闢牧場和種植作物的肥沃地區

就不太多，但是在南邊的峽谷當中卻蘊藏很豐富的銅礦跟鐵礦，有點像今天的

石油國家，天然資源的種類不多，但卻有很豐富的石油。所以以東面臨的困境

跟這些石油國家差不多，礦物不能吃，沒有貿易就無法發揮這些礦藏最大的優

勢──就是稀有。 

    谷中的貿易是以南邊的埃及跟北邊的兩河流域通商為基礎，但是這兩者中

間卡了一個阿拉伯大沙漠，所以最合適的路線就是要經過迦南地的兩條交通要

道。一條是在以色列境內靠海的沿海大道，它是沿著加利利海岸跟地中海海岸

而走，我們今天稱它做加薩走廊；另外一條就是自古以來在以東境內的君王大

道。 

    之所以稱為君王大道是因為它運輸的就是那些最貴重的乳香和香料，君王

也走那一條路，重要性極高，是埃及經由迦南地、前往兩河流域最主要的通商

路線，商旅的往來非常的頻繁；而且這一條路非常早就有了，在民數記二十章

17節記載摩西差遣使者去見以東王，他是這樣說的「求你容我們從你的地經

過。我們不走田間和葡萄園，也不喝井裡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過

了你的境界。」 

    大道，希伯來原文是王道，就是君王之道，所以這條路自古以來就叫君王

之路，而提幔就是這條路上最重要的關口之一。這條路有許多的關口，一路上

都是以東的重要城市，因此貿易一直以來都是以東最主要的財富來源。 

    上帝在俄巴底亞書第 5節、第 6節說「你將全被搶奪掠絕，你隱藏的寶物

將被搜查、尋出。」貿易需要什麼？貿易需要的是和平以及盟友，以東有智

慧、有勇士、有天險，它還有更重要的是軍事上極有價值的豐富銅鐵礦，而且

它非常的易守難攻。各國跟他相處最好的方法是什麼？當然就是和睦共存，共

榮共存。所以以東在當時是列國的好朋友，因為你最主要的通商路線要經過他



的家。 

 

歸零 

    上帝說：與你結盟的都驅趕你，直到邊界；與你和好的欺騙你，勝過你；

吃你飯的人設下圈套陷害你（俄一 7）；你卻毫無知覺。3-9節說懲罰的預言，

上帝都是針對以東的教訓、責備，目的是要是使他們最驕傲、最倚仗的一切通

通歸零。為什麼？ 

    親愛的弟兄姊妹，奧古斯丁在懺悔錄是這樣子說的，他仔細思想了人為何

是擁有了擇善避惡的自由意志，但卻仍舊選擇行出罪惡，奧古斯丁的答案是驕

傲。亞當夏娃吃下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夠資格擁有

神的大能跟智慧，夠資格成為像神一樣的存在。 

    驕傲會使人想要悖離或是取代神，而這就是罪的開端。也因著這個理由，

不一定是悖逆的惡人才會遭遇這樣的處境，時常一個篤信上帝、謙卑順服、有

見證的基督徒也會遭遇一切歸零的絕境。 

 

I AM DONE！ 

    如果大家聽過林書豪，就知道他不但是 NBA的球員，也是個基督徒。上個

月初他回到台灣，在花蓮跟好消息電視台合作，舉辦了一個見證分享會，以

「永不止息 NEVER DONE」為題目。選這題目是因為他在今年球季的第一場比賽

就受到了整季報銷的膝蓋傷勢，在受傷的當下，他連喊許多次的 I am done，

中文就是「我完了」！所以這個見證分享會就以「永不止息 NEVER DONE」為題

目，來成為他最分享的主軸。 

    林書豪在裡頭告訴大家說：這個受傷的經歷好像是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

草，是我人生當中最慘的一個挫敗，是我期待最高、也是失望最大的時刻。我

感覺除了紐約風光的那一年之外，我的籃球生涯幾乎九成都在低谷中掙扎，我

時常要面對全世界各式各樣的嘲笑，我只能問上帝：你為什麼讓我經歷了

Linsanity，卻又讓我失去這一切？他說：我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的他就只能更認真、更努力的訓練，在許多的報章雜誌當中我們

