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是榮耀的盼望 (二) 

孫國鐸 

讀經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不移，不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這

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我保羅也作了這福音的執事。現在我為

你們受苦，倒覺歡樂；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了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理傳得全備；這道理就是歷世歷

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了。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

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了有榮耀的盼望。」（西一 23-27） 

 

「但基督為兒子，治理神的家；我們若將可誇的盼望和膽量堅持到底，便是祂的家了。」

（來三 6）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

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力是何等浩大。」（弗一 18-19） 

禱告 

主，我們真是滿心感謝祢，祢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聚在祢的跟前。祢不斷地對我們的心

說話，祢向我們眾人施恩典。主，願我們在這裏真成為一個預備好的器皿，來承受祢的恩典。

無論說話的、翻譯的、聽話的，都滿有膏油。主啊，祢的同在就是我們最大的祝福；我們能

把榮耀歸給祢，是我們最大的喜樂。願今天祢全然得著這個聚會，充滿聚會的每一個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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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從深處把敬拜歸給祢。主，祢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們。 

 

「基督是一切，又在一切之內」，是這次特會的主題，而我的負擔是「基督是教會榮耀的

盼望」。昨天已經和弟兄姊妹講到神如何使基督成為我們裏面榮耀的盼望，或說神如何藉著基

督成為我們裏面榮耀的盼望。今天要交通基督是神聖作為，榮耀的盼望。我們知道神有一個

榮耀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為著祂的兒子。神不僅有一個榮耀的旨意，神為著祂榮耀的旨意，

有祂自己的作為；這包括神的經營、神的管理，和祂的工作。神的作為乃是為著實現祂自己

的旨意。我們曉得神在地上最大的作為，就是建立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神所以創造萬有，

創造人類，最大的心意就是要在這個創造裏面得著教會。所以祂在地上最大的作為，就是要

建立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除了這個之外，神沒有別的事情。 

 

感謝神，為著這個旨意，神揀選我們。所以我們基督徒在地上，除了神的這個心意之外，

我們應該沒有別的興趣。這應該是我們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個目的。我們要怎樣來討

神的喜悅呢？就是讓祂把我們建造成為教會中基督的身體。 

屬靈混亂的出現 

但是從舊約直到新約，我們很清楚地看見這個建造過程在地上是非常的混亂；因此令很

多事奉主的人、愛主的聖徒們，心中感到痛苦、困惑和失望。為甚麼有這樣的混亂出來呢？

聖經給我們看見一些原因，第一是仇敵的干擾，仇敵的攻擊，有仇敵的破壞在其中。當然這

些還是屬於外面的情況。 

第二，因為我們這些人不夠明白神的心意，我們的肉體阻擋神的作為。我們的肉體大概

分兩個極端，一個極端是非常的冷淡，我們非常的怠惰、放鬆、不在意。今天很多基督徒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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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得救之後，對神的心意根本不在意，就造成這個難處。另一個極端，就是非常的熱心，我

們隨著自己的意思來事奉神。這在神的工作上都產生干擾。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所犯的錯誤，我們按照自己的想象來建造神的教會。神對祂

自己的教會有祂自己的計劃，我們只能按照神的計劃來建造；我們人的熱心為神所作的，是

神不能接納的。 

 

無論在舊約或新約，人都犯了這樣的錯誤。在耶利米書第一章 10 節，我們看見耶利米蒙

召出來的時候，神吩咐他作的第一個工作是拔除，拆毀，毀壞，然後是修補。神為甚麼要這

樣作呢？因為太多人為的東西，有許多人的善意、好心所建立的東西在裏面。甚麼叫拔除呢？

就是我們種下去的都不合乎神的心意。我們按照自己的肉體種下去的，是不能被神所接納的。

拆毀呢？就是它不合乎神的心意，神要把這一切都拆除，神要把這一切都清除。記得我年輕

的時候，年長的弟兄們這樣說：你看整個教會的歷史，有太多出於人為意思的違章建築。我

們知道今天在社會裏，如果我們弄了一個建築是不符合於政府規章的，那個稱作違章建築。

所以從舊約到新約，我們看見人在那裏建，神在那裏拆；因為神絕不能接受那些不符合祂心

意的東西。這些對我們是重要的提醒，因為這些人為的錯誤的東西在裏面，所以也在神整個

作為下面造成了混亂的局面。這都是造成很多事奉主的人心中的痛苦、困惑和失望的原因。 

建築過程的混亂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面來看；我們知道人要建造一個房屋，在建造過程中是一片

