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凡事上認定基督 
王國顯 

1 追求的目標和目的 

讀經：啟二4、14，三1-2、11 

 

感謝神把我們招聚到祂面前來，一同在祂面前有一個很明確的追求。主藉着祂的

話來提醒我們：趁着還有今天，我們要怎樣…、怎樣…。這是大會的主題，非常適合

如今這個世代神的兒女。在這個聚會中，弟兄交托我的是：竭力追求，認定基督。好

像是兩個短句，事實是一個連貫的事實。就是說，我們這些在神面前蒙了恩典的眾兒

女，在神面前應要追求的是甚麼，持守的是甚麼。這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題目，其實

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要求；因為按着神在人中間的工作這一方面來留意，從舊約直到新

約，神就是照着這個方向來帶領尋求神的人。那我只就着我個人所領會的，和弟兄姊

妹們有點交通。我發現今年的特會年輕人特別多，部分應是第一次來參加西岸特會，

因此所交通的，也許是從前弟兄們交通過的。我們仰望主的憐憫，如果我們重複交通

過的話，就求主更新我們。如果是首次參加的弟兄姊妹，會覺得很新鮮，因從來沒有

接觸過。無論如何，求主給我們一個甦醒的靈，認識主怎麼對我們說話。 

竭力追求甚麼 

弟兄姊妹，我們很清楚的看見我們要竭力的追求，那竭力追求甚麼呢？當然是神

要我們得着的。那神要我們得着的究竟是甚麼呢？這不太容易一下子就叫人人都看得

清楚。信主年日長久一點的弟兄姊妹，在這方面也許沒有難處，但對信主年日不太久

的弟兄姊妹，就有一點的困擾了。 

我們常常碰到這樣的情形：弟兄姊妹信主初期，對主是很熱烈的；可是這種熱烈

好像不能維持太久，慢慢地暗淡了。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情形？簡單說，我們信主的時

候，以為主給我們的，就是在聽福音時所聽見的那麼一點點。既然我已經得着了那麼

一點點，那還有甚麼要叫我們去追求的呢？這個想法影響相當多的神的兒女，他們在

信主以後，經過一點點的火熱，慢慢的淡下來，並且是長久地淡下來。感謝神，神給

我們的那救贖恩典，絕對不是我們聽福音的時候所聽見的那麼一點點。 

弟兄姊妹一定會記得的，我們信主的時候，是認定神給我們的應許：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我既信了主，已經不至滅亡得了永生，還有甚麼在我們前面？感謝主，還



 

 

有許多許多，豐豐富富擺在我們前面。如果我們不繼續往前，進入神在我們身上所做

的那個定規，虧損的是我們自己。因為神對我們所等候的、所做的那個安排，已經完

全做成了；祂在等着我們一步一步地進到祂榮耀的豐富裏。我們再往前一步，持守我

們已經有的；如果我們沒有看見神那個榮耀的旨意，我們就覺得那個持守沒甚麼意

思；因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已經掌握了那我們還缺甚麼呢？ 

神定規的旨意 

交通到這些的時候，我不能不回到神最先在我們身上所定規的旨意。雖然不會很

詳細的解說，但願意神的兒女常常回到神給我們定規的那個最原先的旨意。說得清楚

一點，就是神為甚麼要造人？神造人的目的究竟是甚麼？只要把經文點出來，弟兄姊

妹立刻就會領會的。在創世記第一章，神把造人的目的清楚的告訴我們。這件事是非

常的嚴肅和重要的。因為我們現在讀的這本聖經那麼厚，可以說，裏面所記的，幾乎

全是神如何完成祂起初造人的目的。這一件事，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一個從前的故事，

像與我們沒有關係。弟兄姊妹，那和我們的關係實在太緊密了。神在造人的時候，祂

怎麼宣告呢？祂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

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一26） 

在神的宣告裏，我們就看見神為甚麼造人；神有一個要求，祂要得着人來表達一

些事物。是甚麼事物呢？頭一件，祂要被造的人成為神自己的發表。同時，祂要在被

造人的身上顯出一個權柄，代表神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用濃縮的話來說，神要人成

為祂的榮耀，神要人成為祂權柄的發表。這個是我們被造的目的。 

神不是說，我用了六天來預備這地上的一切，如果不把人造出來，好像有一點不

夠充分。不是的，神沒有這樣的意思。我們甚至很清楚看見，神前五天半的創造，是

為着造人來準備的。如果我們能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上去，就曉得我們人在這個地

上出現，實在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可是我們的祖宗在這一件事上沒有跟上神的心思，因此我們的祖宗墮落了，連同