可以知道，在外人的眼中他幾乎像得了訓練的強迫症一樣，因為一個 NBA球員

在 NBA打球的年限只有 4.5年──如果你不是明星球員或是你沒有經過認可，

你有機會進去到你離開，你所擁有的機會大概是 4.5年。 

    而林書豪離開紐約已經第五年了，今年或許是他最好、也是最後的機會

了，但沒有人想得到他的第一場比賽就成了最後一場。二十九歲本來應該是籃

球員最精華的時期，但林書豪的籃球生涯卻可能隨著這個嚴重的傷勢，直接步

入尾聲。他感覺失去了一切！ 

 

驕傲的點 

    似乎我們不會覺得他失去了一切，似乎我們更不會覺得他是那個需要失去

一切的人。甚至我們聽到這些消息，我們會想：欸，領著美金上千萬年薪的



他，也沒有失去什麼嘛！但親愛弟兄姊妹，每個人值得驕傲的點都不一樣，有

的人是財富、有的人是健康、有的人是成就、有的人則是努力。 

    林書豪說：這個籃球生涯最嚴重的運動傷害，讓我感覺失去一切的原因是

──我心裡的傷痛跟心碎是我知道「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

好。」受傷的那天，從機場開車的路上……開回家的路上，我開始哭著向神問

說：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每一年都有事情發生？為什麼就不能照著我所付出的

努力來祝福我？神啊！為什麼我要遭遇這麼大的震撼跟傷痛？為什麼？ 

    在以前的訪問，林書豪曾說過：Linsanity帶來的風光跟名利曾經讓他一段

時間迷失了自我，若他有了一個努力得來的優秀球季，會不會讓他驕傲？沒有

人知道，因為這沒有發生，這對我們人來說是奧秘，對林書豪自己來說也是奧

秘。但我們知道什麼？我們知道神對一切的事情都全知、全能，然後他對一切

的事都有最美好的心意。 

 

一切罪的開端是驕傲 

    對你我來說，我們不會因為 NBA的榮耀而驕傲，但我們會因著什麼驕傲？

多半就是我們心中最重視、生命中最在乎、我們做得最好的那個部分，或許包

括了我們的服事。所以奧古斯丁說：一切罪的開端就是驕傲，而且大部分的驕

傲不是在邪惡中產生，反而常常是在良善的行為中轉眼成為惡的源頭；驕傲是

人對於自己的優越地位或優越特質的愛，一切的好加在一切，就變成不好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驕傲會使人妄自尊大的反對神，甚至去倒行逆施的模仿

神，而且驕傲更會驅使人把那我們所知的有限，衍生、填補成為神的全貌，這

種時候我們通常還會說我們所信的是上帝──我們仍舊稱我們所信的神是上

帝，但他實際上是我們所創造的偶像。這會提供我們自己一個來自錯覺的正當

性，為我們自己的罪惡、行為創造了一個舒適圈。 

 

責罰是為著拯救 

    人非常、非常的有限，我們很容易填補，我們很容易在其中享受，我們更

難以自己離開這罪中之樂。所以必須有一股外力違反我們的意願，把我們給扯

出去，從舒適圈中拉出去，從驕傲中落下，只有這樣才能救我們。我們當然都

知道失去所倚靠的一切，這過程必然是痛苦的，但只有在一個一無所有的絕境

當中，人才能夠真實體會你最後所剩下的是那最好、最愛你的神，這種時候人

才會想要歸向神。 

    所以俄巴底亞針對以東的驕傲，一個一個點出、一個一個責備，不是要顯

明責罰有多麼的確實，而是要讓歷世歷代的讀者，看見神使以東最驕傲、最倚

仗的一切歸零，有個更深刻的心意是為著要拯救，就算他們不是神一開始所揀

選的子民，神也不曾放棄他們。 

 

