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弟兄勝過牠 

讀經：啟十二10-12；王上十九14；約十四30；但九16；賽六十15；啟三9-12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今早來到祢的跟前，要朝見祢的面，我們感謝祢，這一次能夠

聚在這裏完全是因着祢的恩典。祢叫我們的心向祢仰望，等候祢的回來，我們要活一

個不同樣的生活，來等候祢的再來。趁着還有今天，我們讀的這些聖經都是祢心中

的，是為了祢教會的話，是為了祢的名的話，是為了祢的榮耀所說的話，我們將這些

話放在祢面前，讓祢的聖靈照亮祢的話，叫這些話成為我們的話。奉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昨天我們被提醒主要再來，祂已經在門口了。我們讀了很多的聖經，是叫我們活

一個不一樣的生活，面對面的活在主面前，預備好來迎接祂的再來。使徒保羅最末了

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這個美好的仗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是神的子民跟撒但

的爭戰，很久以前就開始了。這爭戰的歷史跟弟兄勝過牠的記載，從舊約一直記載到

新約。我們首先要看這爭戰的性質，還有我們的主已經得勝，然後看弟兄勝過牠，是

因着羔羊的血，以及他們所見證的道。 

在啟示錄第十二章十至十一節之前，我們看見婦人所生的男孩子被提到寶座上，

撒但被摔下來。然後是十至十一節，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

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

摔下去了。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

性命。」我們在這裏看見一幅圖畫：神的寶座，基督的權柄，和這些弟兄們。這些是

全在一起的。他們在得勝裏面，沒有一個弟兄得勝是靠他自己，因為那裏有神的寶

座，有基督的權柄。這些弟兄們沒有孤單過。他們在被控告；誰控告他們呢？當牠控

告的時候在想甚麼呢？牠們其實有一個更大的的目標，乃是神自己，祂的地位，祂的

寶座，祂的旨意。 

撒但的控告 

在約伯記第一章裏面，當撒但在神面前控告約伯的時候，撒但說，約伯敬畏神豈

是無故呢？如果祢伸手毀了他的一切，他必當面棄絕祢。撒但在這裏說甚麼呢？撒但

說約伯敬畏祢不是因着祢的義，不是因着祢的神性，是因為他有好處。當撒但在控告

約伯的時候，實在是向神的寶座挑戰。 



 

 