我們作他子孫的人也同在那個墮落裏。墮落叫我們失去神的榮耀，也失去神要我們顯

明的權柄；並且我們每一個人都給時間限制了。原諒我這樣說，它把神的那個榮耀的

心意整個打亂了。但是感謝我們的神，神榮耀的旨意雖然被打破，但是神沒有放棄祂

這個安排。在創世記，我們清楚看見神怎麼把人放回那個榮耀的地位上，和神藉着他

們所發表的權柄。 

墮落徹底改變了人的地位。那原是神的榮耀的發表，墮落的人就成了神的對頭，

處處在做與神相反的事。墮落使人落在一個必死的光景裏，因此在人類的歷史，沒見

過長久活着的人。那麼，神對祂起初造人的目的是否放棄了？感謝我們的神，神沒有



 

 

放棄。雖然帶給神很大的難處，但是神沒有放棄祂起初的安排。神在人墮落以後做了

一件事，發表了一個救贖的旨意，要把人從墮落裏面帶回神起初造人的目的裏。我們

初信主的時候，很少人接觸到神這一個心思。我們雖然未接觸到神這一個心思，並不

代表神不做這樣的工。從創世記第三章開始，直到啟示錄末了，都是記錄神恢復祂起

初造人的目的那個安排和執行。 

神計劃執行的路 

在交通我們追求的目的和方向，和要持守的那個事實是甚麼的時候，我們要知道

神造人的目的和原因。當我們看見神在我們身上這一個定規，就發覺在舊約神所做的

事情，和在新約繼續所做的事，原來是一串串地連上的。從前有人說，神在舊約裏挽

救人，但是人不聽話，神只好轉過來，用新約的方法來拯救人；所以聖經有舊約和新

約兩個部分。弟兄姊妹，如果你存有這樣的看法，我大膽的說，你錯了。錯在哪裏

呢？並非神舊約行不通，所以才用新約代替舊約；這是神計劃執行的路，是必須要走

的階段。人的墮落叫人成為神的對頭，叫人像撒但一樣站在神的對面。那麼神要再挽

回我們，首先要叫我們這些墮落的人認識自己。怎麼認識自己呢？神用整本舊約，讓

人去領會，沒有神就沒有前途。人要站回神那一邊的時候，一定要認識他自己離開神

有多遠。人如何認識自己離開神有多遠呢？神在舊約裏做了很多事情。 

其中很大的一件事情，是藉着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把以色列民選召出來。以

色列被選召出來以後，神把律法賜給他們，讓他們看見：若活在神的話中，聽神的

話，神就把他們建立成一個國度。這一個國度如果能建成功的神說得很清楚，神就把

全地收回來。在出埃及記第十九章，就看見這個意思。神把律法賜給以色列人，目的

在哪裏？是把他們建立成一個國度，藉着這個國度把地收回來。在神對以色列人說的

話末了，神說了一話非常重要的話：「因為全地都是我的。」（5節）當時沒有幾個

人能明白這話；連我們在新約的人，如果不是神的憐憫，我們也會問神這句話是甚麼

意思。人明不明白，並沒有攔住神把祂的心思向我們打開。神說，我要把這個地收回

來；但我先要得着一些人，他們是認識自己、不再憑着自己的人，他們學着根據神的

律法來追求，來尋求，來顯明。 

這樣看來，我們新約的人，不要以為舊約跟我們沒有關係。雖然沒有直接的關

係，但如果沒有舊約，我們怎麼知道甚麼是新約呢？怎麼知道新約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們現在都知道，新約是神用恩典待我們。看來舊約神用律法好像把人帶不出來，所

以神就改變用恩典來帶我們；這樣說好像有點對，但事實上不對。神用着舊約的一段

時間，不是顯明舊約的律法行不通；神藉着舊約的律法叫人看見，不是律法行不通，

是人行不通。 



 

