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復耶穌基督的見證

進入耶穌基督見證的實際（一）

江守道

讀經

請我們翻開啟示錄，啟示錄第一章我們從十二節開始讀到十八節：「我轉過

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檯。燈檯中間，有一

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祂的頭與發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祂右

手拿著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見，就

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祂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

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

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第二章我們從第一節讀到第四節：「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

『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檯中間行走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

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

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第三章第十四節到十七節：「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

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

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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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我們再有一點禱告：「主啊，今天早晨為著祢再把我們招聚到祢面前感謝祢

我們已經讀了祢的話語，現在我們仰望祢的聖靈將祢的話語啟示在我們裡面，

把我們帶到與祢的話合而為一，好使祢的話語對我們真成為靈成為生命。願祢的

光照在我們身上，將祢看在我們裡面所看見的向我們顯明，好使我們真在祢面

前自卑並且悔改。我們實在感謝讚美祢，因為祢是滿有恩典的神，祢的恩惠和憐

憫存到永遠，我們奉我們親愛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主耶穌基督的異象
我盼望現在每一位都明白知道這一次聚會的主題是什麼。我問這個問題乃是

因為可能我們照著字句知道大會的主題，但是我們心裡面是否真有這個主題的

實際？主題乃是恢復基督的見證，我們曾經說過，這不僅僅是一個主題，讓我

們一同來思考的一個主題，我們相信這是一個真理、是一個實際。這是一件我們

應該用心來領受的事，藉著神的恩典，靠著主的聖靈帶我們進入耶穌基督見證

的實際。使徒約翰乃是最靠近我們主耶穌的一位門徒，就一面的意義來說，他比

地上任何一個人更認識我們的主耶穌，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是一位真認識主的

人。但是當我們看見他是為著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被放逐在拔摩海島上，在

主日他被帶到靈裡面，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異象，我們稱這個作拔摩海島上的

異象。這是一個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異象，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啟示。然而我們看



見了，在這個啟示裡面的是他從未看見的主。就著我們所認識的，在耶穌基督裡

面還有更多我們沒有看見過的。不論我們自認對主耶穌有多少的認識，我們會發

現祂遠比我們真正所知道的要多許多，祂是無限的。

在那裡，使徒約翰看見我們的主是他以往從未認識過的。他看見七個金燈檯

燈檯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我們都知道這七個金燈檯是代表著在亞細亞的七個

教會，因為這一個奧秘在二十節已向我們解開了。在二十節中說到：「論到你所

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檯的奧秘：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

個燈檯就是七個教會。」他在七個金燈檯中間看見有一位好像人子。事實上，這七

個金燈檯只不過是個背景，那站在七個金燈檯中間的人子才是主體。對基督耶穌

而言，教會只不過是個背景，我們不能只看見教會而沒有看見基督。如果沒有基

督，就沒有教會。當我們真實看見基督的時候，我們就看見了教會，因為教會是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背景。

