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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今日西方潮流

政治正確 善惡不分

高舉人權 罔顧道德

容忍共融 泯滅真理

無神去神 荼毒菁英
(tu)



聖奧古斯丁,公元413年著

《上帝之城》City of God
（拉丁：De Civitate Dei）

羅馬人災禍的原因: 他們的神明(pagan gods) 

把他們帶進腐敗和邪惡中。

歷史: 天使與人的受造; 惡的起始、人的原罪;
刑罰與後果。

平行的两種不同世界觀

基督徒,不屬地上之城 (羅 馬 - 世俗),    

而屬上帝之城(新耶路撒冷-教會)。



希伯來 十一: 8-12

8-10：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
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 他因著信，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
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11-12：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希伯來 十一: 13-16

13-14：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
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15-16：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
預備了一座城。



一. 亞伯拉罕因著信 (希伯來十一: 8-10)

1.蒙召遵命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還不知往那裡去? 

2.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foreign country)居住帳棚。

3.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亞伯蘭 亞伯拉罕 有根基的城
(吾珥&哈蘭） （迦南地） （永生神的家）

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
房屋。…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 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
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林後五：1 &4)

這帳棚 = 在世的身體



二. 撒拉因著信 (希伯來十一: 11-12)

1.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2.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

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 (創十八:14）

[太十九:23-26] 耶穌論進天國；門徒疑惑“誰能得救呢？”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



三. 這些人 (希伯來十一: 13-16)

(以撒、雅各...歷世歷代蒙召、有信心的人)

1.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embraced)。

2.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
以回去的機會。

3.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天上的(属天的 heavenly);
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
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三：11）



四. 對新約時代信徒的意義

與信心列祖一樣，因著信 (希伯來十一: 8-10）

1.蒙召遵命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2.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

3.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舊人 新人(聖徒/客旅) 有根基的城
(世俗） （教會） （永生神的家）

[羅一:7] 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 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

[林前一:2] 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們的主。



曾國藩名言

天下有三門 :   

繇於情慾，入自禽門；

繇於禮義，入自人門；

繇於獨智，入自聖門。
(繇: 宙或由）



兩個門,兩條路

[馬太七:13-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

A)世俗老路：人的習俗、價值觀和潮流（舊人）
[弗二:2-3] 那時…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馬丁.路德： 我很擔心學校成地獄之門，除非用神的話調教少年們的心。

B)生命之道： 信耶穌(進窄門); 走十字架的窄路。

不同結局:「滅亡」vs.「永生」



衰落的美國 – 世上樂土？

• 國債: 2014底，$18兆(1012) 或 $56,000/人

隱性負債 >$100兆

• 兇殺: 全美 >75,000槍傷(>31,000人致命)

• 牢犯: 2,500,000人

• 愛滋病(HIV/AIDS): 1,200,000人 (新感染 >50,000人/yr) 

全世界青少年第二大死因

• 憂鬱症: 20,000,000（9%）成人

• 吸毒/濫用藥: 12,000,000/年



[使二:38-40]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說: “弟兄們,
我們當怎樣行?”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
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的」。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 

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林後五:17-18]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
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

教會 (ἐκκλησία, ek-klésia)：被呼召出來-歸給神的群體



希十一: 8、11、13                         因著信、存著信

信仰(Faith，pistis), 仰望：自有永有的 神（I AM WHO I AM)

誠信(Conviction): 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基督、救主 (新约）

新造的人
得救地位: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羅十:9)

被聖靈重生: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八:16) 

顺服(Obedience) : 自然投入分別為聖的生活

生活的見証
生命的顺服、背起十字架: 顺從神的道、經歷主同死、同活。 (羅六章)

成長的目標：效法耶穌、得享神的兒子的榮耀。 (羅八:29-30)



不同生命的見証
喬治•伊士曼 (George Eastman, 1854－1932年) 

• 美國實業家、慈善家, 一生捐款超過1億美元。
• 無神論者。晚年被病折磨, 自殺而亡。

約翰•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1839－1937年)  

• 美國實業家、慈善家, 一生捐款超過5.5億美元 。

• 虔誠讀聖經、固定聚會。不煙不酒不賭、生活自律。

• 25歲結婚直到98歲去世,沒有第二段男女關係。

• 關照黑人,鉅資提升黑人教育; 一生支持很多教會背景
的機構、學校(e.g. 芝加哥大學、洛克斐勒大學、北京
協和醫學院/中華醫學基金會)。

實踐 J. Wesley: "Ear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 



希十一: 9&13               是客旅、是寄居的
• 摩西五經：「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利二五:22）

• 大衛王：「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
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歷代上二九:15）

• 「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

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彼前二:11）

• 「…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們得贖，
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 （彼前一:17-19）



《天路歷程》

著名的寓言文學

約翰•本仁
（John Bunyan，1628－

1688年)

舊人 新人(聖徒/客旅) 有根基的城
(世俗） 重生 （教會） 走天路 （永生神的家）

我們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十五：19)



希十一: 13-14  承認自己、表明自己
分別為聖- 意志選擇顺從神的道

神有呼召:「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就打發僕人
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 凡遇見的都
召來赴席 。... 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太二十:1-14)

人的回應:「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

就得著了。」 (太十一:12) 

[希四: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
跌倒了。



有根基的城
聖城的境界

[希十二：22-24]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 永生 神的城邑, 就是天上
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
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並新約的
中保耶穌.....。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 神所
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 神；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烈火。

[希十二：14] 你們要追求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
見主。



和睦 (Peace, Shalom)

• 温和、安全、和諧：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塵土
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

(賽六十五：25)

• 平靜、安寧：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二十一：22-24)

效法耶稣: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太十一：29)



人非聖潔不能見主

•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
私慾的樣子。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
要聖潔。 (彼前一：14-15)

•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
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 (希十二：21)

• 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當主顯
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凡向祂有這指望的，
就潔淨自己，像祂潔淨一樣。 (約I書三：2-3) 



[路二一:10-28]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
疫。...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
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
駕雲降臨。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審判 戰争 饑荒 温疫

末世現象

葛理翰(10/16):

現今美國的敗壞有
如所多瑪、蛾摩拉



結 論
我們蒙召作聖徒，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被社會潮流牽引、

出淤泥而不染、走分別為聖的道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約I書二：17）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

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

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希十二：1-2）

Maranatha! 願主快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