 

人既然行不通，人還有前途嗎？人還有路走嗎？人還能脫離那個死的權勢嗎？表

面上來看，沒路了。感謝神，當人感覺沒路的時候，神就把恩典顯出來。神好像對我

們說，就是讓你們知道沒路了，但是神有恩典叫你們有路。感謝我們的主，我們就是

這樣在新約裏承受了成聖的救恩。救恩是甚麼？救恩給我們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但

是，這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並非神救恩的完整。我們常常以為不至滅亡很重要；因

為滅亡就甚麼都沒有了。但不至滅亡在神對我們的旨意說，那是一個開始；像我們得

着永生，也是神與我們的關係帶回正常的開頭。 

神在祂救贖的旨意裏，開始的時候提到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卻不是讓我們只停

留在這點上。神要藉着這一點把我們帶回祂起初造人的目的，引起我們不能不注意，

我們怎麼去追求進入神救贖的恩典。感謝讚美我們的神，因着新約恩典的顯明，我們

眾人都已經給帶到這一個地步裏，並且神藉着我們顯明祂的恩典，要藉着我們這些蒙

恩的人來建立祂自己的教會，藉着神這樣的拯救來對付黑暗的權勢。那麼，我們蒙恩

得救的人就不但進入到救恩裏，同時也進入神那個榮耀的又永遠的旨意裏。這就帶我

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們不能停留在得救這個點上，我們必須往前走，走到甚麼地

步呢？走到神旨意的完成。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怎麼完成呢？我們感謝神，因為神要在我們中間所要做的事情，不是做

做做而不叫我們知道。我覺得最寶貝的一個事是，神在宇宙中做事也好，在人中間做

事也好，做事以前總是先宣告祂做事的目的。現在我們知道了祂做甚麼事情。昨晚孫

老師交通「你必須認識異象，沒有異象就沒有路走」，為甚麼我們走路以前要看見異

象？因為神做任何事情以前，先說了祂要做甚麼，要怎麼做？今天早晨江弟兄和我們

交通的時候，把我們帶到神的寶座那裏。神的寶座有甚麼作用？神的寶座就是神的榮

耀、權柄、智慧、能力發表的地方，那就很清楚讓我們看見，神所說過的、神所要讓

人明白的事，祂有足夠的能力、權柄、智慧來完成。而且叫我們看見神所發表的，我

們不要從怎能做成來考慮，要看是誰做成這事，祂憑甚麼說這些話。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祂把父神的旨意，在自己身上作了完全的發表。我們現在站

在神的面前是憑甚麼？憑我們自己做得好、道德高，所以神就收納了我們？肯定不

是。我們每一個人來到神面前是根據一個事實，就是神的兒子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整個

經歷。我們的主來發明神，祂來成全神要做的工。特別是祂在地上的日子末了，要把

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難處，作了一個徹底的解決。 

弟兄姊妹，我們到神的面前來了，是怎麼來呢？有甚麼改變？我們是一個得蒙赦

罪的罪人，神不再定我們的罪。還有，神把兒子的名份和地位給了我們。憑甚麼得着



 

 

這些？絕不是我們本身有條件，是憑着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神，藉着神的兒子，我們

