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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僕⼈的眼⽿⼜⿐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文
啟⽰示錄4:1-5節:「1此後, 我觀看, ⾒見見天上有⾨門開了了。我初次聽⾒見見好像吹號的聲⾳音, 對我說:『你上
到這裏來來,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2我立刻被聖靈感動, ⾒見見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又
有⼀一位坐在寶座上。3看那坐著的, 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 好像綠寶⽯石。4寶座的
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 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 ⾝身穿⽩白衣, 頭上戴著⾦金金冠冕。5有閃電、聲⾳音、
雷轟從寶座中發出,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 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以賽亞書6:1-10節

前⾔言
我們這幾週主⽇日持續講述基督這個差, 除了了講到他⾃自⼰己是⽗父所差的之外, 也講到基督差聖靈與
差僕⼈人。差字本⾝身即意涵著前線⼯工作者特定之⼯工作任務: 基督的差為要死, 聖靈與僕⼈人的差為
要⾒見見證基督這死, 以及爾後他的復活與升天, 以及再來來。在差的範疇裏⾯面, 基督不造次, 聖靈不
造次, 蒙聖靈重⽣生的基督徒也不該造次。每⼀一基督徒都是基督僕⼈人, 不分神職⼈人員或平信徒。
相反地, 褻瀆聖靈的基督徒因藐視施恩的聖靈對基督的⾒見見證, 故是造次的⼀一群, 這群⼈人無法⾒見見證
基督的⼗十架, 因爲他們拒絕成為基督的僕⼈人, 沒有基督死與復活的⽣生命。 

⾒見見證基督
我們⽣生命發展的⼀一切⼀一切, 沒有別的, 就是可以不斷地⾒見見證基督, 正如⽗父不斷地⾒見見證基督⼀一樣; 
我們必須常在⽗父和主基督裏⾯面, 加強在廣度與深度上認識基督, 以作成此事。我必須再⼀一次地
強調⽗父指⽰示彼得的事, 因為這是⽗父上帝不假他⼈人(天使)之⼿手, 親⾃自向我們顯明的作為; 這作為清
晰易易懂, 凡⾃自認是基督徒的, 不會錯解這作為之意。

天⽗父不論是無聲地指⽰示彼得, 或是讓彼得親耳聽⾒見見祂說話的聲⾳音, 兩兩者皆引導彼得聽耶穌基督, 
⾒見見證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是天⽗父差到世間來來的。基督稱這樣的彼得是有福的⼈人, 因
有福的彼得可與上帝作同樣的事, 與上帝的⼼心意同步, 同樣地⾒見見證基督。受造位格最榮耀的⼯工
作就是⾒見見證基督, 講明他的死與復活, 升天,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作的, 也當作的。當我們不
在意⽗父上帝這作為, 將基督的⼗十架擺在⼀一邊, 基督稱這樣的⼈人是魔⿁鬼; 然, 凡被聖靈引導者必做
同樣⾒見見證基督的事, 進⾏行行他們傳道的⼯工作。基督徒的⼝口將⾒見見證基督, 不需浪費在更更迭的政治⼈人
物上; 求知基督者, 必蒙基督的安慰。

⼤大家不要看這事以為⼩小, 當我們持續地, 不遺餘⼒力力地⾒見見證基督, 那麼, 我們將來來必可安然地看⾒見見
啟⽰示錄之榮耀的主耶穌基督(1:13-16), 得⼼心儀寶座的異異象(5:11-14), 立於閃電, 聲⾳音, 雷轟, 地
震, ⼤大雹之中⽽而不懼怕(啟4:5)。上帝所在之處有閃電與雷轟, 舊約記於祂降於⻄西乃⼭山時和摩⻄西
頒佈完⼗十誡後(參參出19:16; 20:18), 那時, 百姓的反應是「盡都發顫,...遠遠地站立。」然, 使徒約
翰卻不同, 他可以直挺挺地站立在寶座前的近處, 颯爽地立在閃電與雷轟之間, 眼看坐在寶座上
的羔⽺羊, 以及⾝身穿⽩白衣, 頭上戴著⾦金金冠冕的⼆二⼗十四位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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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來必有的榮耀: 啟⽰示錄15:1-5節
今天我們僅讀啟⽰示錄15:1-5節那未來來的景象, 看看⾃自⼰己將來來情景是何等的榮耀,「1我⼜又觀看, ⾒見見
羔⽺羊站在錫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2我聽⾒見見從天上有
聲⾳音, 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 並且我所聽⾒見見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3他們在寶座前, 
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 彷彿是新歌, 除了了從地上買來來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 沒有⼈人能學
這歌。4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 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 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
間買來來的, 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5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來, 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這⼗十四萬四千⼈人都有羔⽺羊的名和羔⽺羊的⽗父的名寫在額上; 這些⼈人的耳可安然聽得各類的聲⾳音; 
這些⼈人是童⾝身, 信仰純⼀一⽽而不摻雜; 這些⼈人得福⽽而可以學唱新歌; 無論羔⽺羊往那裏去, 這些⼈人都
跟隨著羔⽺羊; 這些⼈人的⼝口中察不出謊⾔言來來。