在撒迦利亞書第三章，在第一批歸回的餘民裏有約書亞大祭司。撒但在那裏控告

大祭司約書亞，神向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

責備你！」（2節）這裏所說的是甚麼呢？撒但在藐視神的旨意，因為神當時的目

標、旨意是耶路撒冷。仇敵控告弟兄，真正的目標是神自己，是神的神聖、神的公

義、神的寶座、神的旨意。感謝主，約伯沒有離棄神，從約伯記第三章開始，撒但就

逃跑了，約伯繼續在那裏，看見神榮耀的光。我們也看見神保守了大祭司約書亞，脫

去他污穢的衣服，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而且告訴他耶路撒冷的旨意。撒但的目標不

是要控告約書亞，而是主自己。 

忌邪的心 

這幅圖畫在聖經另外的地方寫得更清楚，當以利亞的時候，這個惡的亞哈王，他

的妻子耶洗別，和幾百個拜偶像的先知，撒但用着他們來控制了以色列，把大部分以

色列人引偏了。以利亞向神訴苦，說：「以色利人背棄了祢的約，毀壞了祢的壇，用

刀殺了祢的先知。」以利亞實在不能忍受這光景。約是那麼的重要；因為約是神與祂

百姓之間的關係；約毀掉了，百姓與神的關係就毀掉了。壇也是很重要！壇是以色列

人尋求神的面的地方，是以色列人與神同在的地方。詩篇第四十三篇四節說：「我就

走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裏。」這多麼的奇妙，他們不能沒有壇。詩篇八十

四篇三節：「我的神啊，在祢祭壇那裏，麻雀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為自己找着菢雛

之窩。」以色列人說，那是我的家，那是我兒女的家，在壇那裏，我們永遠和神在一

起。以利亞說他們毀了祢的壇，而且殺了祢的祭司。百姓是從祭司那裏聽神的話，神

是藉着先知向祂的百姓說話，殺了神的祭司和先知，那就沒有神的話了。 

以利亞向神報告以色列的光景，他看見撒但的目標，是要切斷神跟祂百姓的關

係，以利亞受不了。以利亞說，主啊，我為祢起了憤恨（大發熱心）。「嫉妒」「憤

恨」是一個很重的字，我們不喜歡用這個字；但聖經多次用這個字。十誡的第二條，

神說我是忌邪的神；祂為了祂的百姓有忌邪的心。當主來到聖殿，看見人在那裏做買

賣，祂就心裏焦急，如同火燒；主為了祂父神的殿有妒忌的心。使徒保羅對哥林多的

信徒說：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 

餘民和得勝者 

神對以利亞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以利亞是跟那七千

人在一起。以利亞被神藏起來有三年之久，他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但是主明白，

那裏還有七千人。感謝主。以利亞聽見這個消息是多麼地受激勵。弟兄姊妹，你認為

七千人是很多嗎？那個時代多年前，大衛的時代，大衛數點人數，以色列中有八十萬



 

 

戰士，這是百分之一都不到。他們對神有這嫉妒憤恨的心，神的主權一定要被保護；

神在我們心中寶座的地位，一定要被保護。 

弟兄姊妹，當我們讀聖經，看見這群人實在不能夠忍受神的主權被妥協；他們為

着神都有嫉憤的心，這對我們有甚麼意義呢？神在我們心中是居首位嗎？有甚麼能夠

與祂相比呢？當有衝突時，我們站在哪一邊呢？是站在祂一邊，還是站在仇敵一邊，

或者是站在世界的那一邊？弟兄姊妹，除非我們為神有嫉憤的心，否則談不到得勝，

因為爭戰乃是神與仇敵之間的。我們要站在祂那一邊，不能叫祂站在我們這一邊。 

在舊約裏面，我們讀到餘民，他們為神是有這樣妒忌的心，他們有以利亞忌邪的

心。來到新約，我們看見得勝者，他們同樣為着神有忌邪的心。感謝神，舊約的餘民

和新約的得勝者，他們都帶出同樣的見證。羅馬書第十一章五節把他們連在一起，

說：「如今也是這樣，照着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到耶穌的時代，那個爭戰就更加厲害。當我們的主降生的時候，仇敵要殺害祂；

猶大王下令把兩歲以下的男嬰全部殺掉。我們的主三十歲出來服事的時候，撒但試探

祂：祢拜我，我把全世界都給祢。主耶穌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到我們的

主上十字架的時候，撒但說祢不要上十字架；主說，撒但，退我後面去吧。我們的主

在十字架上時，羅馬的兵丁、祭司在那裏說，如果祢是猶太人的王，就跳下來。主留

在十字架上，為了神的旨意，為了被拯救我們。所以主的得勝是完全的，祂那完全的

得勝，今天我們能夠支取在我們的爭戰裏。 

世界 

我願意提一下與世界的關係。主說，這世界的王將到，它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世界是非常有侵略性的。我們說世界是華爾街，是那些重要的大街，是迪斯尼世界。

約翰一書說，凡世界上的事，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世界不光是

那些，還有世界是在我們裏面，如果你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你裏面。聖經告訴我

們，有世界的智慧，世界的名，也有世界的王。在哥林多前書說，世界的智慧與神的

智慧相對，如果你叫它進來，那你就會發現神的智慧不那麼有趣有理了。世界的名，

是在敵擋神的名。哥林多前書下面說，因着神的名，我們可以從神那裏白白得到恩

典；如果讓世界的名進來，就沒有這些了。你就會藐視恩典，輕視屬靈的恩典，看輕

神永遠的旨意，藐視耶穌基督的見證。世界的名是多麼侵害我們！ 

還有世界的王，哥林多前書說，如果世界的王進來，牠會弄瞎我們的心眼，不叫

基督的榮耀光照我們。如果我們不能看見基督的榮耀，我們來到聚會，主日來聚會，

參加所有的活動，都只不過是宗教的活動。如果我們看見基督的榮耀，每一件事情都

變了顏色。 



 

 