主耶穌十方面的榮耀
在這裡我們看見我們主耶穌十方面的榮耀。

（1）祂是一位好像人子的

祂是一位好像人子的。我們知道「人子」是當主耶穌在肉身中行走的時候常常

自稱的一個詞，這一個名詞對使徒約翰來講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這裡，祂看

起來好像有點不一樣，所以約翰說祂看起來好像人子。當主在地上卑微的日子中

約翰是那樣的熟悉他的主，但是現在主在榮耀中了，所以他說祂看起來好像是

他所認識的那位人子，但是他又發現祂又那麼的不一樣，因為祂如今並不在祂

那卑微的日子中了，現在祂是在榮耀中。

（2）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

他看見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在聖經中，長衣總是代表著公義。所以在

這裡，我們看見基督是我們的義，祂的公義是完全豐滿的義。另一面我們看見在

聖殿中服事的祭司，他們要穿長的外衣，在這裡，我們看見我們主耶穌基督祂

自己不單是我們的義，祂也是我們的大祭司。主耶穌今天在天上作什麼呢？我記

得一個故事說，有一位年長的姊妹盼望受浸，她就接受長老們的問話，有一位

長老就問了她一個問題：「主在天上作什麼呢？」這位老姊妹想了一下就回答：

「祂從天上往下看，在我身上找過錯。」我不曉得她是否通過了這個問話。今天我

們的主到底在作什麼呢？當我們讀希伯來書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一個活的事實，

我們的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祂活到永遠，並且為我們代禱。我們今天可以作

基督徒，我們可以過一個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因著祂是我們的大祭司，主耶穌

在我們每一天、每一個時刻在服事我們，祂把祂在地上為我們所完成的一切來服

事到我們身上。若是我們不知道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我們就沒有辦法過我們

基督徒的生活，祂在天上的職事如同祂在地上的職事一樣的重要。

但是當我們讀啟示錄的時候，我們看見祂作大祭司的另一方面。祂不僅僅是

向著每一個個別的信徒作工，當然我們每一天都需要祂作我們的大祭司，我們

每一天都需要祂對我們的服事，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會忘記祂在天上作大祭司，

祂乃是在真帳幕裡面作職事。換句話說，祂在那裡是服事教會。約翰在那個時刻

是被放逐的，他沒有辦法服事在亞細亞的教會，所以他可能在主日的時候他坐

在一個岩石上，他望過那個海面，他可以隱約的看見亞細亞的海岸線，他在那

裡回想到在他被放逐之前所服事的眾教會，他在想這些教會的光景現在到底是

如何呢？他心裡面為他們有沉重的負擔。就在這時候，一個異象賜給了他。他可

以被從他所愛的這些教會中被帶出來，只是我們的大祭司，祂從不停止服事祂



的教會，這是何等的安慰了他的心！親愛弟兄姊妹們，我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

祂在這七個金燈檯中間，祂從來沒有離開過祂所愛的教會，祂一直在那裡為祂

的教會禱告和服事他們。

（3）祂的胸間束著金帶

祂的胸間束著金帶。我們知道在古時候，一個人穿長衣又需要作一點工作，

他需要用一根帶子把長衣束起來，不然的話，這長衣就會妨礙工作。但是很希奇

的，我們發現這個帶子不是圍著祂的腰，我們發現這一個金帶是束在祂的胸間。

換句話說，它讓我們看見祂所要完成的那個救贖已經作成了，只是那同樣的愛

仍然在祂的身上。當祂束上祂的長衣，在地上的時候祂來服事人們，現在祂在天

上祂仍然束著帶子，是根據於祂所完成的工作祂來服事祂的教會。

（4）祂的頭與發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祂的頭與發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白髮通常是代表著智慧，但是就著人來

