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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真理 

專欄

基督徒的一生，原是要經歷各種靈戰，

並且在每一場屬靈的戰役上得勝，以求得靈

命的保全。這是畢生要達成的目標，所以在

信仰的道路上，對於各種屬靈的挑戰不但不

容許失敗，甚至在信仰上一點點的妥協都不

容許，才有全勝的希望。因此，基督徒唯有

追求得勝一途，沒有投降與讓步的選擇。 

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一卷中，主耶穌

要他詳細的記載小亞細亞七間教會的有關，

不是單對這七教會的指陳與評議，其實也是

對末後眾教會（基督徒）的訓示。在論述七

教會時，多次提到「得勝者」；可見，一方

面是讓末世的基督徒可以清楚的看到當日門

徒所面臨的屬靈挑戰；二方面也可以從這些

得勝者身上，看到得勝的要訣。如此，記載

七教會的景況才能顯示其深層的意義。

綜合榮耀的基督對這七間教會評議的內

容，可以明確的理出末世信徒在靈戰上應有

的教戰手冊，好讓末世的聖徒因擁有完美的

戰技，在日日靈戰中迎刃有餘。因此，以下

就以「得勝者的戰役」、「得勝的要訣」以

及「得勝者的獎賞」，分別闡述：

一.得勝者的戰役

根據《啟示錄》的記載，主耶穌對當日

的基督徒所面對的各種靈戰的類型，都一一

作了表列，好讓讀本卷書信的末世聖徒，有

所了解與備戰；今，把各種類型的戰役簡列

於下，以供同靈的參考，在知己知彼的情況

下，預備做個屬靈的得勝者：

第一類是「愛心的堅持」

主藉著對約翰的啟示，提到以弗所教會

就是在愛心沒有堅持：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

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

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

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

裡，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啟二4-5）。

七教會的

同心合意、維持真理，是屬靈教會永遠不變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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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的堅持是主耶穌所重視的。是否記

得，聖經記載耶穌曾在結束屬世的生活之

前，舉了四則審判的比喻，其中，以愛的關

懷來勝過將來審判的比喻，列在第二則（太

二五31-46），祂告訴眾人：「這些事（愛

心的關懷）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

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太

二五45-46）。主耶穌的這個比喻，是不是

讓眾人對於得救的追求，有了一個重新審視

的必要；即使信主幾十年，在教會中進出

千百次，既然不能在愛心上堅持，即使有再

多的事奉，仍免不了要受愛心的評量！

不可否認的，愛的行動可取決於自我的

衡量與自由意志，但從這則比喻中，可以

看得出這種自由意願，不是基督徒應有的偏

念。因為愛心的實踐乃是主成全救恩中的要

素之一，也因為有這要素，才能顯示教會本

質的珍貴，這就是靈性上戰場之一。

端視今日社會周遭環境，雖然尚存有些

微的人情味，但畢竟還是普遍充斥著殘酷與

冷漠，人心叵測，傷害與欺壓始終不減。回

顧主耶穌當日警告眾人：「那時，必有許多

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

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

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

到底的，必然得救」（太二四10-13）。

愛可發自天性，卻也是一份天責，古人

約瑟就在這兩方面作了極佳的詮釋。縱然

受盡了何等的委屈與艱難，仍能因著父子間

的親情，兄弟間的骨肉之情，主人與奴僕的

尊卑之情，把愛詮釋得那麼的淋漓盡致，這

乃是泛愛的極境（參：創三七-五十）；唯

有積極的愛，讓靈性得以擺脫屬世濁流的沖

蝕，才能在這戰場役上得勝。得救是藉由堅

忍的意志才得以成功，主耶穌清楚的表明，

在愛心的這場戰役上，唯要堅持，不可灰心

喪志。

第二類是「假信徒的毀謗」

士每拿教會是七教會中，唯一未受主耶

穌指責的教會，她縱使在患難與貧窮中，

反倒被主耶穌稱讚是富足的。她的富足必是

以屬靈的眼光來審視與評量的。論到她的富

足，不外是靈命的豐盛、信心的堅實、配得

領受生命的冠冕（啟二10）。但如此美好的

教會，還是受到自稱是猶太人的毀謗。此時

主如此指示他們：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

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

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

是撒但一會的人。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

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啟二9-10）。

這些說毀謗話的人，主耶穌指明他們不

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或許這些人

是屬世的猶太人，擁有他們最自傲的血統，

但卻不為主所認定的猶太人（羅二28），因

為毀謗人的就不是真猶太人；主指明這些說

毀謗話的人就是撒但一會的人。

類似這種人，古今皆有，且存在每一個

世代中，這些人勇於傷害神忠心的僕人、

屬神的子民，難怪會被主耶穌判定為撒但一

會的人。追究此輩人物之所以勇於說毀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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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目的不外是：自以為義、抬高自我、塑