弟兄姊妹，世界是那樣的有侵略性，你以為你可以玩弄這個世界？其實是世界玩

弄你。你如果到世界裏面，自以為可以隨時離去，跟神走？不會的。世界會扭住你

們，你以為你能夠控制它，其實世界在控制你。主耶穌說，世界在我裏面一無所有，

世界的王在我裏面毫無所有。弟兄姊妹，我們對於這一個世界最好的防禦，乃是與主

在一起。我們說主所說的：在我裏面，世界毫無所有。 

羔羊的血 

回看啟示錄第十二章所說的，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見證的道。羔羊的

血是那樣的大能，是我們所站立地位的根基，是非常叫我們有確據的，我們得勝完全

是因着它。聖經說，這血乃是立約的血。在舊約，神對摩西說，這血就是我與你們立

約的憑據。新約的希伯來書第九章二十節也說，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所以

血是約，這個約是我們與神的關係。 

亞伯的獻祭是頭一件說明這事。聖經告訴我們，神看中亞伯和他所獻的祭，沒看

中該隱跟他的祭。亞伯跟他的祭物是連在一起的。在神的眼中，祂看中亞伯，也看中

他獻的祭，他獻的祭物是被殺的羔羊。當神看見羔羊，神就看見亞伯的心。當神看見

亞伯的時候，也看見他獻的羔羊。在神的眼中，他們是合一的。那亞伯怎麼看呢？這

羔羊乃是他的贖罪祭；因為他從父母那裏知道，多少年前，他們犯罪得罪神，直到如

今神還保守他們，叫他們存活。所以亞伯就用着這羔羊向神說對不起；為着他的父

親，為了他的母親，為了他自己。當神看見亞伯的時候，神不是看他的羔羊，神看他

們兩個在一起。當亞伯獻羔羊的時候，亞伯也是把自己獻上。他對主說：神啊，我是

祢的，我屬於祢的。 

這裏有贖罪祭還有燔祭。我來到祢跟前，我是個罪人；我來到祢跟前，把自己獻

上。神看見，所以接納他，接納他所獻的祭。這是很深的祭。歷世歷代以來，我們說

這獻祭只是一個禮儀。不是，在舊約時代，他們實在愛神，當他們獻祭給神的時候，

神在那裏也向他們親近。主說，你們每年三次到我的殿來；不能空手的來，要帶着你

的祭物。主給他們這條路，所以他們就來到神跟前。那些愛神的人在獻祭的時候，就

想到祂是愛他們的主，他們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他們說：主啊，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

獻給祢，在這羔羊裏面，我把自己獻上。 

當神用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神吩咐他們預備逾越節的羔羊。以色列人通通

應該死掉的；但主說，我給你們這隻羔羊，你們每個家庭都要殺一隻羊羔，把血塗在

門楣上，當滅命的天使經過的時候，他們會越過你們，你們就得拯救。當他們來到曠

野，主說：你們要記念這一天，因為我拯救你們，帶你們離開埃及，使你們得釋放。

以色列人，那些愛神的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當約書亞帶以色列人進迦南，頭一



 

 

年他們一有機會，就在一起守逾越節。所羅巴伯與被擄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後，他們

