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13⽇ 

使徒彼得受聖靈的記號 (1)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2 分鐘

經⽂

約翰福⾳20:21-23節:「耶穌⼜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氣, 說:『你們受聖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
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使徒⾏傳1:8節:「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
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 
使徒⾏傳2:4節:「五旬節到了...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前⾔
我們講完基督第五次顯現之後, 理當繼續講基督的第六次向多⾺的顯現, 但為了驗證使徒真的
蒙主耶穌的應許, 受了聖靈, 我們轉⽽講述使徒在新約時代的第⼀篇講章, 這是聖靈降臨在他⾝
上之後的第⼀次且立時性的講道, 故我們能獲得有聖靈之⼈的真確記號。⼤家不要看這事以為
⼩, 若忽略輕視這事, 受了蒙蔽, 錯把馮京當⾺涼, 那是⾃找死路, ⾃取滅亡, 怪不得別⼈。

今⽇的靈恩運動產⽣數量眾多的靈恩派教會, 就連傳統教會為了⼈數的增長也轉向靈恩, 使得
聖靈上帝的尊榮受到前所未有的剝奪與玷污, 明明不是聖靈的作為, 靈恩教會卻妄稱上帝的名, 
謊說是聖靈的⼯作。我們誤會⼈, 那⼈可當⾯糾正我們, 但聖靈是看不⾒的上帝, 我們若誤會了
祂, 不得祂當⾯的責備。因此, ⼀旦錯了, ⼜不得糾正, 就會越來越錯, 越來越誤, 到 後變得⼀
發不可收拾。是啊, 牧師皆⾃詡是蒙聖靈引導的⼈, 尤其是靈恩派牧師, ⼜有誰敢糾正牧師?

主耶穌明說:「我告訴你們, ⼈⼀切的罪, 和褻瀆的話, 都可得赦免, 惟獨褻瀆聖靈, 總不得赦免; 
凡說話⼲犯⼈⼦的, 還可得赦免, 惟獨說話⼲犯聖靈的, 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太13:31,32) 
主連說了兩次“總不得赦免”的警語, 可⾒褻瀆與⼲犯聖靈的嚴重性, 要我們慎⽽⼜慎。然不幸的
是, 今⽇教會說話⼲犯聖靈已將基督徒會眾帶進不得赦免的地步, 理由很簡單, 因為沒有⼀間靈
恩派教會認真地⾒證基督, ⼀年下來論基督與他做的事的講章數是零。

再次強調聖靈來的基礎
妄稱有聖靈卻不傳基督已然偏頗, 若斷章取義地論聖靈的經⽂⽽不去思考上下⽂之間的關係, 
那更是要不得。今⽇頌讀的經⽂就是 好的例⼦。耶穌復活後第⼀天對⾨徒吹⼀⼝氣, 說,「你
們受聖靈」 , 牧師因此說基督徒需要受聖靈, 之後, 就逕⾃引別處經⽂來告誡會眾受了聖靈之後
當如何⽣活, ⽽不去查究這“受聖靈”之語的上下⽂寫的是什麼, 也不思考那時候的耶穌尚未坐在
上帝的右邊, 他怎能使⾨徒受聖靈的問題。

我們查考聖經經⽂將上下⽂納入思路中, 以約束我們的⼼不致發散, 亦避免落入任意解經的危
險中。耶穌在 後晚餐教導⾨徒關乎聖靈是誰, 以及祂的⼯作後, 並沒有對⾨徒做出吹氣受聖
靈的動作, 主乃是等到他上了⼗字架, 死了, 復活了, 才使⾨徒受聖靈。主使⾨徒受聖靈之前,
「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 有釘痕與槍傷的耶穌才可使⾨徒受聖靈, ⽽這“成了”的記號乃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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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來到世界成為救贖主的基礎, 這叫做師出有名。是故, 當這耶穌說出“受聖靈”之語後, 絕不會
收回這句話, 聖靈的⼯作也絕不可能離棄祂來到世界的基礎, 其⼯作重⼼⼀定是⾒證基督, 且是
⾒證被釘的基督。

靈恩教會⼈數躍升的量已掌控今⽇教會界的話語權, 使得基督徒已經不知聖靈實質的⼯作為
何, 上網搜尋關於聖靈充滿的講章, 雖引經據典, 但看了其中解說卻感懸乎, 以現象代替本質, ⼼
裡毫無踏實感。因此, 受聖靈的⼈(尤其是牧師傳道)有何記號就是我們當有的辨別能⼒。今天
誦讀的三節經⽂是使徒受聖靈的連續動作, 是多數基督徒所熟悉關乎聖靈的經⽂, 之後, 就是彼
得的講道。我們將從使徒彼得⾝上, 以他的第⼀篇講章為本, 理出這些記號為何, 這是直接的例
證, 沒有⼈為的摻雜。