混亂的。我最近請了一個好朋友來裝修我們的房屋，他在裝修的過程中，把房子裏面搞得一

塌糊塗，有時候我進去看的時候，腳都不知道往哪裏踩。但他對我說：放心，再過一段日子，

3 



你會看見你的房子非常的漂亮。這是一個建築的過程，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眼光來看神

在整個人類歷史上面建造的過程。 

 

我們感謝神，在這樣的光景中，我們能把注意力擺在基督身上。因為神給人的盼望是基

督，所以教會整個的盼望應該是基督。如果基督在我們裏面成為榮耀的盼望，我們就會像歷

世歷代愛主的聖徒們一樣，對很多情況會悲傷，但是不悲觀；雖然很痛苦，但不會放棄；會

流淚，但是不消極；因為基督在我們裏面是榮耀的盼望。弟兄姊妹，我們要知道教會的盼望

是基督，教會的本身不是盼望；如果我們把盼望放在教會身上，那麼定規我們會失望。今天

的態度應該是這樣，我們對教會應當有盼望，但教會不是盼望。我們感謝神，神建造教會是

有盼望的，那個盼望是在基督身上。 

 

很多基督徒常常把盼望擺在他們所謂的教會上，結果就是失望。我們盼望那個不是盼望

的，結果就是失望，甚至可能達到絕望的光景。聖經很清楚地給我們看見，教會的盼望是基

督自己。在以弗所書第一章，我們看見神在創世之前開始作祂榮耀的計劃時，神是透過基督

看教會。聖經說，神按照祂意旨所喜悅的來做預定；當神作揀選工作的時候，神是歡歡喜喜

地來揀選的。弟兄姊妹，你們想想看，如果今天神把這個揀選的權柄放在我們手中，讓我們

來作揀選，恐怕我們一大半人都選不上。我們是何等的軟弱，何等的敗壞；雖然蒙恩得救了，

大家都是弟兄姊妹，但我們看見有些人並不可愛，包括我在內。如果由我們來揀選，恐怕我

們會皺著眉頭選；但天父揀選我們的時候是歡歡喜喜的。 

 

屬靈的眼光就是通過神的兒子來看教會。我們當學曉透過基督來看教會，這樣我們就不

會那麼失望了；我們要學曉把整個盼望放在我們的主身上。在基督之外任何其他的盼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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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給我們帶來失望。如果我們寄望於一個人，這個人往往叫我們失望。如果寄望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也不一定能成為我們的盼望。我們寄望恩賜，恩賜也不能成為我們的盼望。寄望人

的才幹、人的智慧，這些至終都會叫我們失望。我們把聖經歷史讀一下，就會清楚地看見太

多這一類的例子了。 

 

我們只能把盼望放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在新約聖經裏，使徒們一再的鼓勵我們，應當

注意耶穌，應當思想耶穌，因為只有這個能給我們帶來鼓舞和激勵。在這地上的建造過程裏，

你不可能找到一個標準的教會，也不可能找到一個完全符合你心意的教會。所以無論到哪裏，

我們都會有不滿意的情況，所以神讓我們看見教會的盼望是在基督。 

神的鼓舞 

我們感謝神，在整個神作為的過程中，神揀選聖徒，也揀選很多事奉主的人，與祂一同

工作。但是我們會發現，一進入教會工作的時候，很多難處就在我們的周圍，很多事情很容

易叫我們灰心喪志。神怎麼辦呢？神藉著啟示來鼓勵他們。啟示，在聖經裏出現兩個不同方

式，包括了異象和預言。無論是異象也好，預言也好，都是基督意義的一種表達。異象說明

了神在基督裏所定的旨意是永不改變的，不管時代怎麼改變，環境怎麼改變，神在異象中讓

我們看見祂的旨意是永遠不改變的。預言說明神在基督裏所定的旨意是一定成就的。所以聖

經裏面充滿了異象和預言。我們要感謝神用這個來鼓舞，來激勵，使人裏面有榮耀的盼望。 

 