有機會聚在一起，就守逾越節。羔羊的血，羔羊對他們是那麼的重要。 

啟示錄第十三章八節說，羔羊是在從創世以來被殺的，這是神對人極大的愛。羔

羊是在創世以來就被殺，是為甚麼？當亞伯獻羔羊的時候，他得到主的喜悅。這是一

個約，是與神立的約，是一個因着祂的愛所立的約。羔羊是在創世以來被殺的，那個

時候以色列人不認識，不會有這些的名詞；但神在他們心中做了工作，神做了永遠的

工作，他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使他們存活。這一個約是不能分開的，任何的人事物

不能夠把這個約分開。弟兄姊妹，每一次擘餅的時候，我們做甚麼呢？記念羔羊為我

們被殺，祂為我們流了寶血。那個血是神與我們立的約，每次我們聚在一起擘餅，我

們記念他，把自己獻上；我們再一次見證祂的得勝。像我們這樣的罪人，祂能夠拯

救；像我們這樣沒有指望的罪魁，祂能使我們認同祂。在這裏每個人看見贖罪祭，在

這裏每個人也看見燔祭，主實在是我們的一切。 

我們實在感謝主，這一個聯合是不可以被分開的。這個約是帶着大能，是我們得

勝的根據。這是多少年以前，以利亞和七千人不向巴力屈膝。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

友，巴比倫王要把他們改造成巴比倫人。雖然他們年幼，但他們心中有一個約，這個

約對他們是那麼的重要，他們不願意被玷污；他們為了主，保持自己的純淨。藉着信

心，他們對巴比倫人說，給我們素食，我們不吃這些，我們只喝白水，不喝王的酒。

從那天開始，他們為主吃，沒有人能夠搖動他們。弟兄姊妹，羔羊的血是我們的根

基，沒有人能夠把它奪去。 

見證的道 

還有所見證的道。其重點在見證，不是道。他們見證甚麼呢？如果看以色列的餘

民，這些愛主的以色列人，他們為主有忌邪的心；他們的見證在於他們個人的見證，

是在他們生命裏面最重要的事情。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神的偉大，是神的寶座在

他裏面。祂愛我們，祂的旨意是那樣的永遠，是那樣超越的榮美，這是他們的見證，

見證這一切。 

在舊約的時代，他們不認識耶穌基督這個名字；但是在他們心中有見證，是從神

來的，是神給他們的。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具體的，是在裏面，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基督在歷史裏面被這幾個人發表出來。這許許多多的餘民，他們把神的偉大表明出

來，這比他們的性命更重要。在新約的裏面，在我們的神面前，我們知道這是甚麼，

這是基督自己。 



 

 

約書亞 

試舉一些例子。約書亞的見證是甚麼？是帶領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爭戰的領袖。末

了他說：我們得勝，我們能夠進入這應許地，不是因着我們，乃是耶和華神戰勝了，

是主把這地賜給我們。然後他說：主一直帶領我們，如果你要回到你們祖宗拜偶像之

地，去拜那偶像，你們去吧，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這是那麼的重

要！比生命更重要。不單我一直事奉神，還要繼續事奉這位神，我的兒女、子孫也要

繼續事奉這位神。 

路得 

路得是摩押女子，從來沒到過以色列。她在婆婆身上看見神，是那麼大能的神，

那麼真實的神。她看見主的產業在祂的百姓裏面。當時以色列百姓落在一個很可憐的

光景，他們屬靈的光景不好。那是士師的時代。但拿俄米給路得這樣一個印象：神給

祂的百姓那永遠的產業。當拿俄米叫路得回摩押地，路得說：我不去；你的神就是我

的神，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在那裏，我也要在那裏。那裏有一個偉大的神，是路得

想要得着的；那裏有一個很大的產業，是路得所要的。一個埋葬的地方，是永遠的產

業，是永遠的關係。如果你葬在以色列，就不可能葬在摩押地。這是路得的見證。這

位神是那麼好，祂的產業是那麼好，那個永遠的產業是那麼好，我要忘記我的過去，

我要到那個新的地去，這是路得的見證。 

馬利亞 

伯大尼的馬大和馬利亞，因兄弟病了，就派人請主來。主停留了兩天才動身，結

果他的兄弟死了。兩姐妹不高興，對主說：主啊，祢早在這裏，我的兄弟不會死。主

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相信的，你會看見神的榮耀。馬利亞聽了，把這話放在心

裏，一直地思想。主在她心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了，她認識主，當主來到她的家住在

那裏時，她曾經坐在主的腳下，聽主的話，她也知道主要上十字架，她所接受的比她

所認識的更大，因為這位是賜生命的；耶穌是那位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神榮耀

的。幾天之後，她拿着真拿達香膏來到主面前，打碎玉餅，把香膏膏在主身上。她沒

有講一句話，門徒在旁邊說，何必枉費呢？主說：不要難為這個女子；不論在甚麼地

方傳福音，都要訴說這女子所做的。這是馬利亞的見證，她不需要講一句話，那個香

膏就足夠了，整個房間都充滿了香氣。 

有一位弟兄叫做畢得金Horace Pitkin，是一個美國來華的宣教士，1900年義和團

拳匪之亂的時候，他在保定殉道了。臨死以前，他叫僕人帶一個信給他的妻子，說：

告訴我的兒子，到他十五歲的時候，要回中國來做宣教士。我不敢猜想他在想甚麼，



 

 

可能他是這樣想的：有一天，我的兒子可以像我一樣死在這裏，事奉這位偉大的神，

事奉祂榮耀的旨意，這比他、比性命更重要。弟兄姊妹，這是他們的見證。有許許多

多的人愛神，他們看見神的旨意，看見神的榮耀，比自己性命更重要。我們可不可以

說，這是我們的看見，這是我們的見證？祂那榮耀的旨意是我的，比我的性命更重

要。 

以賽亞和彌迦 

在餘民的歷史裏面，是很悲慘的，卻是神非常喜歡訴說的。在舊約，大概有三分

之一記載這些餘民的歷史，或是當時的先知的歷史。以賽亞看見神百姓的光景，有一

章說到，牛認識牠的主人，驢認識牠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卻不認識我。第六章，以賽