造權勢、圖利自我；如此一來，不但傷害了

教會的和諧，更阻礙了教勢的發展。他們既

成了撒但一會的人，免不了的，必把自我推

向死亡的境地。

摩西的順服與忠誠，算得上是至高無

上了，被評價為世上最謙和的人（民十二

3），卻仍受到自己兄姐的毀謗和可拉一黨

的挑戰與抗拒（民十六）。他們的言行舉止

都不為神所容許，但這種事卻在選民的歷史

中一再的出現。結局固然是前者得大痲瘋蒙

羞，後者全族遭滅，但他們也都成了撒但的

工具，至為可怕。

反觀一個得勝者，縱然免除不了這樣的

戰役，唯有以忍受誇勝，並且至死忠心去承

受（啟二10），得勝絕對是屬於這樣的人。

第三類是「姦淫與祭偶像之物」

誠如主耶穌對別迦摩教會的指責：然

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裡有

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

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

之物，行姦淫的事（啟二14）。

也指責推雅推喇教會：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

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

吃祭偶像之物（啟二20）。

主耶穌以「巴蘭的教訓」和「耶洗別的

教導」兩則典故，指出這兩間教會的惡，他

們都受誘而吃祭偶像之物和行淫的事。

自古以來這兩件惡事始終結伴偶，一直

是選民信仰上的絆腳石，從不間斷的出現

在選民的環境中，成了他們的致命傷，而且

「成效非常的大」。選民一碰到這兩件惡

事，總是失敗居多，嚴重的損毀了選民的金

玉之身。

吃祭偶像之物是與撒但聯合，在信仰上

背離了神；姦淫的行為是有損聖潔之身，尤

其必破壞了家庭倫理、夫妻之道，這兩件邪

淫惡慾的事，都是耶和華極為憎嫌的行為，

選民絕對碰觸不得的（利十七7）。以色列

百姓在進入迦南的前一刻，在什亭之役留下

了長恨，能怪巴蘭的詭計嗎？（民二五）；

在耶洗別的惡事上受誘，能怪先知沒有教導

嗎？（王上十八）。只能怪選民的知識不�

夠，自我定力不足，在靈性上徹底的失敗。

顯然在這類戰役上，每戰必敗，是末世的選

民當引以為鑑的歷史教訓。

第四類是「異樣的教訓」

主耶穌對別迦摩教會的另一項指責是服

從了異樣的教訓，祂指出：你那裡也有人照

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啟二15）。

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是什麼，史料中無

精確的說明，學者專家眾說紛紜，後人的推

測也都不明確；惟可確定的是，此一輩必在

教會中另聚結一夥，並且不按真理教訓人。

教會中之所以有結黨的行為，無非是為

了爭取宗教上的權勢以及藉由宗教而得到

某種的財利。這些人往往不是一般的信徒，

而是教會中的幹部，即使不是教會事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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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也頗具能力恩賜，在利益當道的情形

下，不但不會服從教會的秩序，妖言惑眾、

引人歸己、傳講異樣的教訓，都是必然的方

法，就在教會中，聚攏了另一個族群。如此

舉動，必造成會眾彼此間的對立與猜忌，不

但中了撒但分化教會的詭計，而且阻隔了教

勢的擴展。尼哥拉黨的事件不就是可拉黨事

件的翻版（民十六1-11）。如此一來，豈不

正是給了撒但反勝為敗，得勝教會的契機。

復活後的主耶穌，升天在即，祂急切的

聚集使徒們，囑咐他們：「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20）。

屬靈的教會不容何人為首，唯有基督是

教會的頭（弗五23），這是選民領導體系

的重要原則。因此，教會由何人負責帶領不

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主耶穌的同在；既然要

求得主耶穌與教會的同在，就當記得祂的囑

咐，遵守主的教訓是求，也當以真理的追求

為重。一旦人的教導偏離了主的道，真理就

失了真，教會也就失去了得救的條件，如此

一來，哪算得主的同在呢？更甚者，還會遭

到主耶穌的唾棄，就遑論教會的得勝了。

同心合意、維持真理，是屬靈教會永遠

不變的基本精神。「尼哥拉黨」的教訓是不

容存於教會的。

第五類是「名不副實」

名不副實是主對撒狄教會的評語，祂在

給約翰的天啟中，指示約翰：你要寫信給

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

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

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然而在

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

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

們是配得過的（啟三1、4）。

 七靈和七星，說明的是完全的聖靈和完

全的主耶穌，祂以祂的完全指出撒狄教會的

有名無實，祂說：「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

死的」。主耶穌以祂屬靈和完全的屬性標準

衡量撒狄教會，指出信徒行為敗壞的程度，

已到了死亡的境地，即使教會仍掛著主耶穌

的名，實際上信仰已瀕臨死亡，所以才會說

她是名不副實的教會。

在這分天啟中，雖然祂並沒有明確的表

列他們有基督徒的名，無基督徒之實的行為

為何，但也足以作為眾教會的警惕了，信仰

一定要名副其實，但實際上教會中這樣的信

徒為數不少，太虛偽了。

從主耶穌在後頭的補述中提到：「你還

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

衣與我同行」，就可以略知一二。祂著重的

是他們潔淨的外衣，也就是聖潔的行為。使

徒保羅曾明示：「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

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

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

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六9-10）。

在教會中名存實亡的信徒，主都知道，

表面化是沒有意義的。信仰一定要務實，

人可以騙得了人，卻騙不了主耶穌，一個人

信仰的真實與否，主耶穌都知道；當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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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類是「不冷不熱」