神在創世之前，就已經定下這個旨意，但是祂在時間中的作為裏，祂用啟示鼓舞我們。

異象是把我們帶回神原初的心意裏，預言則把我們帶到將來所要成就的情況裏。這是很重要

的事，幾乎所有事奉主的人，都是在這啟示裏得著鼓舞，在他們暫時的盼望中，起來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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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主往前行。異象和預言，是聖徒們在艱苦惡劣環境中最大的安慰、盼望和鼓舞。 

需要異象和預言 

剛剛講到來幫我們修整房子的一個很好的朋友，他為我們盡心竭力。當他把房子裏很多

東西拆掉的時候，我進去一看，一片混亂；本來那裏是有點樣子的，現在給他一拆，就不像

樣了。每次我進去就皺眉頭，但我朋友進去卻是笑咪咪的，為甚麼呢？因為他有異象，我沒

有異象。因為他已看見將來裝修後的美麗，所以他一再拍著我的肩膀說：不用擔心，不用擔

心，你會看見你的房子非常美麗的。但此刻我看見的是：我的房子是一片的混亂。我沒有異

象，他有異象；因為他有異象，所以他說預言。 

 

我們感謝主，主給我們的也是這樣，我們看不見就憂慮，我們看不見就失望。神把異象

賜給祂的僕人和聖徒，當他們裏面的眼睛得開的時候，他們就不一樣了。然後再告訴他們，

將來所要達到的那個光景，他們就受到非常大的鼓舞，就在沒有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盼望，

如同亞伯拉罕一樣。弟兄姊妹，在任何一個時代裏，教會都不應失去異象，教會都不可失去

對預言的信心。任何一個時代，如果神的百姓沒有異象，不懂得預言，就會帶來大退後、妥

協和改變。很多人目標轉變，對教會沒有指望，證明他缺少異象，不明白預言。所以教會如

果沒有異象，不明白預言，就會遇見非常大的危險。尤其是今天這個混亂的世代，神的工作

很快就要完成的時候，我們周遭所顯現出來的光景，可能比以往的世代更加混亂。為此我們

的主預先鼓舞，說：當你們看見有這些事發生的時候，應該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

近了。 

今天如果我們缺少異象，不明白預言，我們就跟世人一樣的彷徨不安。我們忘記了，因

為神的旨意要成就，進入末後的時代，地上的光景是越來越混亂，甚至教會的外表也會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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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來越軟弱，這是神給我們重要的提醒。所以這班有異象的百姓，明白預言的百姓，就能剛

強起來。我們需要主的憐憫，我們要禱告，求主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靈賞給我們，照明我們

心中的眼睛，叫我們能夠看見祂，更豐滿的看見祂。 

 

我們感謝主把我們聚在這裏，藉著弟兄們把聖經中的異象和預言傳講清楚。但願我們每

個人在主裏面禱告說：主啊！我要看見；主啊！祢要開我的眼睛，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叫我

能看見。因為只有異象和預言能夠帶來盼望，這是很重要的事。 

先知以利亞 

我想從聖經中舉些例子稍為說明一下。雖然我們的弟兄們已經講到一些先知的經歷，但

我仍舊要交通一些，希望能從這些例子裏給我們帶來鼓舞和激勵，叫我們能活在神的跟前。

當然聖經中的例子非常多，我先舉舊約先知中的以利亞。 

以利亞的故事記載在列王紀上十七至十九章，當他出來事奉神的時候，被稱作烈火的先

知，因為他表現得非常神勇。他一禱告，天就三年零六個月不下雨。然後他在加密山上求神

降火，結果除去了八百五十個假先知。他又禱告降下大雨，叫亞哈王套車趕快回城，然後自

己起來奔跑，結果跑得比馬還快。當我讀到這些史事的時候：這是神何等樣的僕人啊！我們

想象以利亞那樣剛強有力，他絕對不會失敗的，絕對不會失望的。但出乎我們意料之外，到

了第十九章，王后耶洗別說了一句話，就把神這個如此有能力的僕人一下子擊倒了。只不過

一句話，以利亞整個光景跟從前完全不一樣了。他失望、灰心、懼怕、逃跑。 

我從前讀聖經的時候，怎麼讀也不能明白，這麼有恩賜、能力的先知，怎麼會怕一個女

人呢？她只不過一句話，他就變成這個樣子，真是不可思議啊！他跑到曠野去，在那裏求死。

為甚麼他要求死？一個人達到絕望是會自殺的。但以利亞不能自殺得罪神，所以他求神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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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把我的命取去吧。我們難以想象一個事奉主的人怎麼是這樣的。感謝神，到了新約，雅各