拯救者的譯意 

    我們剛剛一起讀的第 21節是這樣「必有拯救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

國度就歸耶和華了。」這段經文字面上讀完，我們大多都理解成這是預言彌賽



亞的到來，當耶穌基督進入了耶路撒冷，審判就來了，就審判了全地，國度就

歸耶和華了。 

    但這裡卻有個問題，和合本修訂版翻為「一些拯救者」，因為這邊的「拯救

者」原文─希伯來原文是複數，就不是單數一個人，是複數。英文的 ESV是翻

saviours，後面有個 s，所以如果是指耶穌基督，是這個道成肉身的唯一拯

救，就不應該是複數的──一群拯救者！因為只有一個拯救！天上地下唯有靠

著他的名，才能夠得救。 

    第二，我們剛剛所讀的信息經文 15-21節，內容我們所讀到的是以東受罰

後，以色列得到了復興，成為了一個勝過列國的大國，然後這大國使國度都歸

了耶和華。若是拯救者到了錫安山才審判以掃山，那麼 21節應該要放在 17節

的位置。不可能審判的結果出來了，然後再說審判者上了錫安山才開啟審判。

所以如果照我們剛剛這樣讀的話，審判的內容已經實現了，那麼 21節應該要放

在第 17節的位置。 

    最後，也是更重要的。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是這樣的：父啊！你如果

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把這苦杯

撤去！耶穌進耶路撒冷不是去審判以東、讓萬國喝苦杯，而是耶穌自己進到耶

路撒冷喝下苦杯，代替人受審判，在十字架上接受死亡的刑罰。他承擔了神公

義的烈怒，勝過了死亡權勢，使人因著耶穌基督所流出的寶血，可以洗淨罪惡

過犯，可以與神和好，得到了真實的復興。 

    這是我們剛剛所念的「猶大必先喝苦杯，萬國再接著喝。」它隱喻的是這

最真實的復興，而且「拯救者」希伯來原文這個詞彙在舊約的使用，意思多是

聚焦在上帝拯救了現實世界的敵人；我們今天講的拯救者就是救人脫罪、脫離

罪惡過犯，這個是新約的理解。在舊約是非常真實的，一個拯救者是要救人脫

離上帝的烈怒。大部分的人，只要你不信耶和華的，你都是神的敵人，一個拯

救者就是脫離上帝的烈怒，是上帝拯救了現實世界的敵人。 

    這三個原因使得 15-21節最合適的理解是「經由了以色列，帶來了最真實

的復興」。這樣讀 21節最合適的翻譯，其實是希臘文的 74譯本。舊約聖經本來

是希伯來文，然後要轉換到新約時代的時候，有一批文士非常的聰明、厲害，

他們把希伯來文轉換成希臘文，我們稱這個譯本是 74譯本。他們本身都是有相

當知識的猶太人，所以他們對聖經的詮釋跟理解是我們今天不在那文化當中，

有部分沒有的。 

 

一些被拯救的以東人 

    希臘文的 74譯本是這樣說「一些被救出的人」，他們把他變成被動式：一

些被救出的人，如果把剛剛所講的一切全部加起來，我們可以理解最合適的 21

節的翻譯是一些被拯救的敵人，就是那經歷審判、一無所有的以東，在以色列

的復興之中有一些以東人同得復興，上了錫安山，成了神的子民。而這個預言

是在俄巴底亞時代預言的，已經真實的在歷史的時間軸中發生。 

    以東大概是在主前 300年前滅國，滅國之後以東人被迫開始四散逃難，許

多以東人逃到猶太的南地一帶。在耶穌的時代，以東人已經多數生活在以色列

境內了。希臘人就稱以東為以土買，我們所熟知那個統治猶太人、並殺掉所有



二歲男嬰的大希律就是以土買人。所以在耶穌的時代，許多以土買人已經在耶

穌的身邊了，在耶穌開始傳道以後，馬可福音三章 7節是這樣記載的「有許多

人從加利利跟隨他，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做的事，就從猶太、耶路撒冷、以土

買、約但河的東邊，以及推羅、西頓的四方來到他那裡。」 

    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帶來了救恩，以土買的基督門徒就首先成為一群被救

出的外邦子民。他們一定也已經來到了神的聖山，他們成為了控訴其他那些堅

決不信外邦人的榜樣。馬太福音十二章 42節這樣說的「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

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這二段是相同的意思，你不能再說外邦人沒有機會得到救恩，也不能再說

因為你沒有機會，因為已經有一群跟你一樣曾經是外邦人的人，已經得救了。

因著你的信，你會看見；因著你的信，你能得救。 

 

神一視同仁 

    弟兄姊妹，神的公義是這樣──一視同仁的，以色列跟以東都因著驕傲、

背離而被神審判；同樣的，神愛世人也是一視同仁的，以色列跟以東都能夠因

著神的預言得到復興。他們無論是誰，任何一個人都能在你的絕境當中明白耶

利米哀歌三章 22-23節所說的「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

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

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 

 

