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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相约在雅博渡口 

经文：何西阿书 12：1-6 

大纲：１ 谁在宝座上（１２：１） 

   ２ 神等候施恩（１２：２－３） 

   ３ 致命的信心（１２：４－５） 

   ４ 当归向上帝（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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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何西阿书 12：6 
6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 

提醒事项： 

1 还没有拿到 10-12 月主日服事分配表的同工请向陈剑姐妹索取。 
2 需要[两年读完圣经一遍]进度表的，请向林立志弟兄索取。 

3 要购买圣经、新旧约圣经背景注释 CD 者，请和黄宗妮姐妹联系。 

认信基督及其真理 

第六，还有一种试探，也给人的灵魂带来不安：有许许多多敬虔之人轻轻

松松地经过这个世界。他们有安息，坐在属于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

和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死的时候也有信心。但是，我却终日遭灾难，每

天早晨受惩治。为什么我这样不顺，而其他人则凡事顺利呢？我的回答就

是：“难道上帝不是主权的上帝吗？难道祂不可以按祂自己所喜悦的方式来

对待祂手中的泥土吗？你一直没有被扔进地狱里，难道不是因为祂的恩典

吗？”我们有责任以爱心接受祂的主权，顺服上帝的主权，毫不争论――尤

其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些属祂的人得益处（罗 8：28），

祂根据祂自己的定旨先见使我们处处与祂的慈爱相遇。“祂向我所定的，就

必做成”（伯 23：14）。不要嫉妒别人的幸福。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

不也是耶和华吗？祂不可以把自己的东西赐给祂所愿意的人吗？因为上帝

是慈爱的，你就眼红吗？你当为上帝向你显明祂的慈爱而欢喜。当然，更

重要的是，比起那些在身体方面平安度日的人而言，上帝赐给你更大的仁

慈。上帝用祂的圣灵光照你，主耶稣与你亲嘴；甜蜜的安慰，顺服的倾向，

以及殉道士的心志，这都是上帝对你时时的眷顾。许多人就身体方面而言

是兴盛的，但却生活在黑暗之中，信心软弱，在敬虔方面犯了很多罪。难

道身体胜于灵魂吗？身体的兴盛比灵魂的兴盛更重要吗？相反，上帝把这

个世界上一个受造物所能享受到的最大的恩宠赐给你，也就是作基督的见

证者，向人显明对基督的爱能够胜过一切，大水不能熄灭这样的爱，上帝

让你作为基督的精兵与敌基督者争战，并期盼有殉道者的冠冕临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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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一个人的生活越是与上帝的目的一致，就越是

幸福。你们每个人都比其他成千上万的敬虔者更荣耀耶稣。因此，你当满

足于你的福分，高兴欢喜。既然上帝已经视你配得为祂殉道，就当为此而

感谢上帝。 
第七，我认为最后一个试探就是：“我的苦难太严重，持续的时间太长；我

无法再忍受，我就要接近否认主那一点了。此外，我感到非常受压抑，因

为我已经丧失了我的亲人。他们已经公开否认自己的信仰，我的子女也被

带到修道院里，在那种偶像崇拜的环境中长大。我真是太悲惨了；我逃到

哪里去呢？我当如何行呢？我几乎要灯枯油尽了。”你当知道，你认为自己

的十字架太沉重，背负的时间太长。在灾难到来之前就害怕灾难，这种害

怕比灾难本身更可怕。如果我们要遭受苦难，如果上帝呼召我们作殉道者，

通常祂也会赐给我们殉道者的心志。如果你间或情绪沮丧，上帝会再次赐

给你勇气，用内在的恩典来安慰你的灵魂。当恩典充满灵魂时，苦难就不

再是苦难了。如果耶稣临到，祂的爱点燃人的爱，你就会翻越苦难的崇山

峻岭，仿佛它们都是鼹鼠拱起来的土堆一样。上帝知道你能承受多少，祂

不会试炼你超过你能忍受的。祂或者是根据你的力量减轻十字架的份量，

或者是根据十字架的份量加添你的力量。主会救拔你脱离试探，方式就是

赐给你知足的心，使你以祂的旨意为满足，这样祂的恩典就够你用的，你

就能够因着你的软弱夸胜，你就会“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

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你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林后 12：
10）。也许祂会使十字架轻省一些，为你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因为这一

十字架虽是藉着人加在你身上的，但并不是来自人的。上帝已经数算过你

的头发，是祂把十字架加给你的。祂把十字架加给你，是因为爱你的缘故，

要使你得荣耀，所以祂也可以减轻你所背负的十字架的份量，或者完全把

你释放出来，或者使你坦然无惧，在祂没有难成的事。祂也可以把你转移

到荣耀之中，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

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21）。

至于你丧失了自己的亲人，他们都公开地否认了自己的信仰，这是真实情

况，也使你更加痛苦。但是，对你而言，这一切都不能比基督更宝贵。“爱
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太 10：37）。感谢主，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亲人，这样通过离弃他们，