寫書信的時候說，以利亞與我們是同一樣性情的人；原來以利亞跟我們一樣的軟弱。如果今

天你在跟隨主的道路上，因著人一句話把你擊倒了，你應該得安慰，以利亞也有這經歷。 

 

從聖經裏面，我們看見許多事奉主的人都是軟弱的器皿。我們很容易失望，很容易放棄，

很容易灰心，甚至發怨言，以利亞也沒有例外。記得戴德生說了一句很好的話，因為人都覺

得他是很偉大的神的僕人，他說：“我不是神的偉大僕人，我是那偉大主人的小僕人。＂只

有神是偉大的，所以以利亞的情況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他的光景也作為我們一個極大的鼓勵

和安慰。這說明甚麼呢？神藉著以利亞告訴我們，恩賜能力都是不可靠的，這些不過是神為

了工作賜給我們的。無論你寄望那些有恩賜和能力的人，或寄望自己從神得著恩賜和能力，

都會成為失望。今天我們跟隨主的人多麼羡慕這些東西啊。記得主耶穌帶著門徒們經過撒瑪

利亞的村莊，撒瑪利亞人不接待祂，因為主耶穌面向耶路撒冷。門徒中的雅各和約翰就生氣

了，說：“主啊，祢要不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降下來，像以利亞所作的。＂我們多羡慕以利

亞，一禱告，火就下來了；一禱告，天就不下雨了；如果我們有這樣的能力，那麼教會就有

盼望了。但是以利亞的史事告訴我們，這不是神給我們的盼望。 

 

感謝神，以利亞到了何烈山上。聖經明顯地告訴我們，狂風大作，飛沙走石，神不在其

中；地震，神不在其中；大火，神不在其中；火焰背後出現了微小的聲音。感謝神，祂才是

有能力的。祂對以利亞不需要大聲的指責，祂輕輕地對他說話。以利亞在那裏遇見了神，重

新得著鼓舞。因為他在那裏控告神的百姓，神說好了，你去膏以利沙，將來接替你。我們的

神是有恩典有憐憫的神，祂沒有丟棄以利亞；當主耶穌在變像山上的時候，有摩西和以利亞

出現。神還是何等地憐恤以利亞，以利亞還是舊約先知的代表。這是神的愛，真是難以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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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只有神是以利亞的盼望。 

先知以賽亞 

弟兄姊妹，神使基督成為我們裏面榮耀的盼望，吸引我們，讓我們的眼睛定睛在主身上

吧。我們再看先知以賽亞。以賽亞書第六章，是以賽亞一生最大的一個轉機。以賽亞是一個

愛神的人，也愛國家以色列。他一生經歷過四個君王，年輕的時候正好是烏西雅作猶大王。

從歷代志下第二十六章，我們看見烏西雅王是個有很大作為的王，所以烏西雅成了以賽亞心

中的英雄。年輕的以賽亞說：我們有烏西雅就夠了，你看這個王多麼有作為！聖經記載在烏

西雅開始作王的時候，因為有先知撒迦利亞的幫助，他因為聽先知的話，所以凡事享通，做

甚麼事情都順利。他打敗周圍的非利士人，名聲傳到遠方的埃及，是個有名的王。今天很多

事奉主的人很羡慕這樣的事，不僅在基督教裏有名聲，希望在全世界都有名聲。烏西雅王的

名聲連埃及都知道，聖經說他甚是強盛。讀經的人告訴我們，烏西雅王年間恢復的疆土，幾

乎像所羅門時代一樣。所以我們看見烏西雅王是多麼有才幹和能力的人。 

 