神的公義帶來盼望 

    神的公義，真正的公義是帶來盼望的，使人在一無所有的絕境當中，明白

神不會失信、也不會令信靠他的人羞愧；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一個老練的基督徒在

難處與苦楚當中，尋找盼望所需要的時間就比一個時常質疑跟抱怨的基督徒來

得短一些。 

 

因信與神同行 

    我們剛剛所講林書豪的見證，並沒有說到結局。林書豪從機場回家的路

上，向神發出了失去一切的哀痛之意，但是在他快要到家的時候，他說：在那

一陣絕望之後，慢慢的我心中感受到有一股從神而來的平安，我可以再一次信

賴他、我可以再一次相信他，所以我說：神哪，如果你要我這樣走這條籃球

路，我也願意忠心的跟隨。當我進到家裡頭的時候，你完全無法想像我是帶著

微笑走進去的。 

    親愛弟兄姊妹，艱難的絕境才能夠塑造真實的生命，所以林書豪做了一個

結論，他說：這一次的受傷讓他學到一個寶貴的功課，就是藉著信心與神同

行，即使面對最可怕的災難以及最強悍的敵人，都沒有辦法阻擋你活出一個擁

有喜樂與平安的生活。 

    與神有親密的關係不代表人生就沒有苦難，但神應許的是：就算在苦難當

中，我也必定能夠得到神，我們必定能夠得到屬神的喜樂與平安。然後我們會



見證出這個平靜安穩的心，意思是喜樂和平安在我們的心中會滿到溢出來。溢

出來的意思是你無法阻擋的一直出來、一直出來、一直出來，使我們成為一個

慷慨、願意表達愛、樂意付出的人。這很重要，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們不得罪

神。 

 

以東被神譴責的關鍵 

    諸位，你可能想：你講得太嚴重了吧？！就沒有去愛而已、沒有去付出，

怎麼會得罪神呢？頂多就是一個沒有拿到滿分的基督徒，哪有說「得罪神」這

麼嚴苛？！俄巴底亞書第 10節「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行強暴的內容都在下

頭）」，它提醒我們一個我們時常忽略的重點，就是我們心中所想的暴力到底是

什麼樣式，是單純肢體上的毆打嗎？是戰亂的屠殺嗎？還是言語上的辱罵？ 

    11-14節用三段的詩句，向我們說明了一種我們不太容易覺得、我們也不

太容易想到的暴力。詩詞的重點我幫大家節錄，不全部念了。「你不該瞪著眼

看、你不該幸災樂禍、你不該說狂傲的話、你不該進他們的城門、你不該瞪著

眼看他們受苦、你不該伸手搶他們的財物、你不該交出他們的倖存者。」 

    弟兄姊妹，「冷眼旁觀、落井下石、為虎作倀」這不是我們容易歸類在暴力

當中的詞彙，對不對？但是在經文當中卻是神嚴厲指責以東的關鍵。或許我們

有很好的藉口來解釋我們為何冷眼旁觀、落井下石？但弟兄姊妹，以東也可

以，他的理由非常的正當。 

 