彼得受了聖靈的記號
今⽇談論聖靈充滿, 聖靈澆灌, 聖靈內住等事, 皆忘了應該加上主格, 即聖靈充滿的⼈, 聖靈澆灌
的⼈, 聖靈內住的⼈; 毫無疑問地, 彼得就是這樣的⼈。 

有聖靈的⼈講道條理分明的⾒證基督, 不談⾃⼰屬靈的經歷
⼤家聽完了彼得的講道之後, 必感他的講道條理分明, 邏輯清楚, 有條不紊, 時序從過去講到現
在, 再講到未來。使徒的講道就是⾒證基督, 對於⾃⼰超凡出奇的經歷,「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
像⼀陣⼤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 ⼜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頭上」
(徒2:2,3), 則隻字不提。使徒這些奇特的經歷當然是聖靈的⼯作, 但使徒⼼裏清楚明⽩⼀件事, 
聖靈⼯作的導向就是要他們為基督作⾒證, 其餘的免談。使徒們接受聖靈多⽅的⼯作, 他們的
清⼼只為⾒證主基督⽽活,「清⼼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上帝。」(太5:8) 光是這⼀點就
讓今⽇⾃認有聖靈經歷的⼈汗顏, 他們⼼儀經歷, 只知經歷, 若是傳道⼈, 站講台時必提之, 尤其
是那些愛談禱告, 愛講與神親近的⼈為 。

保羅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的, 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16), 講道者抓住這句話任其意擇選任何⼀段聖經作為他講道的主題, 卻不注意保羅在這節之
前寫的「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 有得救的智慧。」(提後3:15b) 為得救智慧故, 擇選經⽂
就不是隨意的事, 講道者必須要有意識的覺醒, 他(她)的責任就是使聽道者在其講道之後更認識
主基督耶穌。請注意, 是認識基督, 我們的主, 因為有⼈愛耶穌的教訓, ⼼卻不認耶穌是上帝。

我再說得清楚⼀點。談到知⾜, 可引保羅說的「敬虔加上知⾜的⼼便是⼤利了, 因為我們沒有
帶甚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甚麼去, 只要有衣有食, 就當知⾜。」(提前6:6-8) 談到孝順⽗⺟, 可
引保羅說的「你們作兒女的, 要在主裏聽從⽗⺟,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 使你得福, 在世
長壽, 這是第⼀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1,2) 談到順服, 可引保羅說的「在上有權柄的, ⼈⼈當
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 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
上帝的命, 抗拒的必⾃取刑罰。」(羅13:1,2) 這些主題的講章都是根據聖經, 但若講道內容不能
論及主基督, 作為主⽇主題就不適宜。況且, 這些可為座右銘的經⽂易懂, 基督徒⾃⼰看就可明
⽩, 不需他⼈多加解釋。

教會講道是世上 榮耀的事, 但卻說是集難度⾼, 危險重, 審判深, 誘惑⼤, ⾼⾃欺, 差池微等, 於
⼀⾝的事。講道者必須意識到有地獄的火等著⾃⼰, 講道的⽤詞⽤語時必須句句定準, ⼀句誤
⾔不僅使⾃⼰置於死地, 亦推⼈於之。

有聖靈的⼈必愛主基督, 愛主的⽺
彼得受了聖靈 基本的記號就是愛主基督, 以及愛主的⽺。約翰福⾳記主與⾨徒 後⼀次對話
的對象是彼得, 其中以三次「你愛我嗎?」之問 為突出。使徒⾏傳安排在約翰福⾳之後, 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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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講道者就是彼得, 聖靈將這麼重要的講道事⼯交給彼得, 祂必然知道彼得愛主與愛弟兄的
⼼是真確的。

愛主與愛弟兄的⼼是每⼀個基督徒當有的⽣命性情, 是“我信聖⽽公之教會”的落實表現, 這顯在
講道者⾝上當更加明朗。彼得講道不是應付⼀個場⾯, 做⼀件⾏禮如儀的事, 或為了肚腹不得
不為, 或為錢辦事, ⽽是發⾃(受聖靈感動的)內⼼, 願意將福⾳的真理傳開, 給每⼀個⼈聽。事實
上, 任何⼀篇講道都很重要, 誠如使徒⾏傳中的每⼀篇講道, 也就是說, 聖靈今⽇看重講道者的
程度不下講第⼀篇道的彼得, 因為兩者在其中都要⾒證基督。故, 講道者必須端正⼼態, 存愛主
和弟兄的⼼, 若沒有, 主知道⼈⼼裏所存的(約3:25b), 屬靈的會眾亦能看透萬事(林前2:15a), 知
道講道者是為講道者⾃⼰⽽講, 還是為聽道的他⽽講。 