也成了神的眾子。神的眾子是地位上的，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神的兒子作為我們到

神面前去的這個憑據，不是停留在只做神的眾子，祂要把我們做到一個地步，主自己

如何在神面前做兒子，也要把我們帶到在神面前完全像祂的地步。這樣看來，我們得

救是靠着主，我們進到神的榮耀豐富裏又是靠神的兒子。 

在主面前的追求 

藉着神的兒子我們成為眾子，不單是成了眾子，並且成了像神兒子同一模樣的兒

子。這就牽涉到我們在主面前的追求，我們追求甚麼？為甚麼要追求？感謝讚美神，

因為神是把我們放在基督作我們整個恩典的事實和安排裏；離開了基督，我們甚麼都

沒有。你可以熟讀聖經，但你若沒有基督，你跟神沒有關係；這是我們在地上看見很

多的情形。很多神學家在人間有大名聲，他們的神學是因為所研究的道理，而不是因

着神自己所說的話；所以他們有人間的地位，但那個地位在神面前卻靠不住。 

既然我們在恩典裏，我們還追求甚麼呢？為甚麼還要持守我們在神面前所追求的

呢？那我們不能不回到神那永遠旨意的安排裏。 

在舊約，神對以色列人說，我要把你們建立國度，把地收回來。在新約，神是不

是要維持着在舊約時對以色列人說過的話呢？有這樣的成份；但不只那些。在新約裏

承受神恩典的人，我們所承受的恩典的豐富和榮耀是到了一個甚麼地步？看來，在新

約神好像沒有說祂要做甚麼事，事實不然。神在新約裏對我們說的話非常的清楚，主

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為甚麼主要說這個話呢？神藉着建造教會這件

事去掉死亡的權勢，廢掉陰間對人的影響。這個話就比在舊約時神說我要收回這個地

高了一點。 

主在新約裏對我們所說出的話，也不停在祂敗壞陰間權勢這點上。祂還對我們說

了甚麼呢？在以弗所書第一章，我們非常清楚的看見一個事實，神要在祂所定的日子

裏，叫萬有都在基督裏同歸於一。更清楚的說，是叫整個天和地所有的一切，都要藉

着基督的所作，來與神中間沒有間隔。弟兄姊妹，這真的是大事。神要把天和地都從

與神不和諧的那種光景，帶回到完全與神合而為一。這個是我們信主的人沒去想、也

不肯去想的事。我們不去想，不等於神不去做；神還是照祂的旨意來做成這事。祂怎

麼做成這事呢？ 

神如何作成祂的旨意 

還是在以弗所書第一章，我們見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覺：神啊，祢把我們放在那

個恩典的事實裏，實在太大、太雄偉、太榮耀、太豐富了。神在那裏說了甚麼呢？神



 

 

說，這一個叫萬有都在祂裏面同歸於一的事實，首先要顯明在我們這些首先在基督裏

有盼望的人身上。弟兄姊妹明白這話是甚麼意思嗎？這是神多麼榮耀的旨意的完成。

神先要把它把做成在那些在基督裏首先有指望的人身上。 

藉着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把神那個榮耀的旨意，從人的中間拓展到整個萬有。這

就帶出了弟兄們的交通，所提到的新天新地。願意主藉着聖靈的幫助，讓我們能從停

留在得救就滿足的心思裏出來，更多的受吸引去追求要得着基督；因為基督是神榮耀

的旨意完成的根據，也是我們能在神面前恢復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那一個根基。 

現在我們要回到這次所面對的「趁着還有今日」主題。感謝主，神在祂兒子的救

恩裏，把我們這些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建造成為祂的教會，然後藉着教會帶出那

個屬靈的影響，讓神的工能做到完全的地步。講到這一件事，我們就要回到教會的本

身來。 

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 

一打開啟示錄，我們就看見主對教會說了很多話。第一章，主在那裏說明祂是

誰？然後說出主如今在教會裏面怎麼管理、帶領和吸引。我不在短短的時間裏把主對

教會說的話全面分享，只把主對教會說話的目的這一點上，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勵。如

果我們看見神榮耀的旨意是要藉着教會帶出來，就不能不注意主怎樣帶領教會。神所

要做的事，我們沒辦法能領會得透徹；但是我們感謝主，神常常把我們要注意的事

情，做給我們看，成為我們的異象，成為我們在神面前所要追求的那個認識。所以我

們不能不留意神當年藉着約翰對教會說的話。這些話之所以重要，固然是因為教會的

經歷，同時也牽連到教會建立的目的。 

在啟示錄，主向七個教會發了七封信；我們怎麼認識這七封信呢？我們感謝主，

雖然當時主是給七個教會發出這七封信，但不是只對着七個教會所發，是對着眾教會

所發的。只要是教會，就必須聽主在這七封書信中所說的話。對這七封書信的解說，

弟兄們也許不完全相同，但我們都肯定一件事情，神在那裏說出神的教會的七個屬靈

形態。同時，我們也承認神是藉着這七封書信，說出整個教會歷史裏頭，教會所經歷

的那些光景。 

不管是教會的七種形態也好，或教會歷史的光景也好，都能看見一個共同目的。

雖然解經的人常常在差異上有許多辯論，卻不能不注意主在那裏說的話，對教會有甚

麼直接的引導。剛才提過，七個教會代表了眾教會接受來自神的信；但是這七封書信

也實在是在表明教會歷史的發展，尤其是後來那四封書信。我們看見其中一個事實，

主說：你要注意這個事情，直等到我來。那就給我們看見，這七封書信也是一本教會

歷史的時間。不但是當時的七個教會，並且是教會歷史發展七個不同的時期。 



 