說，這不一定都是真的這樣。你看見這裡有一個白髮的人，他卻是一個愚昧的人

但是對於我們主耶穌，我們發現祂是滿了智慧，事實上祂就是智慧的本身。在箴

言裡我們看見智慧好像一個人一樣，那除了我們主耶穌之外，没有別人。

（5）祂的眼目如同火焰

祂的眼目如同火焰。換而言之，祂有如此銳利的目光。我們記得當西門第一

次被帶到主耶穌面前，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聖經告訴我們說，主就仔細的打

量他，可能從頭到腳都看他，這一看就叫彼得西門閉嘴了。西門是一個愛說話的

人，這就是他的人性。但是當主看他的時候，他就無話可說了，因為我們的主不

是看外貌，主看到人的內心。不僅是西門初次遇見主的時候，並且主打量看他也

知道他將來會如何。不僅他的過去和現在，並且他的將來都給看透了。因為沒有

一件事在我們主耶穌的眼中不是赤露敞開的，我們可能在人的眼前掩蓋自己，

但是在主面前一切萬物都是赤露敞開的。

（6）祂的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

然後我們看見祂的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銅在聖經中總是代表著審判

我們記得在聖殿中獻祭的祭壇，它是用銅作的，因為在聖經中，銅是代表著審

判。我們主耶穌所看見的，祂就要審判，祂的審判不是照著外貌，祂審判如同神

審判一般。祂作一個公義並對的審判，因為祂將一切都看透了。除非我們看得對

我們就沒有辦法作判斷，我們的判斷常常是不可靠的，但是祂的判斷乃是根據

於公義。

（7）祂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祂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這裡告訴我們祂的聲音是何等的威嚴，祂是何等

的有能力。

（8）祂右手拿著七星

祂右手拿著七星，這告訴我們七個教會的使者是在祂的手中，在祂的右手

中。右手說到能力、祂的責任，所以我們看見所有教會的使者都在祂的右手中，

在祂的能力中。祂不僅使他們負責任，並且祂供應他們一切的需要。

（9）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這兩刃的利劍代表著神活潑有功效的話語，

它能夠將靈和魂赤露剖開，把人心中一切的意念和主意都顯露出來。

（10）祂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祂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換言之，我們可以看見我們主一切的榮美都從那

裡顯出來。



祂是審判的主
這是約翰在拔摩海島上所看見的異象，他看見我們的主是他以往從來沒有

看見的，他意識到我們的主現在是在天上對祂教會成為大祭司。這對使徒約翰來

講，是一個新的啟示。他看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在聖所裡面作大祭司，掌管

祂自己的聖所。換句話說，我們的主在服事祂的教會。弟兄姊妹們，當我們想到

服事的時候，很可能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祂供應一切的需要。但是服事在一個對

的意義中，並不是僅僅講到供應一切的需要，我們沒有經過審判，我們是不可

能服事的。如果我們不能夠分辨、不能夠區別，我們怎能供應呢？所以我們看見

在主耶穌的服事中，祂首先是有一個判斷，這是我們通常所忽略的。我們想一個

服事我們的人是拍著我們肩膀說「一切都好的，沒有問題」，那是一個蒙蔽和欺

騙，而不是一個真實的情况。但我們的主是誠信真實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見我們的主耶穌在天上的一個服事的圖畫，在這個服事

中，我們看見它所描寫的乃是講到那一位審判的主。祂有資格來審判，祂分辨萬

事，祂所看見的，祂就要審判，當祂審判了以後，祂必供應，所以祂的供應和

扶持是永不失敗的。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是不是認為我們的主耶穌不會審判我

們呢？感謝神，祂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了審判，那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對我們已