我們當處理理的問題
若若我們意欲在這⼗十四萬四千⼈人之列列, 今⽇日就必須好好處理理個⼈人⼀一些問題。今天, 我以啟⽰示錄第
四章與以賽亞第六章之記主的寶座事爲本, 點出我們有那些問題需要處理理。

我們的眼
我們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關於我們的眼(⾒見見主⾯面)。先知以賽亞⾒見見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賽
6:2), 使徒約翰也⾒見見主坐在安置在天上的寶座(啟4:5), 請問各位, 今⽇日尚未⾒見見主⾯面的我們思想寶
座的主時, 應該如以賽亞那般驚懼, 還是如使徒約翰那般安然振奮? 

有⼈人以為, 他們⼆二位⼈人⽣生中親眼⾒見見榮耀的主就這麼⼀一次, 且我們不可能與他們有同樣的經歷, 問
這問題似乎沒有什什麼必要。或許有⼈人認為⼀一個是過去的事, ⼀一個是未來來的事, 兩兩者都離今⽇日的
我們甚是遙遠, 故不必思索之。但, 基督在最後晚餐時對11⾨門徒說:「世⼈人不再看⾒見見我, 你們卻看
⾒見見我, 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約14:19) 基督所謂的看⾒見見不是指⾁肉眼之⾒見見, 因基督也說:
「為義, 是因我往⽗父那裏去, 你們就不再⾒見見我。」(約16:10) ⽽而是指我們活的狀狀態。因爲主活著, 
故基督徒也活著, 活在主⾯面前的基督徒必然看⾒見見主, 我們既然是活在永活的主⾯面前, 我們⾯面⾒見見主
的樣⼦子就是⼀一個實際的事。

這事的實際⼜又因以下這問更更顯實際。請問, 基督徒之看⾒見見主的頻率為何? ⼀一週⼀一次, ⼀一⽉月⼀一次,  
⼀一年年⼀一次, 還是想什什麼時候⾒見見, 就什什麼時候⾒見見? 還是, 當⽇日⽇日⾒見見主? 先知以賽亞說基督是(供應我
們⽇日⽇日糧食的)永在之⽗父(賽9:6), 且基督⾃自⼰己說他是從天上降下來來⽣生命的糧, ⼈人若若喫這糧, 就不
死, 必永遠活著(6:50-51), 那麼, 我們基督徒就當每⽇日⾯面⾒見見主, 每⽇日吃得他所賜之⽣生命的糧。況
且,  主禱⽂文也是這麼教導我們的。既是這樣, 那請問各位, 吃糧時在驚懼狀狀態下⽽而食, 還是在安
怡狀狀態下⽽而食, 對靈命較為健康? 

基督在向⽗父的禱告中說:「⽗父阿! 我在那裏, 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 叫他們看⾒見見你所賜
給我的榮耀, 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了。」(約17:24) 主在那裏, 我們乃是⽗父所賜給基
督的, 故我們應該也當在主那裏。請注意, 基督在這裏⼜又說了了⼀一個賜字,「叫他們看⾒見見你所賜給
我的榮耀」, 這賜字之意相同與前些⽇日⼦子解釋「⽗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
⾃自⼰己有⽣生命。」(約5:26) ⼜又, 基督還啟⽰示地說, ⽗父在創立世界以前已經愛他了了。