他也是一個喜歡建築的人，到處把城建起來。他又喜歡農事，農業非常發達，建立很強

大的軍隊，在他的年間，真的是非常的強盛。聖經說他得了一個非常的幫助，我們不知道這

個幫助是甚麼？總之有這樣一個人在神的國中，年輕的以賽亞是多麼的興奮！我相信烏西雅

王每做一件事，以賽亞就熱血沸騰了。他看見烏西雅王就心裏快樂了。這是不是像教會歷史

中，大的恩典大的神的僕人所表現的情況一樣麼？我們也希望在神的百姓中，主能興起這樣

的人來多好呢。但是很可惜，這烏西雅王到底還是一個人。因為過度的強盛，他就心高氣傲，

行事邪僻，做了干犯神的事。有一天，他要進入聖殿裏燒香，祭司們都來阻止他，但是他覺

得自己已經了不起，可以燒香了。結果神審判的手臨到他，他的頭上立刻長了大麻瘋，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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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勸他快快出殿，結果他到死為止都長著大麻瘋。 

 

烏西雅王死了，以賽亞書第六章說烏西雅王崩。中國人對君王之離世不能講死，要稱作

崩。對以賽亞來說，那的確是山崩地裂，晴天霹靂，真是個重大的打擊；因為他把所有的期

望都放到烏西雅身上，他覺得整個以色列國的希望只能是烏西雅，沒想到他崩了。有些讀經

的人告訴我，他崩得好啊，他這一崩就給以賽亞帶來了極大的轉機。因為以賽亞的心實在愛

神的國，所以他帶著痛苦的情緒到聖殿裏去禱告，沒想到當他進到聖殿裏，他看見一個大的

異象，他看見主高高坐在寶座上，祂的衣裳下垂，遮滿了整個殿，又有撒拉弗在那裏喊著「聖

哉！聖哉！聖哉！」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整個殿充滿了神的榮耀。 

 

神在這個時候用異象來鼓舞這個年輕的以賽亞。神告訴他，只有耶和華神才是榮耀的盼

望。並且在那裏宣告說，萬軍之耶和華，祂的榮光充滿天地。今天地上在外面看，好像不見

神的榮耀；其實神的榮耀充滿天地。如果我們屬靈的眼睛得開，就看見全地都是神的榮耀。

這對以賽亞來講是何等的鼓舞！地上的君王倒了，那個擋在以賽亞眼前的那個王倒了。他看

見了背後真正的王，這個給他帶來了極大的鼓舞。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以賽亞的職事有了

很大的改變，從前他也事奉主，現在他專一的事奉基督；他成了預言基督最清楚的一個先知。

雖然那個時候，我們的主還沒有降生，在約七百年後我們的主才降生；但是以賽亞在啟示中

已經看見了，把主從出生直到祂的死，清清楚楚地講述了。他成了一個只傳講基督的職事，

在舊約聖經裏，他被稱為傳講彌賽亞的先知。主把他裏面所有悲傷、失望的情緒，全都掃除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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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西結 

以賽亞的經歷告訴我們，除了主以外，沒有任何人可成為我們的倚靠和盼望。這幾天我

們的弟兄把以西結書講了很多，我們也略略知道以西結的背景，他生在一個亂世的環境中，

猶大國滅亡的時候，整個耶路撒冷城和聖殿全部被拆毀，以色列的百姓也被擄到巴比倫去了，

他也在被擄的人中，傳說他在迦巴魯河邊作苦工。 

 

以西結是一個祭司，他三十歲的時候，想到自己的情況，心裏非常的憂傷，也可能非常

地絕望；因為可能他知道耶利米的預言，以色列要被擄七十年。他心裏想：我現在三十歲，

再過七十年，一百歲了，我能活到那個時候嗎？我還有希望嗎？看看周遭的環境，完全叫人

絕望。當他的心向著神的時候，忽然出現一個大的異象，從北方出來一朵閃爍著的大雲，那

個榮耀閃現在迦巴魯的河邊。有人說，那個榮耀裏面包含的事物就是至聖所裏的榮耀。神在

這裏告訴我們，殿可以被拆毀，但裏面的榮耀是任何仇敵也摸不著的；所以神從千里以外，

把這榮耀從耶路撒冷帶到迦巴魯河。這給當時的以西結帶來極大的盼望。 

 