經過去了，為著永生和永死的那個判斷已經作了決定，祂為我們受了審判，拯

救我們脫離了永遠的審判，現在我們是祂所親愛的。你是否認為我們是祂所愛的

所以祂就再不審判我們了呢？若是我們沒有受過管教，我們就不是蒙愛的，祂

好像一位父親，祂管教祂的兒子。

所以弟兄姊妹們，在這裡我們必須看見一個審判的因素。今天在神的兒女們

中間都不喜歡聽見「審判」這個詞，我們常說審判已經過去了。但是親愛的弟兄姊

妹們，父所愛的，祂就要管教。用另外一種方式說，祂來審判我們乃是為著積極

的原因，這乃是一個管教，這是訓練孩子，這是非常的正面積極的。祂管教我們

為要帶我們進入祂的榮耀，沒有管教我們就永不會長大，我們一直留在在基督

裡作嬰孩。但是神要得著兒子，我們除非受管教，我們就不能長成為兒子，藉著

管教使我們成長。對於教會而言這也是真的，今天我們的主耶穌祂在審判祂自己

的教會，在彼得前書第四章第十七節告訴我們「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

起首。」當使徒彼得寫這頭一封書信的時候，他告訴我們說時候到了，審判要從

神的家起首。我們相信這一個審判已經開始了，因為這就是我們在拔摩海島的異

象中所看見的。祂審判是為著要成全。

使徒團體的見證：釘十字架的耶穌，神已立祂爲主爲基督了
我們曾經讀到使徒行傳的時候提到，我們看見當教會在地上開始的時候是

何等的榮耀，聖靈如何從天而降充滿了整個屋子，那一百二十位聖徒就從同一

位聖靈受了浸進入了一個身體，他們都為主作見證。我們也記得這事怎樣傳出去

耶路撒冷有許多人就開始聚在一起，我們相信那不是再在那個禱告的小樓上，

因為那兒容不下這麼多人。他們很可能到了聖殿所羅門的廊子那裡，許多的人就

圍繞他們，彼得和十一個使徒一起站起來，那說明是一個團體了。我們看見彼得

傳了第一篇福音的信息，他在那裡宣告什麼呢？他說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證明

了一件事情，證明你們所釘十字架的那一位，祂現在已經得著了榮耀，被立為

基督了。因著這一個信息，他們為著主耶穌的見證作了證明和見證，就有三千人

悔改受浸了。在早期的教會是何等的榮耀，他們怎樣的同心聚在一起，他們如何

的一起擘餅，他們如何同心的禱告，他們如何從被自己佔據中被拯救出來。我們



知道被己所佔據乃是在人本性裡面的一個本能。就是一個小孩子，我們可以看見

當他有一個玩具的時候，他跟他的小同伴們一起共用，忽然之間，他說：「這是

我的」。我們發現在人的裡面，就是要自我擁有。誰能拯救我們從這個「己的擁有

裡」出來呢？除非主自己。所以有一件事發生了，他們住在一起，在愛中，在和

諧裡面同居，聖靈在他們中間是那樣的明顯，教會有一個榮耀的開始。

仇敵破壞耶穌基督的見證，與教會的正確處理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並不代表說他們沒有問題，因為我們弟兄們已