所以, 這第⼀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自問, 我們是否可如使徒約翰般, ⾯面⾒見見坐寶座的主時當
安然無懼, 安穩地站立在主的寶座前, 從今⽇日這時刻起直到⾒見見主⾯面。基督所的這些話皆指⽰示屬
他的基督徒當⽇日⽇日⾯面⾒見見他, ⾃自他那裏得著聖, 愛, ⽣生命, 以及榮耀。沒有基督的聖, 就沒有上帝的
聖; 沒有基督的愛, 就沒有上帝的愛; 沒有基督的⽣生命, 就沒有上帝的⽣生命; 沒有基督的榮耀, 就
沒有上帝的榮耀。若若我們每⽇日疏於讀經, 在聖經中看⾒見見基督所賜的聖, 愛, ⽣生命, 以及榮耀, 靈命
必因無靈糧⽽而萎縮。⾄至於那些勤勤讀聖經卻吃錯糧, 看不⾒見見基督的, 靈命必扭曲, 傲慢上⾝身, 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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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語不斷。在此, 我特別指出保羅遵守主之愛的命令的記號, 就是(對主, 對教會, 以及對其他基
督徒)當有「清潔的⼼心, 無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提前1:5)

在此需提醒各位, 我們常被情感蒙蔽⼀一事。如果有兩兩個基督徒, ⼀一個表現出「禍哉, 我滅亡了了」
之驚恐(賽6:5), 另⼀一個表現出安然鼎立之態, ⼤大家直覺地認為那⼀一個⼀一定是基督徒? 以賽亞因看
⾒見見寶座上的主, 發覺⾃自⼰己是有罪的⽽而驚恐, 這等披⿇麻蒙灰, 甚⾄至禁食並定意向上帝祈禱懇求的敬
虔態度, 總被視為是悔悔改的記號。若若有這樣悔悔改動作之⼈人, 還伴隨著戰慄的顫抖禱告聲, 總叫在
場的⼈人動容。然, 這樣的基督徒常這麼蒙灰披⿇麻, 做久了了, 必讓⼈人懷疑他的悔悔改動作不過是讓⼈人
以為他是屬靈者。

我們的耳
我們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是關於我們的與耳(聽主⾳音)。先知以賽亞的耳聽到的聲⾳音有天使長撒
拉弗其中兩兩個翅膀⾶飛翔的聲⾳音, 他們呼喊的聲⾳音, 以及⾨門檻的根基震動的聲⾳音, 先知聽到這些聲
⾳音即站立不住。反觀使徒約翰聽到的聲⾳音是吹號的聲⾳音, 從寶座中發出之閃電和雷轟的聲⾳音,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 的頌讚聲, 他卻可以安然以對。

⼈人眼⾒見見異異象⽽而⽣生的驚恐必因耳聽從異異象中發出的聲⾳音⽽而加乘萬倍。看看犯罪後的亞當夫婦聽到
上帝的聲⾳音, 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 躲避上帝的⾯面(創3:8b)。孩⼦子犯錯, ⽗父⺟母的眼神是利利劍, 但⽗父
⺟母責備的⾔言語卻是⼑刀割入⼼心。所以, 我們當問⾃自⼰己處在先知和使徒這樣的聲陣下, 會是何等樣
情景, 如以賽亞的驚恐, 還是如約翰的安和? 現在還是有⼀一群基督徒和教會追求聽到神的聲⾳音, 
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什麼, 因為⾝身負重罪卻不披戴基督的⼈人, 必逃離神, ⽽而非趨就神。

我們每⼀一個⼈人的耳將來來都會聽到主親⼝口對我們說話的聲⾳音, 其中必有「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
⼈人」, 或「你這⼜又惡惡⼜又懶懶的僕⼈人 」; 抑有「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 可來來承受那創世以來來為你們所
豫備的國」, 或「你們這被咒詛的⼈人, 離開我, 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備的永火裏去。」
其中⼀一種聲⾳音可引⼈人到進入院內, 享受主⼈人的快樂, 另⼀一種聲⾳音則是引到外⾯面⿊黑暗裏, 哀哭切⿒齒
(參參⾺馬太福⾳音第25章) 。需知, 聲⾳音具共鳴性, 當主⼀一說上⾯面的話,  是怎樣的僕⼈人就會⾃自動地走向
那樣的僕⼈人。