你就可以表明你更爱的是耶稣。至于有成千上万的人公开否定了自己的信

仰，他们确实是非常悲惨的，因为他们已经否定了耶稣。在宗教改革之后，

敌基督者所受的更沉重的打击就是来自在公开场合撤回宗教改革信仰的人，

因为有大量的人与天主教混合在一起，但他们心中是恨恶教皇制的，而且

通过他们，在教皇派人士中有更多的灯火点亮起来。他们认识到天主教的

低劣和虚伪，也认识到改革宗信仰的真确性。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他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   http:// www.livingspring.ch 
info@livingspring.ch     

5 

们就能离开天主教，转到改革宗阵营里来，这种环境的改变即将临到。至

于你被关押在修道院里的子女，上帝会根据祂不变的圣约眷顾他们――“我
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

的上帝”（创 17：7）。上帝供养他们的生活，保守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中各

样的虚妄。假如他们不在修道院中，也许就会坠入其中。祂能够保守他们

在真理中，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真理，上帝就会向他们显明真理。如果有

一天环境改变了，上帝就会使他们承认、告白并经历真理。让我们更多地

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托在信实的上帝手中吧。因此，不要让任何事情打

扰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作为基督的精兵得胜。不要让这些事情使你动

摇，也不要把自己的生命视为宝贵（徒 20：24）；“你务要至死忠心，我

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 2：10）；“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

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美好的见证”（提前 6：
12）。 
我亲爱的弟兄啊，荣耀的光从你们身上发出来，请容许我劝勉你们当刚强

壮胆，坚定不移。假如你们现在不需要这样的劝勉，你们在上帝自由之灵

的支持下，已经勇敢地战斗到今天，我仍有责任和心志向你们分享主所赐

给我的。所以，请容许我向你们表明我的爱，这样在审判之日我可以听到

主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太 25：36）。 
首先，请你们思考无数殉道士的榜样，他们诚实地奋斗，已经得了荣耀的

冠冕，现在天上处于得胜的状态。在各个时代，上帝的方式就是呼召一些

人为祂作流血的见证人，目的就在于使主耶稣得着荣耀，使世界知罪，教

会得坚固。假如我对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有所理解的话，在我看来，第

四个碗正在倾倒下来，而第五个碗即将倾倒在兽（也就是罗马）的座位上，

那座位注定不久就要被摧毁，敌基督的国就要变为黑暗。此后那兽自身也

要被除灭，教会随后就会进入一个荣耀的阶段。因此，在我看来，你们是

在那些有特权为耶稣殉道之人的最后一群之内。我重复说“最后一群”，因

为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受迫害，包括在其他国家的教会，但是，受迫害的时

间不会长。所以，不要最终屈服，要以那些从前时代为耶稣而殉道之人的

受苦和坚定为榜样，他们为耶稣之名的缘故，受到犹太人、异教徒和敌基

督者的迫害、折磨和杀害。但是，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是得胜者，持守信

仰，直到最后仍然认耶稣为主。在这一封信中，我们不可能一一列明他们

荣耀的见证，受苦的严重和漫长，他们的勇气和忠心。我将举出《希伯来

书》11 章 35 至 39 节所记载的内容。“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

受穷乏、患难、杀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看哪，这就是殉道士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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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的，当时许多人殉道的愿望太强烈，就轻率地献上自己，毫不犹

豫地鼓励陷在火焰中的殉道者，并且不时地大喊：“我也是基督徒。”妇女

一听到仇敌正在前来杀害所有聚会的信徒，就匆匆地跑到聚会的地方。这

些妇女所担心的是她们来的太晚，她们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来，好让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得蒙特惠成为殉道士。那时，当你蒙召殉道时，你