經提到，神的仇敵何等痛恨看見教會持守耶穌基督的見證，因為牠知道教會為

耶穌基督作的見證，用實際所顯明出來的那個見證的光景，就要使牠墜落、使牠

失敗，所以牠要用各種的方法把教會拉下來，好叫教會不再為耶穌基督的見證

來作見證。 在一面意義來講，牠就要延遲神永遠旨意的成全。很可惜的，我們也

不能把一切的罪都歸在撒但身上，因為從另一面我們看見在我們自己的人性的

裡面，總有一些東西和事物是與撒但的試探、引誘，起到響應的。除非我們容許

基督的十架在我們身上作工，把我們的「己生命」治死，好叫基督在我們裡面的

生命能夠彰顯出來，我們總會發現在我們裡面有一個與仇敵同盟的一位。

因為有這兩面，我們就看見甚至在早期教會中仇敵常常就來引誘我們裡面

的舊人，為著要毀壞主的見證。當我們讀使徒行傳頭四章，我們發現每一件事都

是那樣的榮耀，在那個時代的教會能夠成就它所受的託付。他們的使命是什麼呢

他們的使命乃是背負耶穌基督的見證，他們不是在那裡宣講自己，他們在那裡

宣講耶穌並祂釘十字架。他們在那裡宣告：我們的主實在是萬主之主，祂是首先

的、祂是末後的，祂是存活的；祂曾經死過，現在又活了，並且活到永永遠遠，

在祂手中握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原初的教會，他們是何等榮耀的成全了他們的

責任。

（1）亞拿尼亞和撒非喇與處理

但是我們來到第五章，我們看見在五旬節的時候有許多的人、弟兄姊妹們來

到耶路撒冷，猶太人從世界的各個角落而來，因為一年三次他們必須來到聖殿

過節。當他們得救了之後，他們在一起過一個何等奇妙的生活，他們就不回家了

那就是為什麼那些在耶路撒冷有產業的人，他們不僅把自己的家向所有的弟兄

姊妹打開，他們同時把自己一切的產業都變賣了，好使那些留下來的弟兄姊妹

們有食物可吃。然後我們看見有一對夫婦，就是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他們看見許

多的人把自己的產業變賣了，把銀錢放在使徒的腳前，好使那些窮人得著供應。

但是他們除了看見這一些之外，他們看見那些如此作的人就得到別人的稱讚，

所以從仇敵那裡來的一件事情，就進到他們的心中，他們希望人的鼓掌。他們也

賣了自己的田產，但是暗中留下了一部分，把其餘的帶到彼得的面前，他們欺

騙了聖靈。但是那個時刻，聖靈在教會中是那樣的清楚明顯，彼得立刻因著聖靈

的緣故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知道那個結果。我常常說在教會中總是會有問

題的，問題本身不是問題，她可以立刻作對的解決，而使之變成一個祝福。如果

我們不能解決它，它就真的變成一個問題。

（2）伙食忽略的怨言與平息

不僅在使徒行傳第五章中，我們在第六章看見，在那個時候有許多人聚在

耶路撒冷，有一些是希伯來的猶太人，就是那些住在應許地的希伯來人。也有一

些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他們是住在別的地方，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是為了過五

旬節。在他們中間有許多的寡婦，因為在那段時期，生活是非常艱難的，教會就

供應這些寡婦的需要。但是很可惜那些需要供應的都是講希伯來話的猶太人，所



以那些希伯來人中間的寡婦們就受了很好的供應，他們並不知道那些講希利尼

話的猶太人的需要，所以他們的寡婦就被忽略了。這不是有意的，這顯出人是何

等的有限。那個時候就有了怨言、有了嘀咕的聲音，當這些怨言開始增長的時候

那一個結果就是不安。但是感謝神，聖靈的工作在那裡是那樣的明顯，祂感動了

使徒們，使徒們立刻就意識到自己的軟弱，他們就向著弟兄姊妹們敞開，讓他

們揀選了七個人來管理飯食。感謝神，在這七個被揀選的人中，可能沒有一個，

或許有一個是住在猶太地的希伯來人，他們所揀選的都是從講希利尼話的猶太

人中選出來。弟兄姊妹們，我們在這裡看見了愛，在那裡沒有嫉妒，在那裡有信

心、有把握。於是問題得著了妥善的解決，教會就因此增長。

（3）行邪術西門受譴

我們來到第八章，我們看見腓利被神使用，他在撒瑪利亞傳福音，有許多

的人來到主面前，甚至那行邪術的西門也信了主。我們記得那個故事，當彼得和

約翰來到撒瑪利亞就為信徒按手，他們就被聖靈所充滿，為什麼如此呢？因為

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本來是不相往來的，如果聖靈是分別的降在撒瑪利亞人身

上，那麼我們就會看見有分開的教會。然而在一個靈裡面我們浸入了一個身體，

不再分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所以聖靈有意的保留了自己，直到有從耶路撒冷來

的人為他們按手。這個按手表明彼此的接納、認同，我們不再是猶太人和外邦人，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是一。聖靈降下，他們就受浸進入了那一個身體。我們感謝神