今⽇受邀講員無論是到資源豐富或到貧乏的教會, 若沒有講員費, 他⽢⼼受邀⽽講嗎? 科學研究
者亟欲將⾃⼰研究成果公諸於世, 亦願受邀在各研討會中親⾃⼝述所得, 即便沒有講員費亦無
妨, 但教會界的受邀講員講的是上帝的道, 不是他的, 為何對講員費的有無, 耿耿於懷? 受邀講
員會不會對講員費的多寡決定他準備講章的⼒道, 多的, 認真些, 少的, 隨意些? 教會講員費通
常在1,500⾄3,000元之間, 若某教會給上⼀萬, 該講員會不會備感壓⼒? 上帝論祂的僕⼈耶穌, 
說:「看哪! 我的僕⼈, 我所揀選, 所親愛, ⼼裏所喜悅的, 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
外邦; 他不爭競, 不喧嚷, 街上也沒有⼈聽⾒他的聲⾳。」(太12:18,19) 若我們把⼀些假設性的
提問付諸實⾏, 就知今⽇教會講道者離主耶穌有多遠, 實在不知如何⾃處, 越站講台, 離得越遠。

有聖靈的⼈可引經解惑
彼得受了聖靈以致可以看出猶太⼈對所⾒現象的疑惑所在, 並立即以聖經中適切的話解惑之, 
⾏規勸之⼯, 箴⾔25:11節說:「⼀句話說得合宜就如⾦蘋果在銀網⼦裏。」舊約聖經在猶太⼈
中間已流傳百世, 彼得將他們⼝中時常朗讀, 但⼼卻不明⽩的經⽂加以解釋, 這叫做光照
(enlightening), 使聽者醒悟, 同時亦達到責備聽者的背道與做出悖逆上帝的⾏為的⽬的。彼得
引的是⼤衛的⾦詩, 是百姓異常熟悉的經⽂, 當猶太百姓聽了彼得所講, ⼀⽅⾯受到光照, 另⼀
⽅⾯對⾃⼰的無知感到羞愧, 路加寫說:「眾⼈聽⾒這話, 覺得扎⼼。」

使徒⾒證基督是有根有基的, 取⾃論舊約聖經那些直接⾒證基督的經⽂, ⽽不是憑⾃⼰的感覺
⽽⾔。彼得寫後書時說,「第⼀要緊的, 該知道經上所有的豫⾔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因為豫⾔
從來沒有出於⼈意的, 乃是⼈被聖靈感動, 說出上帝的話來。」(彼前1:20,21) 彼得還活著的時
候, 私意解經的情況必然嚴重, 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的假使徒異常猖獗(林後11:13), 這等⼈的特
徵是傳⼀個耶穌, 使⼈另受⼀個靈, 另得⼀個福⾳(林後11:4)。使徒在世時就如此, 今⽇沒有使
徒在我們中間, 私意解說聖經的情況豈不是更不受控制, 更加嚴重? 我們豈可不慎!

 *** 今⽇講到這裏, 下週繼續未完的部分 ***

有聖靈的⼈可講全⼀篇完整的道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可以講論⼀篇完整⾒證基督的道。舉這第⼀篇講章為例, 三段同講才算是
完整的⼀篇道。今⽇教會引使徒這篇講章僅愛第⼀段關乎聖靈澆灌的事, 卻不顧第⼆段與第三
段部份, 這樣不尊重使徒, 任意拆解他所講的道, 雖名為主⽇講道, 卻是篇⽀離破碎的道。講道
者分割道的⾏為產出的必是破瓦不全的基督徒, 事實就是如此, 今⽇基督徒知道僅注重聖靈澆
灌的現象, 卻不知聖靈澆灌的⽬的, 得以講說上帝在基督⾝上的⼤作為。保羅對提多說:「6聖靈
就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上的,7好叫我們因祂的恩得稱為義, 可以憑
著永⽣的盼望成為後嗣。」(多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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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講⼀篇完整的道, 不是講⼀篇道, ⽽是將道完整的陳述出來。約翰說:「⽣命在他裏頭, 這⽣
命就是⼈的光。」(約1:4) 這位“他”是與上帝同在的道, 是上帝, “⼈的光”是論整個⼈, 因此, 講道
就要講完整, 信息必須完整的表達出來。我們看今⽇教會主⽇講員安排⽅式, 採內部循環與不
時安插外來講員⽅式進⾏, 這等安排, ⼀則, 在⼀⼩時長的講道時間限制下, 不易將信息傳達完
整, 另⼀則, 講員⾃⼰無法細思信息, (⼀次講)道⽣(另⼀次講)道的情形不可能發⽣, ⽽每個⽉都
要準備新的主題, 講時只能浮光掠影。以彼得第⼀篇講道為例, 我們需要花上三個多⽉, 且是每
週講之才得講完, 實在很難以想像⼀個主⽇就講完的造就性。若每⽉只講⼀次, 需要⼀年才能
講完, 到時氣都虛了。