亞來到神的殿裏，看見神在寶座上，他的眼目馬上就轉變了。從第七章一直下去，他

的兒子出來了，他的兒子有個名字，是餘民必歸回的意思。當時猶大的光景非常的可

憐，但是另一面，他看見將來的餘民將要歸回，回到全能的神面前。 

彌迦是和他同時代的先知，他也看見將來的見證，看見餘民將來的見證。他說，

這些餘民散居在各國，他們是神的甘露，在那裏滋潤了草原。這些分散到萬國的餘

民，好像林間百獸中的獅子，沒有人能夠轄制牠。這是彌迦為這些餘民做的見證。 

但以理 

具體的事乃在一百年後。猶大被攻打，耶路撒冷被毀壞，但以理等人都被擄到巴

比倫去了，開始了一個非常悲慘的年代。但以理在被擄的時候，過着分別歸神的生

活，他與神有交通，每天向着耶路撒冷來禱告，當他有機會的時候就讀神的話。有一

天他讀到耶利米書，知道七十年後神會把他們帶回去，他就穿上白衣，向神禱告，

說：主啊，我和我的父家犯罪得罪神，祢一直差先知叫我們回轉，我們都沒有回轉，

所以祢就把我們分散在老遠的地方；主啊，祢這樣做是對的。他是這樣的悔改。我們

也許會想，如果認罪悔改，就認自己的罪，為甚麼提到父母的罪呢？為甚麼把祖宗的

罪都帶到主面前，把在上執政的人的罪也帶到主面前呢？慢慢我領會到，我得罪了

神，不光是我這一代得罪神，而且是我們的上一代、兩代得罪神。總之，主是被得罪

的。這是餘民的心。但以理說，雖然如此，祢對我們的愛，還是永遠沒有改變。 

然後他就轉向將來。在第九章十六節，但以理禱告：「主啊，求祢按祢的大仁大

義，使祢的怒氣和忿怒轉離祢的城耶路撒冷，就是祢的聖山。耶路撒冷和祢的子民，

因我們的罪惡和我們列祖的罪孽被四圍的人羞辱。」這裏講甚麼？他講到神的公義，

這個城是祢的，聖山是祢的，這些百姓是祢的，這是祢所擁有的，祢有權利叫我們回

轉，叫我們能夠悔改歸正，就像祢本來要我們的光景。 



 

 

我相信但以理也讀以賽亞書，因為以賽亞書比耶利米書更早期。但以理說這是祢

的城，這是祢的百姓，當然有更深的意義。祢的城是甚麼？神對祂的城的期待是甚

麼？以賽亞書六十章十四節說，那些藐視祢城的人，有一天他們會歸回，他們要在祢

腳前跪拜，因為祢是主，因為這城是祢的。第十五節說，耶路撒冷雖然被厭惡，沒有

人在那裏經過，但是主耶和華說，我卻使你變成永遠的榮華，成為累代的喜樂。那個

時代，沒有聖殿，聖城也被毀滅，人藐視她是有原因的；但主說，我卻要使她變成永

遠的榮華。 

弟兄姊妹，當我們看自己，我們有永遠的榮華嗎？但是主說，祂要把她變成永遠

的榮華。我們何來相信？我們一起聚會有二三十人，或三四百人，不管多少人，我們

內心有很多的攔阻，從主的角度看，我們的光景這麼可憐。但是主說，我要把你們變

成永遠的榮華。這是主所要這樣的，這些話激勵我們。以賽亞不是空談這些話；因為

在前面七章，我們的弟兄昨天說以賽亞看見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祂的名字稱為以馬內