弟兄姊妹，我們所有的盼望都是在屬靈的境界裏，如果我們的盼望是在地上，總有一天

我們還是要失望的。先知以西結告訴我們，神給他的盼望是在屬靈的世界裏。以西結雖然是

舊約中人，他預嘗了天恩，他在舊約時代中經歷了新約時代的經歷。因為神的靈降在在他身

上，整個以西結的事物就都是屬靈的。神的靈在他身上一直運行，他看見神的寶座，看見寶

座上那位像人的，那是指著基督說的。然後又看見兩個大的輪子在寶座旁邊，這講到寶座支

配地上所有的行動。因此以西結得著了大的鼓舞，神用異象鼓舞他的僕人。然後神讓他看見

一座城。感謝神，神給他看見的城是一個模型；因為看模型比較簡單。如果神把藍圖給我們，

我們看不懂；因為只有專家才看得懂藍圖。若是給你一個模型，你一看就懂了。所以在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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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西結所看見的是整個聖城、整個聖殿的模型。 

 

有次我往一輪船公司探訪一個弟兄。他的辦公室前有一個展示廳，有五個大玻璃櫃，裏

面放著五隻模型船。我以為那弟兄有收集模型的愛好。弟兄對我說：這不是玩具；你看見這

裏有五隻船的模型嗎？在那個海上，我們正有五條跟這個一樣的大船在海上。神有時候是用

簡單的方法來幫助我們。感謝神，我們的弟兄已經告訴我們了，這座城和殿，神是用祂的尺

寸仔細地量過。我們雖然外面的城、外面的殿被拆毀了，但在神心意中的城和殿仍舊是完整

的。所以我們要用屬靈的眼光，我們需要有異象，我們看見地上的教會好像被拆得七零八落，

但是在神那裏，教會仍舊是完整的。感謝神，因著這一個鼓舞，神就在那個時代中，不可能

的環境裏，使用先知以西結作祂的出口。 

 

以西結是一個非常會講道的人，在聖經中，我們很少看見有話語形容一個人講道講到甚

麼的情況，以西結書三十三章三十二節：「他們看你如善於奏樂、聲音幽雅之人所唱的雅歌，

他們聽你的話卻不去行。」弟兄姊妹，你聽過有人這樣講道嗎？他講道像奏樂，像唱歌，聲

音非常的優雅。保羅不是這樣的，哥林多教會說他言語粗俗。聽以西結講道，如同聽音樂，

多麼美好的一個話語職事。很可惜，雖然他講話像音樂一樣美麗，但是人不聽。所以有時候

為主說話真是不容易啊。你講得粗俗，人家不要聽，你講到像唱歌一樣，人家也不要聽。感

謝主，以西結有了一個盼望，他成了一個說預言的先知。以西結的史事告訴我們，不管環境

是多麼的絕望，只要我們裏面的眼睛得開，能看見基督，基督就是神作為中間所顯出的榮耀

的盼望。我們多麼需要這樣的眼光！尤其今天地上的光景普遍荒涼的時候，我們需要有這樣

的眼光，這樣我們就能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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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但以理 

我們再來講但以理，但以理年輕的時候就被擄，可以說他一生七十年都在巴比倫。他是

一個愛神的人。很多時候我們事奉主經不起時間的消耗，七十年是一個不容易忍受的年日，

是甚麼鼓舞我們的弟兄呢？感謝神，但以理有一個非常強而有力的奉獻生活。他年輕的時候，

就拒絕王的飲食，過簡單的生活；雖然他的官位很高，當到宰相，他仍舊一天三次，打開窗

戶，面向耶路撒冷禱告。就像我們年長的弟兄今天所講的一樣，在但以理的生活裏，主是一

切又在一切之內，他除了主以外沒有別的愛慕。這是何等堅強的一個生活，主成為他裏面最

大的吸引。他從頭一天開始起，就求明白未來的事情，他從來沒有止息過在神面前的盼望。

因此神把祂整個地上工作中最重要的，關於時間的，啟示給他。但以理得著了七十個七的啟

示，這是重要的預言。啟示錄的預言就是和但以理書上的預言相呼應。但以理得著預言不僅

他裏面得著鼓舞，也鼓舞了歷世歷代所有神的兒女。所以神對他說：你可以安息了，你可以

等候結局來到，享受神的快樂。 

 