 

我不再和弟兄姊妹留意這些，而是注意主在這些書信裏，對教會說了甚麼話。這

七封書信既是對所有教會的說話，我們就不能說那是過去歷史的事，與我們沒關係。

因為是主對着我們來說，是對着歷世歷代的教會來說，那我們要留意，主在這七封書

信裏的說話究竟有甚麼目的？弟兄姊妹，千萬不要以為主說的這七個教會的形態，就

說這個教會就是這個形態，那個教會是那個形態。我們不能這樣看，因為神是對眾教

會來說，包括了所有神的教會。你今天可能是這個形態，過不久你可能變成另一個形

態。所以不能說，神是對那種教會說話，我不是那形態，不必去注意了。 

七封書信說出教會的光景。我們要多問一個問題，主說出當時的形態，目的在哪

裏？同樣，主叫我們今天看見教會各種形態的時候，目的在哪裏？說到教會歷史的發

展，我們是在哪個歷史時期，這不是我們留意的一點。我們要留意的是神對教會說的

話的目的。不管主在歷史的角度向我們說話也好，從教會屬靈狀態的角度向我們說話

也好，主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弟兄姊妹能不被歷史的觀念來限制，主對我們說

話的時候，我們是非常容易看見主對教會說話的目的。 

主的七封書信，主稱讚的有，主責備的更多。但感謝主，主所稱讚的，主仍然向

他們說出祂的要求。如果我們對啟示錄七封書信有點印象，就知道給主稱讚的，或者

說沒有給主責備的，一是士每拿教會，一是非拉鐵非教會。但是在主對他們說完了欣

賞的話後，主對他們有所要求。是怎樣的要求呢？和那些被責備的教會的要求是否相

同？話語上好像有點不一樣，目的卻是一樣。那是甚麼？不論給主責備的教會也好，

被主稱讚的教會也好，主對他們都提出一個很明顯的要求：當中需要有得勝的人顯明

出來。被責備的教會當然需要得勝者，被主欣賞的教會還需不需要得勝者呢？這就給

我們留意到一個問題來了，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起碼當我個人領會過來的時候，我

實在說：主啊，祢十分十分的憐憫我們，叫我們的心思和祢的心思能接得起來。 

我們常常有一點感覺，受責備的教會，如以弗所教會失去起初的愛心，就是失去

了主自己生命的豐富；那她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主面前都沒有價值了，所以她該受責

備，該要有得勝者。那個別迦摩教會和推雅推喇教會，實在看見她們不成樣子，怎可

以用這許多不是主的東西來代替主呢？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她們還是在宗教裏；但在

宗教裏不等於在主裏。所以，這兩個教會又是要給主責備的，她們中間非要得勝者出

來不可。撒狄教會，沒有一件事在神眼前是完全，這樣的教會是需要得勝者。老底嘉

教會更不用說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撒狄教會是恢復神埋沒了很久的屬靈真

理；但是神說，恢復是恢復了，但沒有一樣是恢復到完全，所以還是缺欠。所以得勝

者在他們中間是必須要有的。老底嘉教會把人代替主，那就更墮落得厲害了，他們沒

有得勝者，怎麼可能呢？但是，我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士每拿教會為主擺上的實在

很多，連命也擺上了；主沒有說她有甚麼過不去的，但是主還是說她需要得勝者。說



 

 

到非拉鐵非教會的時候，主說，你們實在有很多可稱讚的事；但主說了這樣一句話：

你們稍為有一點力量。你們是有力量，但那個力量還是少了一點。你們是持守，也持

守得蠻好，但還未持守到滿足神的要求。所以在非拉鐵非教會裏，同樣有得勝者的呼

召。我說了這許許多多的話，是要讓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神對教會的帶領，是要把

教會帶到一個地步，真真實實的成為那個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的實際裏。 

萬有都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那個實際要帶出甚麼結果呢？叫萬有都在基督裏同歸於一。如果主把我們帶到這