我們看見主如何解決了這個問題，教會如何的得勝。

（4）割禮派的謬論與耶路撒冷會議

當我們來到使徒行傳第十五章我們看見更大的問題，在那裡有一些猶太教

的人，他們之前是非常虔誠的猶太人，現在他們信了主耶穌，但是他們的過去

仍然緊緊的抓住他們。他們說你們外邦人，你們不僅要信耶穌基督，你們還需要

受割禮，你們要守律法，要不然你們就沒有得救。在那裡就有了極大的爭議，我

們在第十五章看見在耶路撒冷就有一個會議。感謝神，神在那裡管治一切，而且

解決了那個問題。雖然在會議上解决了，但是我們看見這個問題一直繼續下去，

在使徒保羅一生的服事中，這些猶太教的信徒一直跟著他，為他增加了許多的

困難。所以我們看見在這裡，教會早先三十三年的年日是何等的榮耀，但是並不

意味著沒有問題，感謝神，大部分的問題都得到正確的解決。

耶穌基督的見證衰落的原因
現在我們來到了啟示錄，我們的弟兄的責任是講到教會歷史，所以我要把

這一部分留給他講，我的負擔乃是講衰落的原因。若是我們要找到衰落的原因，

在啟示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我們找那個原因最好的地方。首先我要請問大家一個

問題，衰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當我們說教會墜落了，教會下墜了，我們說的

時候，它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怎麼樣來衡量這個衰落的光景呢？當我們看見

人數越來越少的時候，我們就說它下墜了。當你看見有上千個人聚在一起，我們

就說那是成功的。我們是不是藉著外面的人數來判斷是否成功或者失敗呢？我們

怎樣來判斷一個教會是在衰落或者是在增長呢？我們不是藉著我們所知道的任

何事來作判斷，因為我們的判斷永不會準確，我們沒有那如火焰的眼目，人是

看外貌，但是神是看內心，我們的判斷永遠不是對的。但是有一位祂有權柄來判

斷，祂有一個標準來量度我們的成長或者是我們的下墜。

我們很簡單的來說，我們講到的成長是什麼意思，我們講到的衰落又是什

麼意思，當一個教會成長的時候，你用什麼標準來量它呢？當一個教會衰落的



時候，你用什麼標準來量它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章裡面看見關於我們

主耶穌的那個異象，耶穌基督的啟示組成了祂的見證。我們用一個對的方式來說

一個教會的成功或者是衰落，乃是藉著主耶穌基督啟示中顯出來祂的見證來度

量的。在第一章中我們所看見的那個啟示乃是那個標準來量教會的成長或者是衰

落，這是唯一的標準，這是一個金葦子，這是來量聖所的那個葦子。這是為什麼

我們主耶穌寫七封的書信給七個教會，在每一封書信的開頭祂總是將祂自己的

異象一部分向那個教會啟示出來。當你把七個教會合在一起的時候，然後我們就

看見我們主耶穌基督完全的啟示，那就是耶穌基督的見證，那就是交付給教會

的見證。教會不是為著它自己而存在的，教會是為基督而存在的，除非她們能成

全耶穌基督的見證，否则她們就是失敗了，這就是那個標準。

弟兄姊妹們，為什麼在每一封書信中，主將祂自己的一部分啟示出來？我

們要看到教會的整體，我們才能看見耶穌基督祂自己完全的啟示。教會對於基督

所啟示出來的那一部分要負責任，這就是我們的責任。親愛的弟兄姊妹，願我們

從一切人的量度中被拯救出來！願我們能夠被神的量度的竿來度量！當這一個

標準被建立起來，然後我們才能發現那個衰落的原因是什麼。

教會失去見證的例子
舉一個例子，在以弗所教會中，若是你從外表來判斷，主說我知道你的行

為、你的勞碌、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

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在這

裡我們看見以弗所的教會他們有那樣的勞苦，他們有他們的工作，他們也能忍

耐，他們有能分辨真假使徒的知識，他們也不容許邪惡存在他們中間。我們看見

每一件事都是好的，我們今天幾乎找不到一個教會比這個更好，我們要感謝讚