先知以賽亞聽⾒見見主的聲⾳音, 蒙主的差遣之際, 他的驚恐即不再。先知回答主之問,「我可以差遣
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乃以⾃自然⽽而不再顫抖的聲⾳音回答說:「我在這裏, 請差遣我。」(賽
6:8b) 先知回答主之問時, ⼝口與⼼心絕不可能抖顫不斷。若若先知還在驚恐中受差遣, 他絕對不可能
接受主下⾯面說的這句句話⽽而怡然, 因主要以賽亞去告訴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見, 卻不明⽩白; 看是
要看⾒見見, 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 耳朵發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見見, 耳朵聽⾒見見, ⼼心裡
明⽩白, 回轉過來來, 便便得醫治。」(賽6:9-10) 可⾒見見, 真正基督的僕⼈人乃是傳⼈人不可能接受的道, 是使
⼈人耳逆, ⽽而不是耳順的道, 因為基督⼗十架的道的本質就是如此, 是令⼈人討厭的。

我們的⼝口
我們第三個要解決的問題是關乎我們的⼝口。我們看到以賽亞在蒙差之後第⼀一件要經歷的事, 就
是他的⼝口嘴必須被祭壇上的炭火所潔淨(賽6:7)。這太重要了了, 這關鍵性的潔淨動作⾄至今依然成
立。嘴唇是⼈人外在⾝身體最軟嫩的部份, 絕對經不起萬分之⼀一秒的火吻, 然天使長卻奉主的命作
炭火潔淨⼝口嘴事。由於⼝口嘴傳怎樣的道取決於⼼心如何, 這樣, 傳上帝的道的⼈人必須經過⼀一個刨
根究底的改變, 才能擔負起主交付之傳道使命。以今⽇日的語⾔言⽽而⾔言, 傳道者必須徹底改變他天
然本性所建立的神學架構, 改以上帝認定的尊主寶座為⼤大的信仰系統。

請注意, 以賽亞說他是嘴唇不潔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賽6:5), 這不是意謂著以⾊色列列⼈人不
論上帝, ⽽而是指他們論上帝的知識是不確的, 這不確造成不潔的, 且越知越不潔。現在, 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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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往這群⾃自以為認識上帝的百姓中傳道, 更更正他們的錯誤, 若若他⾃自⼰己不先徹底的改變, 他如何擇
善固執?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在今⽇日不講基督的教會界裏傳講基督⼗十架福⾳音, 我們的⼼心必須徹頭徹尾
的改變, 我們的⼝口嘴才可以放膽無懼地傳揚福⾳音。以賽亞聽到他的傳道是百姓無法接受的道, 
他以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 於他他問主說:「主啊! 這到幾時為⽌止呢?」上帝的回答令他驚訝不
已,「直到城⾢邑荒涼, 無⼈人居住, 房屋空閒無⼈人, 地⼟土極其荒涼。」(賽6:11) 無怪乎, 教會不願意
以歷史已認證過的歸正神學, 改⾰革宗信仰系統作為傳道內容, 因為內⼼心真實接受這神學系統的
基督徒不多, 即便便這系統可使基督徒歸回聖經。

我們的⿐鼻
第四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關乎我們的⿐鼻。為此, 請讀保羅寫給哥林林多教會的話:「14感謝上帝, 
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15因為我們在上
帝⾯面前,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馨香之氣。16在這等⼈人, 就作了了死的香
氣叫他死; 在那等⼈人, 就作了了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17我們不像那許多⼈人, 為利利
混亂上帝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 由於上帝, 在上帝⾯面前憑著基督講道。」(林林後2:14-17)(注意紅
字) 基督徒可聞道⽽而活, 但有的卻是聞道⽽而死。

請問各位...
最後請問各位, 在世時不跟隨主耶穌基督的⼈人, 會在啟⽰示錄15章這⼗十四萬四千⼈人中嗎? 不⾒見見證
基督的教會和基督徒可以列列入這⼗十四萬四千⼈人中嗎? ⽢甘受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會, 並⽢甘受靈恩派
牧師驅策的基督徒, 會在這⼗十四萬四千⼈人中嗎? 認定⾃自⼰己是福⾳音派, 但講台卻不傳羔⽺羊基督的教
會, 會在這⼗十四萬四千⼈人中嗎? ⾃自認軟弱, 沒有屬靈判斷⼒力力, 認不出假先知的基督徒, 會在這⼗十
四萬四千⼈人中嗎? 教法師, 牧師, 傳道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 所論定的, 會在這⼗十四萬四千⼈人中
嗎? 以上諸問的答案皆是否定的。

第 �  ⾴頁 (共 �  ⾴頁)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