利，有大光照耀祂，政權擔在祂的肩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遠的

父、和平的君。以賽亞看見這些，他也看見一個神的僕人要來，神的名會充滿在祂身

上（賽四十二章）。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祂像烈火宣告

真道，海島都要聽見祂的言語。童女生子，一個光來到，祂的僕人會來到，這是裏面

的內容。這是神所宣告的：我要叫耶路撒冷成為永遠的榮華，我要叫我的教會成為永

遠的榮華，因為在基督裏一切都是真的。 

今天我們聚在這裏，我們看見自己的光景。但是，我們也看見基督在我們當中，

祂是那永遠的榮華，當我們看見祂，我們就有盼望。以賽亞還說：「成為累代的喜

樂。」我們有兒女，在教室裏有幾百個孩子，今天主的喜樂要充滿在我們裏面，也充

滿在他們的裏面。這些孩子不但是我們的孩子，也是祂的孩子，這是祂的應許，祂會

作成這事。當祂開我們的眼睛，我們會看見以賽亞講的這些話實在感動但以理的心，

講到耶路撒冷。 

第四十三章七節，主說：「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

所作成，所造作的。」下面還有幾節，你們被造是要宣告我的居所，成為我的讚美。

你看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看我們的光景不是這樣的，我們沒有榮耀可言；但是主

說，你們是為了我的榮耀而被造的。不管我們昨天的光景怎樣，或是多麼年幼，或是

做了很多壞事，從今天開始，我們因着祂的榮耀而被造。所以但以理對主說，求祢把

祢的怒氣轉移離開耶路撒冷，轉離祢的百姓，帶我們歸回；讓祢的光照在祢的聖所，

再給我們一個機會為祢的榮耀而活。這是餘民的禱告。 



 

 

以斯拉和尼希米 

猶大人第二次歸回的時候，以斯拉的禱告像但以理一樣（拉九），主啊，我們犯

罪得罪祢，我們的罪惡高過我們的頭頂，今天祢仍然帶我們歸回。祢把我們帶到祢的

家裏，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祢的聖所。 

尼希米也有同樣的禱告，主啊，祢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犯罪，祢就叫我們分散；

當我們的心回轉歸向祢，祢就把我們帶回，回到祢的殿。這都是餘民的禱告。 

當他們回來重建城牆的時候，做了甚麼事？百姓聚在聖殿的水門，要求宣讀神的

話。從前是執政的君王叫百姓聽神的話，這次是百姓要求聽神的話。不但這樣，他們

要明白神的話，所以利未人在那裏解釋神的話，他們明白了，流淚哭泣起來。為甚

麼？聖經沒有告訴我們。尼希米說，今天是聖日，你們不應該哭泣。又說，耶和華的

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尼八10），原文的意思是耶和華的

喜樂。英文的翻譯也是這個意思。因為耶和華喜樂，所以我們才能喜樂。 

百姓流淚，因為他們明白過去誤解了他們的神；歷代以來，我們的祖宗得罪神，

所以這麼多年來受這麼的痛苦。當他們聽見神的話，他們明白了，也相信了。那進到

但以理的那個意念，以斯拉的那個領會，尼希米的心思，如今也進到他們心中。他們

說：主啊，我們得罪祢，不單我們的祖宗犯罪得罪祢，我們也犯罪得罪祢。過去祢懲

罰我們，祢是對的；祢的慈愛沒有離開過我們。在我們一切苦難中，祢與我們一起受

苦。如今祢帶我們歸回，祢有祢榮耀的旨意。感謝神，他們的心是合而為一的。他們

與但以理同心，與以斯拉同心，與尼希米同心，所以主的心就喜樂。 

以色列很多代沒有站在這樣的光中，現在明白了。他們就一起來守住棚節（尼

八）。聖經告訴我們，他們大有喜樂。那個住棚節，是自從約書亞的時代直到今日沒

有過的。約書亞是在一千年以前，一千年來，每年他們都應該有住棚節，但從來沒有

這樣喜樂過。這個大大的喜樂是從神而來。弟兄姊妹，這是甚麼光景呢？主使用這些

人告訴祂的仇敵，這是我的得勝，他們是我的得勝。這是榮耀的歷史。不是這個城，

也不是這個殿，而是他百姓的心回轉。主已經得勝了。 

教會的光景 

五百年後，主耶穌降生，又升到天上了，使徒行傳記錄了使徒們的歷史，榮耀的

歷史。到第一世紀60年到90年之間，或者更早的時候，教會的光景開始下沉。在90

年的時候，神向拔摩海島上的約翰顯現，讓他看見亞細亞七個教會的光景。神在天

上，一直注視着祂的教會，服事祂的眾教會；但是當時教會的光景非常的可憐。在給

非拉鐵非的書信中，我們看見主心中的喜悅。主說：那撒但一會的人，我要使他們來

到你腳前下拜。又說：我是拿着大衛鑰匙的，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



 