樣高的一個要求，那麼我們看這七封書信的時候，主對我們的要求就提高了很多。那

我們現在要追求基督是我們的一切，一切都是根據基督，神也是如此給我們來說明。

在歌羅西書，非常清楚的看見藉着基督的所做，一面顯明祂是萬有的起頭，也是萬有

的結局。對神的兒女來說，神藉着祂兒子死而復活，讓我們知道祂是我們生命的源

頭，祂是教會的元首。不管我們從神創造的目的來看也好，從救贖的目的來看也好，

神定規了祂的兒子是在一切之上作元首。現在神是按着祂兒子是教會的元首，來作教

會的目的、追求的方向和道路。 

得勝者 

七封書信雖然是說到教會七個狀態、七個事情，但是主說這些話的目的，乃是不

管你在哪一個時期、在哪亅個形態的裏，我們不能失去神對教會的那個等候。等候甚

麼呢？等候得勝者。甚麼叫得勝者呢？我們沒有辦法下個結論，只有主自己能說出

來。從七封書信看來，不管是哪一種光景，如果有一些事物引我們離棄基督，作了我

們追求的目的和內容的時候，神就選召了一些人，他們是認定了沒有基督就沒有路，

沒有基督就沒有真理，沒有基督就沒有生命。因此，我們就留意到主在書信裏說的

話：你所有的要持守，直等到我來。這就引出這七封書信的目的了。 

七封書信的目的不是叫我們看外面的事情，是叫我們看見主今天等候教會，要教

會長成到一個甚麼樣的地步。為甚麼我們的主說出這麼嚴肅的話呢？因為沒有得勝

者，教會的長成就會有許許多多的阻礙。那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了，現在很多弟兄姊妹

已留意到主回來的許多跡象都在顯出來。那麼主今天提醒我們趁着還有今天，是否主

快要回來呢？主說那個話的時候，並沒有那麼靠近主來的時候，但今天我們來看趁着

還有今天，就把我們預備要見主的事，拉得更接近跟主來的事情有關係了。問題在這

裏，現在兩千年多了，神的兒女都一直在等候，但是等到今天，祂還是沒有來。我們

有沒有一個心思要問問主：主啊，祢為甚麼還不來呢？祢還要我們等多久呢？這個問

題，是要主來回答，還是要我們自己來回答呢？我們可能覺得主要回答；祂回答了，



 

 

我們才知道怎麼做。但是，主真要回答我們的時候，祂的答案也許出乎我們意料之

外。據我想，主會說：我不是不要來；但你們沒有預備好，我怎麼來呢？ 

這個答案也許離開實際不太遠了；因為主說，你們要持守所有的，直等到我來。

如果你們持守不到，我怎麼來呢？主為甚麼要等到我們持守了才來呢？從神的旨意來

說，主回來做甚麼呢？要娶教會作祂的新婦。今天這個新婦已經準備好了沒有呢？新

婦準備好有甚麼條件呢?完全象主。主的話說，祂在榮耀中顯現的時候，我們也要和

祂顯現在榮耀裏。如果我們還沒有長到與主相近的時候，那麼主來做甚麼呢?既找不

到新婦，就不用來。 

這是一個事實，還有另一個事實，主來的時候，要在地上建立國度。主建立國

度，先要得着一個成熟的教會。因為教會沒長成到主所要的地步，在主來的時候，教

會卻不能完成在榮耀裏，那國度怎麼帶進來呢？我們說：主啊，為甚麼等到現在祢還

不來？主會說：你們還沒有準備好，我怎麼來呢？ 

教會的成熟 

弟兄姊妹，我們都等候主來，都願意主快快來；但是主給我們看見，我們還沒有

長大到成熟。這就引出我們要留意的一個問題了，教會怎麼才叫做成熟？用甚麼來計

算教會的成熟？也許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問題，也很難去想這個問題。我們能否替神