美神，也稱讚這個教會。但是弟兄姊妹，主卻不是看這些事情，我們在乎這些事

我們在乎外面的活動，我們在乎外貌，我們在乎人數，我們在乎知識，但是這

些事情卻不能夠來量度成長或者是衰落，主耶穌乃是看透了人的心。似乎我們主

說，儘管有這些不錯的事情，我卻與你反對，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字，因為你把

起初的愛心離棄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主從不看外貌，主從不看外面的活動，

主從不看人數，主從不看知識，主只看內心，你的心是否與主為一呢？在那裡

是不是有起初的愛？起初的愛才是一切外面事物的泉源，若是那泉源不在，一

切都是假冒，主恨惡假冒。

（1）失去了起初的愛

什麼是衰落的原因呢？他們失去了起初的愛。什麼是起初的愛？是的，當我

們剛信耶穌的時候，我可以回憶自己一點點的經歷。我在罪的重擔底下有一整年

然後主釋放了我，我是非常的感恩，我願意將一切都歸給主，好像對我來講，

沒有一件事是太難而放不下的，因為祂贏得了我的心。那是不是起初的愛呢？是

的。但是逐漸的，我發現自己開始冷淡了，我開始考慮自己、考慮環境、考慮其他

的人，我開始像別人一樣，我與主在一起的生活就不那麼絕對了，我不花時間

與祂在一起了，我也不享受祂的同在了。我雖然仍舊讀聖經，但是只不過是為了

盡責任，在我裡面缺少了泉源。

弟兄姊妹們，我們何等容易失去自己起初的愛，起初的愛並不只限在我們

剛信主耶穌的那一個時刻。起初的愛乃是上好品質的愛，這好像一個貞潔的童女

她的心是完全被她將來的新郎所佔據，每一天她為著她的新郎預備自己，她不

再為她自己而活，她是為著她將來的丈夫而活。起初的愛乃是用專一的眼目注視



主，我們不是心懷二意的，或者是眼目不專的來注視主。心裡感到主真是我裡面

的首先，也是我裡面的末了，祂是那存活的，祂是我的生命。祂為我死過，現在

又活著，並活到永遠，並且祂手中握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教會是否維持了起初

的愛？如果教會維持了這起初的愛，它就維持了主耶穌的見證。F.B.Meyer 邁爾

弟兄得到一句很有名的話：「祂說，若我不是你一切的主，我就根本不是你的

主」。這句話所說的，就是起初的愛。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如何的看教會開始了

墜落呢？就是看她起初的愛有沒有失落。即或教會仍然能夠維持外貌，教會有一

切所謂的聖經的知識，教會可以作一切可稱讚的事情、工作，但是主所要看的是

起初的愛在哪裡？

（2）屬靈的驕傲

我們沒有時間把每一個教會都看一遍，我們來看最後一個老底嘉的教會。我

們常說老底嘉乃是非拉鐵非墜落的光景，在非拉鐵非的教會有耶穌基督的見證，

他們持定他們的元首，但是當我們來到老底嘉，一切外在的事物都存留著，但

是在裡面卻是空的，她既不冷也不熱。我們都喜歡不冷不熱，就是溫水，她衰落

的根乃是屬靈的驕傲。神給他們許多的祝福，因著神的恩典，他們曾經進入過神

許多的真理中，他們可能仍然持守那話語，也不否認主的名，他們曾經有過光

榮的歷史，但是他們卻活在傳統裡。很可惜的，他們就以此自以為傲，驕傲總在

跌倒之前。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們看見很可惜的，在曆世歷代中，我們怎樣持守

那個外在，我們卻失去了內在。你是否認為我們需要受審判？你願意在基督的審

判之下降伏下來嗎？我們在基督的審判之下把自己降伏下來，到了時候祂要高

舉我們。感謝神！我們會失敗，但是主耶穌的見證永不失敗。

禱告

我們禱告：「親愛的主，當我們被擺在祢的審判之下，當祢注視我們的時候

祢向我們啟示我們衰落的根是什麼，求祢憐憫我們，在我們裡面恢復那起初的

愛，好使祢對我們成為一切，好使我們能夠將一切都放在祢的腳前，救我們脫

離所謂的屬靈驕傲，好叫我們能像祢一樣柔和謙卑，並且跟從祢。我們奉祢的名

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