 

現在我給你一個敞開的門。非拉鐵非教會的見證是甚麼呢？主說：你略有一點的力

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好像沒甚麼特殊的，在其他的書信裏也講到

這些。有一件是很特別的；主說：「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這是甚麼意思呢？主的

忍耐是甚麼呢？主的忍耐的道是甚麼呢？有一點我們知道，祂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來十二2）。還有，祂為教會受苦；祂愛教會，為教會捨命。在歌羅西書第一章，

保羅說他看見主為教會受苦；教會也要與主一同為基督的身體受苦。保羅發現教會好

像沒有這樣，就為教會要在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我們的主是為了教會受苦，

教會在那裏欠缺了。保羅說，要在我肉身上補滿這些缺欠，這讓我們看見主為教會受

苦，也是他的忍耐。 

為教會受苦，比十字架的道路更困難，這是我們的經歷。有的時候走十字架的道

路，是為了更屬靈。在教會歷史裏，有許多隱藏的人，因走十字架道路受苦，是為了

讓自己更加屬靈。但是這裏受苦，基督的患難是為了教會；是為了父阿，不要照我的

意思，乃是照祢的意思。這是非拉鐵非的弟兄們跟主走同一條路：不是照我的旨意，

乃願祢的旨意成就。為教會受苦，為神的旨意受苦，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主說，我給

你一個敞開的門。 

主說：我要建立我的教會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我要把天國的鑰

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要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的；凡你在地上所要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這是神對教會的心意。主的意思是甚麼？就是教會與主有同一個負擔。

新美國國際版有不同的翻譯：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已經捆綁了；你在地上釋放

的，在天上已經釋放了。誰在前面，誰在後面，好像比較分別出來。教會要有主的負

擔，教會要知道主的心，教會要知道主要帶我們到哪裏去。當我們一起禱告的時候，

所禱告的就是主心中的道，好像主對非拉鐵非教會說的略有一點力量，祂給他們一個

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夠關的。 

回到神起初對教會的心意，主說：那撒但一會的人，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

拜。我們不敢這樣說，但是有這樣的歷史，在以賽亞第六十章14節，我們讀到主要祂

的仇敵來到耶路撒冷下拜，因為這是稱為耶和華的城。在非拉鐵非，他們略有一點的

力量，遵守主忍耐的道，他們與神同心同意，然後主對祂的仇敵說，你要向他們俯伏

下拜。換句話說，神是指着非拉鐵非的弟兄告訴祂的仇敵，這是我的得勝，他們是我

的得勝。 

弟兄姊妹，我們說我們不可能成為非拉鐵非，她對於我們像一個夢，是一個理

想。我們這樣想，那我們還沒有開始就已經失敗了。求主給我們裏面的力量，藉着祂

的恩典，開我們的眼睛，願意與祂一同得勝，在我們中間活出非拉鐵非的見證。如果

你們只有三十人在一起，並沒問題，因為非拉鐵非是略有一點力量。不管我們在哪



 

 

裏，給主一個機會，讓非拉鐵非的見證成為我們的見證；願意為祂的旨意，祂的教

會，我們走一條忍耐的路。不管我們過去失敗的光景，不管我們過去的軟弱？讓神的

旨意在我們當中有這樣的機會，讓神潔淨我們，叫我們能與主交通，知道祂的心意，

在我們的心中，祂這個旨意成為最高的旨意。給主一個機會告訴仇敵，這些人是我的

得勝。 

禱告：主啊，我們知道我們傷害了祢很長時間，叫祢失望了很多年日。仇敵要得着我

們，好像已經成功地把我們擄去了。但是。主祢比牠更大，我們向祢禱告，來激勵我

們，叫我們看見祢的心意，尊祢為大。祢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我在哪

裏能找到我的居所？我在哪裏找到安息之地？主啊，祢在尋找那些謙卑戰驚的心，對

祢話戰驚的人。我們的主，當祢來到地上，狐狸有洞，空中的飛鳥有窩，但是人子卻

沒有枕頭的地方。主啊，激勵弟兄姊妹，我們願意成為祢枕頭的地方，我們願意成為

祢得安息的地方，讓祢的心得着滿足。祝福祢的兒女，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