会屈服吗？难道她们的坚定不会激励你忍受一切吗？正如她们当初所做的

那样，坚定不移地为基督之名的缘故忍受一切。受的苦越大，将来得的荣

耀也就越大。你当效法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按尼布迦尼撒王的命令

拜偶像，并且对他说：“尼布迦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祂也必救我们脱

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

立的金像”（但 3：16－18）。 
第二，把你一时的受苦与永恒的荣耀相比。你丧失的是什么呢？你会说：

“名誉、财产、父亲、母亲、孩子、便利――是的，甚至生命。”你会受什

么苦呢？你会说：“饥饿、寒冷、赤身露体、充满害虫的发臭的牢房、重重

的捆锁、残忍的劳作、无情的鞭打、很少能够躺下睡眠――最后还被侮辱、

焚烧、挂在绞刑架上，被狗吃掉。”但是，你当晓得，这些都是至暂至轻的

苦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 章 17 节就是这样谈及苦难的。公开否

定自己的信仰就会使你重新得到那些心爱之物吗？公开否定自己的信仰就

能使你逃脱这些灾难吗？你自己也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假如公开否定你自

己的信仰，你得到你自己所希望的，然后，你的良心就会不得安静，使你

无法承受，昼夜不得安息；上帝的愤怒充满你的灵魂，你的心中满是惊恐

和焦虑，你的身体有难受的结石，难以忍受的痛风，长恶疮，有溃疡，各

种痛苦的不适，使得你精疲力竭，求死不得；或者你那可怜的灵魂，虽然

恢复了自由，也许有各种奢侈的享受，但在你公开否定信仰之后不久，就

伴随着地狱般的苦楚离开这个世界，那你到底有什么得益呢？一定要晓得，

一旦你公开不认主，你就会为之后悔，你就会希望并寻求再回到原来的状

态。他们垂头丧气，面色无光，死亡一般苍白，可以看出来，那些否定耶

稣，守住了财产的人内心状况是何等凄惨。他们认为你们的状况要比他们

好几千倍。你现在就处于这种状况之中，无法得回已经丧失的。假如你要

重新得回一切，上帝的烈怒会追随你。即使老婆孩子都在眼前，只能加重

你灵魂的忧伤。你逃离了大水，却跳进火坑之中，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

一定要晓得――因为日常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仇敌并不相信你在各个场

合所作出的否定。他们仍然恨你，因为他们索要的是你的生命。既然你公

开否定主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坚定不移地持定对耶稣的认信，不是更好吗？

假如你否定耶稣，因此而得到整个世界，却伤害到你的灵魂，你能为你的

灵魂付上什么赎价吗？“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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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得着生命”（太 16：25）。 
若是你高看永远的荣耀，胜过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和享受，你就会

像当初的保罗一样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

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 8：18）。不管你受死的方式如何，死后就

被天使引领到天堂，是何等有福，何等甜蜜，何等荣耀啊！啊，天国的所

有居民，见到那捍卫真道的勇士得胜进入天庭，都会起立迎接！主耶稣会

以何等友善的方式欢迎这样的人来到天庭啊！因为你的得胜，将会有何等

喜乐的哈利路亚颂歌响起啊！这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的语言所能描

述的。没有任何人曾经见过，也没有任何耳朵听过，上帝为那些爱祂的人

所预备的超出任何人心里所想的，尤其是为那些忠心地以鲜血见证真道的

人。圣徒在荣耀里要承受产业，直接与主相交，得见主的荣面，满足于主

的至足，为祂的面光照亮，得享祂爱的拥抱，被祂的全能环绕，为祂的慈

爱充满，甚至在纯粹的圣洁中发出光来，为爱所燃烧，在顺利里得着不可

测的喜悦，站在天使中间，与那些最最完全的义人的灵魂为伴，在主直接

的临在中，与他们一起得见、经历主各样完美的属性，从而赞美主各样的

完美――这就是永福，这就是荣耀。与自己已经得荣的身体联合，与基督

得荣的身体一样，站在耶稣王的右边，放眼整个世界――特别是那些曾经

折磨、迫害过他们的人，灵魂与身体都得荣耀，作为得胜者披戴冠冕，由

主耶稣引领到天庭，在那里经历永不减少的喜乐，没有死亡，没有眼泪，

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主为那些在世人面前敬畏祂、信靠祂的人所预备

的莫大恩惠。请注意思考以下的经文：“此后，我们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

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

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祂殿中侍奉祂。他们不再饥饿，不再干渴；日头和

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羊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

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 7：9，13－17）。现在，请把

你所有的苦难和世上荣耀、可悦的一切，与这种永恒的、喜乐的荣耀相比，

你就发现自己无法比较，因为其间的不同太大了。难道这还不能使你在困

难中欢欢喜喜吗？难道这还不能使你在争战中刚强壮胆吗？在这场争战中，

靠着上帝的权能，胜利已经是必定无疑，冠冕已经是确确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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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黄宗仪 证道: 陈远明 

司会: 陈剑 司会: 黄宗妮 

司琴: 赖迦南 司琴: 赖迦南 

招待茶点: 陈丽儿 招待茶点: 林舟 

儿童主日学: 吴漾  儿童主日学: ‐ 

幼儿照顾: 黄宗妮 幼儿照顾: 董鹰 

周报: 林立志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总人数:17 人 上次主日总奉献:115 瑞士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