在很多絕望的光景中，我們看見神用異象和預言來幫助祂的百姓。神在時間之外，祂所

有的計劃是榮耀美麗的；在時間中和過程中，是充滿忍耐的。所以我們事奉主，靈裏的眼睛

必須得開，望見天上的榮耀，這樣我們才能活在榮耀的盼望裏。感謝神，祂不僅讓基督成為

祂榮耀的旨意，也讓基督在我們裏面成為榮耀的盼望。到了新約時代更是這樣，異象的中心

都是指著主說的。 

使徒保羅 

使徒保羅是個有異象的人，他也活在異象裏面。所以他在地上雖經歷多少的痛苦，他說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他為著教會再多遭苦難，也不失望，他學會了透過基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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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頭一個世紀，我們看見很多教會已經落到失敗的光景裏；但是保羅不光看見難處，

也看見難處背後的基督，所以他從來不失望。他會流淚，會悲傷，會痛苦，但是他從來沒有

失望過。哥林多教會是給他最多難處的一個教會，批評他也是最厲害的一個教會；但是他寫

信給哥林多的時候說「我為你們感謝神」，；這是只有有異象的人才能說出的話。感謝神，他

在異象中預言教會未來的光景是美麗的。在以弗所書第五章，他看見教會終有一天會給改變

成毫無皺紋，是榮耀的，是聖潔沒有瑕疵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預言。所以他充滿了盼望，在

地上跟隨主；最終他殉道的時候，心中有滿足的喜樂。親愛的弟兄姊妹，我想這些都給我們

帶來鼓舞。 

使徒約翰 

當然我們也知道約翰的經歷。他年紀這麼大了，還被放逐到拔摩海島，叫我們難以想象

這是怎麼樣的光景；但是神給他一個大異象。啟示錄記載，他首先看見人子的異象，人子仍

舊行走在許多失敗的教會中。他知道雖然地上的教會讓我們的主遇見失敗，但是主永不放棄，

主永遠愛祂的教會。他也看見羔羊的形象，羔羊將來必定得勝，仇敵失敗。又看見新耶路撒

冷從天而降。神也是用一個模型的樣式顯在他跟前，並且他能看見將來永世中，最後教會的

結局。 

 

感謝我們的主，祂真是知道如何鼓舞我們，所以神不僅有祂的榮耀的旨意；祂為著達成

祂的旨意，在地上有祂的作為。雖然在這個作為中有太多的艱難，但只要我們裏面有異象，

明白預言，不管教會外表的情況如何地敗落，基督在我們裏面就是榮耀的盼望。 

 

弟兄姊妹，希伯來書的作者鼓舞我們：因為有神的兒子在治理神的家，所以我們要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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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的盼望和膽量堅持到底。感謝我們的神，今天聖靈在神的百姓中作工，如果我們的心向神

是誠實的，是渴慕的，神會像在歷世歷代那些人中間一樣，作工在我們中間。願主開我們的

眼睛，叫我們能對我們的主有一個清楚明亮的看見。我們這些日子不僅聽見主的話，願我們

說：主啊，求祢藉著真理的聖靈，領我們進入實際。我相信主的憐憫，父的愛，樂意將祂的

兒子啟示在我們心裏。 

禱告 

主，我們真是滿心地感謝祢，因為祢揀選我們這些軟弱的人，為著祢榮耀的旨意。我們

在地上有何其多的難處，教會一直處在軟弱的光景中；但我們知道祢是定旨意的神，祢的計

劃是絕對的完美，並且祢在時間中有著祢自己的作為。今天我們還在這個建造的過程中，我

們很容易遇見一些叫我們灰心的事；但願祢用聖靈開啟我們，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叫我們

真的看見祢，認識祢，好叫我們像歷世歷代那些愛主的聖徒一樣，在那些艱難困苦的環境裏，

因著異象和預言的鼓舞，能忠心地跟隨祢。主啊，求祢得著我們，我們感謝祢，我們深信祢

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是一定要完成的。我們每個弟兄姊妹都存著這個榮耀的盼望活在祢的面

前，我們謝謝祢與我們眾人同在，聽我們的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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