有聖靈的⼈看聖經是⼀本活的書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他可以將⼤衛的詩篇第16篇中寫的“我”轉⽽寫說是⼤衛指著耶穌說的, 這樣
超凡的理解使得彼得看先祖⼤衛⾒證基督就不再是⽩紙⿊字的⽂字⽽已, ⽽是⼤衛與基督鮮活
的經歷。今⽇甚多教神學的⼈將聖經看為歷史的紀錄⽽已, 是獨屬猶太⼈的歷史, 我們只需認
識到舊約時期發⽣何事即可。這樣的認知或可在聖經裏找資料, 有聖經知識, 但卻無法與基督
產⽣⼀對⼀的關係。然, 被聖靈充滿的彼得並非如此, 他看⼤衛與基督的關係等同於他與基督
的關係, 所以彼得認識到基督就是⼤衛指的基督。

耶穌在 後晚餐時對⾨徒講了⼀段話, 常令我們不解, 主說:「等不多時, 你們就不得⾒我; 再等
不多時, 你們還要⾒我。...」(參約16:16-22) 當然, 這句話的“不得⾒我”可指的是耶穌死之時, 
“還要⾒我”指的是耶穌復活後。然, 這麼⼀句話卻需要六節聖經解釋, 可⾒這句話不單單指的是
死與復活的那三天。耶穌這句話的長效性乃顯他的升天, 即⾨徒不得⾒他, 以及聖靈降臨, 使基
督成形在他們⼼裏, 即⾨徒還要⾒他。那, 耶穌的⾨徒怎麼⾒耶穌? 就是聖經中關乎耶穌的經⽂
活畫在⾨徒眼前。就彼得⽽論, 他講道時仿似基督的寶座就在現場。

有聖靈的⼈並未放棄舊約聖經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並未放棄舊約聖經, 反⽽以之為本來建構他的講道主軸。(今⽇基甸會僅發
送新約聖經, 美其名是廣傳福⾳, 使⼈好攜帶⼩本新約聖經, 這絕不是受了聖靈之後的⼈的作
為。) 彼得向猶太⼈提舊約聖經經⽂, ⼤衛, 以及耶穌, 這都是猶太⼈熟悉的, 這是他們⼀⽣不可
抹去的記憶。彼得論⼤衛寫的第16篇與的110篇詩篇, 顯出使徒論基督復活的睿⾒與超越, 這是
⼩漁夫受了聖靈後所展現的智慧, 是地位崇⾼的祭司長不及的。講道者擇選舊約經⽂為講道主
題當注意此事, 那些不⾒證基督的(舊約)講章是無⽤的。

有聖靈的⼈可有機性地連結經⽂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他知道如何將關乎基督的經⽂作有機性的連結, 因為耶穌是解釋舊約聖經
的唯⼀鑰匙。彼得第⼀篇講道援引詩篇第16篇, 再引第110篇, 這兩篇詩篇都是⼤衛寫的; 保羅
引詩篇第16篇時乃是與第2篇⼀起解釋之(參使徒⾏傳第⼗三章)。這兩位使徒引詩篇所論皆是
指向基督。

使徒既已將詩篇第16篇與另⼀詩篇⼀起解釋, 故我們就不能單獨解釋詩篇第16篇。若講道者執
意非要單獨解釋詩篇第16篇, 為的是要讓信徒以⼤衛的靈性為榜樣, 以他為標的, 那麼, 這講道
者犯下兩件錯誤: ⼀是, 他已經違背了彼得這篇講道所定的基礎, 把焦點⼜轉回到⼈⾝上; 另⼀
是, 他還必須如⼤衛般認定⾃⼰在上帝⾯前是聖者, ⽽不⾃謙是個蒙恩的罪⼈。這樣的傳道者
論基督時, 尤其在認識基督的⼈性上, 必顯偏差。