驕傲使人取代神去施行審判 

    耶利米書二十二章 8節是這樣說的「許多國的民經過這城（這城是耶路撒

冷）」，就彼此談論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大城這樣做呢？必有人回答說：是因他

們離棄了耶和華──他們上帝的約，事奉敬拜別神。以色列人因為得罪神而國

破家亡，以東人是知道的。 

    弟兄姊妹，你還記得我剛剛一開始所唸、約伯記當中以利法怎麼說的嗎？

他說：無辜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何處被剪除？他們帳篷的繩索豈不從中拔

出來呢？他們死，且是無智慧而死。他的兒女遠離穩妥之地，在城門口被欺

壓，無人搭救。看哪，這道理我們已經考察，本是如此。你須要聽，且要親自

明白。 

    以東說的是「你活該！你離棄神，你本來遭遇的這個刑罰，神本來就不要

你了，你現在這個沒有神的民族。」以東知道以色列因得罪神而失去一切，所

以他們加入了審判的行列。他們去攻擊這個被神遺棄的民族，以東的驕傲讓他

們自己取代了神、去施行審判。 

    弟兄姊妹，俄巴底亞書總共提醒了我們基督徒兩件事情，一個是我們一開

始所說的：在絕境當中你如何自處，另一個就是你怎麼看待在絕境之中的人。

今天的世界有太多、太多事情是得罪神的，我們一清二楚，那我們會怎麼看待

那些在明確過犯中的人們呢？是落井下石的讓審判更有果效？還是與神一起，

讓他的過犯、困乏、禍患更為真實呢？大概我們不會這樣做啦！ 

    但是在人得罪神、遭遇你早就知道他必定要面臨的禍患時，我們會幸災樂



禍嗎？人在絕望的時候，我們是否會像約伯的三個朋友嚴厲地譴責他的罪咎？

我們會不會在兄弟遭難的日子瞪著眼看呢？神的審判不太需要人畫蛇添足，因

為人太有限了，跟自己沒有直接相關的事情有太多的細節跟內情是教不來、學

不會、我們也看不清的。 

    我們蠻習慣性的就會把討厭的人看成一個邪惡的笨蛋，這很容易讓我們看

見自己想要看見的事實跟資訊，結果很可能就是在個人的眼中，我們只能看見

自己想看見的顏色和真相。這樣的我們若想要審判和定罪，就落入了驕傲的試

探當中，我們會像以東人一樣，用自己來取代神。 

 

成為好撒瑪利亞人 

    弟兄姊妹，神向人所行的萬事──一切的事，就算是懲罰，也是為著要拯

救，這是俄巴底亞書告訴我們的。神讓基督徒、讓你我在這其中的任務只有一

個，是盡心盡性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神要我們做的是成為好撒

瑪利亞人，雖然有仇怨，但是在他的絕境當中，我們是用油和酒包裹他的傷

處，救他的命、帶他到旅店。 

 

復興教會、傳揚福音 

    今天我們都知道要真正救人的命，只能給他福音、帶他來教會。教會就是

好撒瑪利亞人帶他去的那個旅店。我們最終的家鄉是天國──那永恆之處，教

會是我們在其中安歇、養傷、養好精力再往前走的旅店，我們只能給他們福

音，帶他們來教會，使他們能夠最終回到神的國度之中。 

    而且按照俄巴底亞書我們剛剛所讀的，以色列要先復興，以東才能被拯

救，今天也是一樣的，這順序是不會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真的需要你們

每一個人認真的參與教會與團契，讓我們藉著彼此的相處、事奉，我們先復興

教會，才能有更多的力量與機會去看見外邦的需要，然後去承擔起門徒的責

任，然後我們給他們的是那可以滿足他們一切的上帝，我們要的是拯救他們。 

    弟兄姊妹，教會與團契就是你的錫安山，是我們一起完成福音大使命的基

地，使更多還不認識神的人成為我們剛剛所讀俄巴底亞書 21節那些被救出來的

人，進入耶和華的國度──一個真正復興、因著耶穌救恩寶血而建立的國度，

而不是瞪著眼在旁邊說：我早就知道你必定滅亡。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我們的兒童主日學每年在聖誕節

都有愛心奉獻，大多都是用這句話發出呼喚─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

的責任。世界的需要是什麼？他們需要生命、需要福音；那我們的責任是什

麼？我們的責任就是耶和華的國度只能藉由福音成就，這是世界的需要，也是

基督徒的責任。願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為著傳揚福音，使世界得到拯救，使每一

個人認識基督。 

 

禱告 

    父神，我們謝謝你，你藉著先知帶來安慰的信息，讓我們看見神的公義必

然帶來盼望。你有公義的審判，你有公義的愛。你使我們每一個人落在難處當



中，但主啊！我們知道你有更多的憐憫在這當中。願我們定睛仰望神，使我們

在每一天我們都知道神的信實必定帶來真正的復興，使我們不再驕傲，謙卑順

服在主的面前；使我們在每一個難處、困境當中去看見神的美意；使我們能夠

知道神愛我們，更讓我們學習我們願意去愛我們身邊的人。主啊！願這個愛是

滿出來的，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我們的責任，是讓我們知道世界真正的需要

是福音，而我們願意承擔起那使福音傳到地極的大使命。願主保守我們，求聖

靈堅固我們的心。謝謝主！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