「不冷不熱」一語是榮耀的主耶穌對老

底迦教會的的評語，祂啟示約翰：我知道你

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

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

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啟三 15-16）。

勿以為做個平淡的信徒，不必熱衷於教

會的事奉，信仰就是最安全；這種態度是

主耶穌不容許的。在這則指責中，雖然看不

出祂的指責為何，但從後面說詞中，或可推

測一二，祂提示的重點是：「你說：我是富

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

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我

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

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

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啟三17-

18）。

由這段經文可以感受到，從物質上來衡

量，應頗具財力，老底迦教會才會自認富

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她的財富從

物質上來看是可以見得到的，但物質的豐富

難免會削弱靈性的豐富。屬靈的道理若沒有

增長，靈性就必困苦、可憐、貧窮。這樣的

教會，表面上看來極為風光，但明眼人一

看，就知道她的缺乏，猶如國王新衣，赤身

露體而不知羞恥。如果缺乏屬靈的眼光，就

要買眼藥來擦眼睛，沒有屬靈的眼光，絕對

做不了屬靈的事。單憑財力來衡量世務，信

心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要買火煉的金子，

藉由主的考驗，使信心堅定。 

會也應該有所防患，務要避免教徒的魚目混

珠，以致教會失了真像。

第六類是「說謊話」

論到非拉鐵非教會，主耶穌啟示約翰：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

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

祢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祢了

（啟三9）。

說謊是撒但的本質，始祖最早就是敗在

牠謊言的伎倆；牠把神明示於他們的話扭

曲了，把善惡樹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必

定死」，故意曲解為「吃了不一定死，而且

還可便如神」（創三1-5）。於是始祖在這

一場的靈戰中敗陣下來，而且敗得非常的徹

底。自此，他們兩人不但被逐出樂園，承受

世上之苦，同時也把屬靈生命賠上了。與其

要怪罪於撒但的奸惡與詭詐，倒不如怪罪始

祖兩人對神的不忠貞。

主耶穌在世時，就曾責備當時的人說：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

你們不能聽我的道。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

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牠從起初是

殺人的，不守真理，因牠心裡沒有真理。牠

說謊是出於自己；因牠本來是說謊的，也是

說謊之人的父」（約八43-44）。

要在靈戰中成為一個得勝者，不但不可

聽信不合真理的教導，更重要的，自己也不

可成為說謊者，要用愛心講誠實話，也就是

合乎真理的話（弗四15），才不至於成為撒

但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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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摩西不就如此警告以色列百姓：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

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你吃得飽足，就要

稱頌耶和華――你的神，因祂將那美地賜給

你了。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

神，不守祂的誡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

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

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

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氣傲，

忘記耶和華――你的神」（申八11-14）。

教會不是一味謀取財富，而是要以信心成就

神的工作，信徒才能建立信心。從一無所

缺、吃得飽足，要建立信心是難的；從一無

所有卻樣樣都有，必靠相信的人建立，就是

信心之道。教會千萬別陷在依靠勢力與財力

的困頓之中（亞四6-7）。

主耶穌擺明要信徒發起熱心，也要悔

改，不要冷淡，積極追求祂所賜剛強、仁

愛、謹守的心（啟三19；提後一6）。因

此，告訴教會要買火煉的金子，就是以真理

的道加強信心；買白衣穿上，就是要有潔白

的行為；買眼藥擦眼睛，就是藉由聖靈的恩

膏，具備屬靈的眼光。如此，才可能做個得

勝者。

綜合了以上各類型的戰役，可以知道，

基督徒戰場是：「愛心的事奉」、「假信

徒的毀謗」、「姦淫」、「祭偶像的物」、

「異樣的教訓」、「名不副實」、「說謊

話」、「不冷不熱」。每個人要在這些戰

場接受挑戰，並且要從這些靈戰上得勝。 

                                              （下期待續）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禁

食禱告的經驗。在禁食的期

間，有人會立下志願，有人會

為某些事情特別祈求。但，是

甚麼原因讓您想禁食禱告呢？

過程中是否有些考驗？也有

人說，禱告不能改變神，但可

以改變自己。您也是如此認為

嗎？在禁食禱告中，您是否已

獲得更多的造就？

禁
食
禱
告
的
經
驗

來稿請註明「主題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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