(註: 我曾⾒某傳道⼈說,「耶穌渾然不知上帝會離棄他, 他說, 就耶穌的⼈性⽽論, 恐怕他不知道
在他 後、 需要神的時候, 神竟是離他⽽去。」這是多麽荒謬的⾔詞, 耶穌要承擔⼈的罪, 上
帝離棄他是必然的事, 耶穌怎可能不知。我們明⽩耶穌呼喊「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什麼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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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意必須先認識耶穌是上帝的兒⼦, 他說的話不是他個⼈的陳述, ⽽是關乎萬⺠的, 因上
帝必離棄罪⼈。)

有聖靈的⼈必捨去原來的⼰
猶太⼈傲於⾃⼰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詡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8:33), 但⾝為猶太⼈的彼得受
了聖靈之後, 將先祖從亞伯拉罕轉以先祖⼤衛為⾸。然, 無論是傲於先祖亞伯拉罕, 或是先祖⼤
衛, 都會產⽣⺠族性的驕傲, 彼得因此必須傳揚⼤衛的後裔, 也就是上帝曾向⼤衛起誓坐在他的
寶座上的這位後裔, 作為聽者猶太⼈的信仰中⼼。

以基督-⼤衛的後裔為中⼼的信仰必去除⺠族性的驕傲, 從關注⾃⼰⺠族的發展轉為普世性的關
懷。保羅說:「不分猶太⼈、希利尼⼈, ⾃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
為⼀了。」(加3:28)基督徒必以⾃⼰的種族為傲,  但保羅這句話明⽩地告訴我們, 將來基督徒相
處的對象是各⽅、各族、各階級的⼈。

⻄⽅傳教⼠出於第⼀世界的先進國度, 常不經意地顯出⻄⽅⼈的傲慢, ⽂化⾼的⺠族易輕蔑⽂
化低的, 富者下看貧者, 脫貧者樂踩為奴的, 故我們當留⼼⾃⼰對⼈的看法, 這些出於⼰的傲慢
不可不防。⼤家都知道彼得與巴拿巴, 以及猶太⼈同伴隨夥裝假的事(參加2:11-13), 五旬節被
聖靈充滿的彼得, 這時卻無, 可⾒⺠族性的傲慢深埋在我們骨⼦裡, 難以對付。

耶穌對⾨徒說:「若有⼈要跟從我, 就當捨⼰, 背起他的⼗字架, 來跟從我。」(太16:24) 主說這
句話的背景是彼得以他的⼰設定主的道路, 阻⽌主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許
多的苦, 並且被殺。」(太16:21a) 若我們固執地認為我們⼈種優於其他, 或持迷我們的階級, 誠
然違背主說的,「誰願為⾸, 就必作你們的僕⼈, 正如⼈⼦來, 不是要受⼈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
⼈．並且要捨命, 作多⼈的贖價。」(太20:27,28)(注意紅字)

有聖靈的⼈論道的態度是堅定的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他講道的態度是堅定的, 穩如磐⽯, 並且句句論基督皆是肯定詞, 說話沒有
模擬兩可。不僅如此, 使徒要聽者注意聽他所論的基督, 好使聽者與基督產⽣⼀對⼀的關係。
講道者不是在介紹⼀個偉⼤的⼈物, 他的名字叫耶穌, 講道也不是供聽者作屬靈⽣命的參考, ⽽
是要他們信。

有聖靈的⼈不看⾃⼰的羞辱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已不再看他三次否認主的羞辱。雖然這羞辱依然是他⼈⽣記憶的⼀部份, 
但是已經不成為他傳揚主的障礙。每個⼈都有⾃⼰罪的歷史, 尤其是否認或錯認主的歷史, 但
若他悔改之後戮⼒傳揚死⽽復活的主, 卻有⼈拿他的過去詆毀諷刺之, 這⼈是當受咒詛的, 因為
他正在阻擾基督的道的傳揚。

附註: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擷取啟⽰錄
因此, 改變⼈屬靈既有觀念的唯⼀外來⼒量就是聖靈。既然主耶穌是永遠得勝的君王, 那麼, 教
會必要傳這得勝的信息, 以下列舉啟⽰錄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上帝樂園中⽣命樹的果⼦賜給他
喫。(啟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必不受第⼆次死的害。(啟2:1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 並賜他⼀
塊⽩⽯, ⽯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能認識。(啟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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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得勝的必這樣穿⽩衣, 我也必不從⽣命冊上塗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前, 和我⽗眾使者⾯
前, 認他的名。(啟3:5)
得勝的, 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作柱⼦, 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要將我上帝的名和我神
城的名, 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啟3:12)
得勝的,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勝, 在我⽗的寶座上與他同坐⼀般。(啟
3:21)
得勝的, 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上帝, 他要作我的兒⼦。(啟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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