做一個答案，說現在教會成熟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神做事，從來不會做了才說，

都是說了才做。祂要求教會長成，就告訴我們教會長成是怎樣計算的。 

主的話給我們看見，教會成熟有兩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這兩個事實和教會有關

係，也與主回來有關。頭一件事是羅馬書第十一章二十五節說的「外邦人的數目添滿

了」。這是關乎教會傳福音。我們福音傳得不夠，所以得救的人數還不知道差多少。

可能我們要問，多少人才算是滿足？弟兄姊妹，不要想這樣的問題來跟自己為難；我

們絕對沒有資格來決定得救的人數有多少。計算這個數字是神自己。我們不計算，神

計算。祂看得救的人數還沒有添滿，祂的兒子怎麼能來。得救的人數沒有添滿，也跟

教會的成熟有關係。神定規了教會成熟的時候，外邦人的數目要達到這個數目。 

第二件事是以弗所書第四章十三節說的，教會要長成「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是只有得救的人數添滿還不行，還有教會要長成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這裏說出教會

不但得救的人數添滿，而且教會的屬靈實際也要達到神所要的地步。這又叫我們為難

了，我們怎麼知道教會何時才叫滿有基督的身量呢？尤其是現在放眼地上的教會，處

處都是給主製造難處的，教會怎麼能給帶來生命的豐滿呢？一說到這裏的時候，我們

就會遇到難題。 

在啟示錄的七封書信裏，主一再提到得勝者、得勝者，為甚麼？現在我們有點眉



 

 

目了。得救人數的添滿，教會每個人都可以有力量去承擔；我們抓緊傳福音，總有一

天到了神所要的那個數目。但是，基督的豐滿，我們就覺得為難了。教會這樣混亂的

光景，怎可能叫教會得着基督的豐滿。感謝主，主在七封書信裏說出來了，教會的豐

滿，是藉着七教會的得勝者，或是教會歷史裏面所有的得勝者，他們在主面前所承接

的那一份，就成了教會的豐滿。為甚麼在七封書信裏，每一封都提得勝者？原來有一

個秘密在那裏，神要用得勝者把神的教會帶進豐滿。 

也許我們又起疑問：得勝者只是少數，少數人能帶來那麼大的教會得着豐滿嗎？

感謝神，神從來不會給我們說一點祂不做的事情，祂說的祂一定做。祂怎麼做呢？舉

一個例子，你們就可以領會。你怎麼聽見福音？每一個人的經歷都不一樣，但總是有

人把福音傳給你，你才會慢慢到主的面前來。另一面，你們得救了，生命裏有追求有

學習了；怎麼知道你的生命成長？怎麼有把握曉得這樣追求得着基督，就得着基督的

豐滿？彼得、約翰、保羅，大家認識他們？全認識，為甚麼會認識他們？因為在聖經

裏，我們一直在承受他們在神面前所承受的基督，藉着他們所表達的基督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的豐滿。由此可體會到得勝者的得着，成為教會的得着。 

弟兄姊妹，計算屬靈的事，那標準和要求，是神定規和執行的，不是我們人去決

定的。所以我們不要為這些事受困擾。我們要留意的是，今天聽見了主在教會中要尋

找得勝者，我是否願意作這時教會裏的得勝者？我們感謝主，主自己已經向我們說了

話，祂要照着祂永遠的旨意在世上工作，然後把萬有帶回到基督裏。我們這些人成了

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主提醒我們，得勝者等候主來。我們仰望我們的主。 

雖然所交通的只是點點滴滴，但是主憐憫我們，吸引我們，讓我們知道今天追求

的是甚麼和為着甚麼目的。千萬不要停留在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點上，應往前走。

願主恩待我們。 

禱告：主啊，我們感謝祢，到祢面前來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是何等的缺欠，

人領會出來的話，又是那樣的微薄稀少。但是感謝我們的主，祢是向人說話的主，祢

從來沒有隱藏祢自己的話，不向我們解答。我們希望主向我們說話，越過人說的話，

對我們的心底說話，把我們帶到光明裏。我們要追求祢所要等候得着的，在我們身上

可以讓祢得着。我們真知道今天所要追求的，乃是按着祢的心思來追求，好叫祢得着

榮耀，也叫我們與祢一同顯現在榮耀裏。感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