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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

「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

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

8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

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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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第七課第七課 另一類的選擇另一類的選擇

思想啟示錄的第六個教會 ─ 非拉鐵非教會 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13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第七課第七課 另一類的選擇另一類的選擇
啟三7-13

非拉鐵非教會的人，受到當時猶太人的逼迫，

背後有撒旦一會的人的毀謗，

結果這個教會，跟士每拿教會一樣，

都沒有受到責備！

非拉鐵非教會作另一類的選擇，

結果被記念，被稱讚。

第七課第七課 另一類的選擇另一類的選擇

從這個教會來看到現在華人教會，

正是提醒我們，

要被神所用、能夠渡過末世的災難，

留心，要懂得做不一樣的選擇！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摩西在皇宮裡面被神所用，

四十歲的時候知道他是猶太人，

放棄埃及的財富、地位、法老王的接班，

寫下五經、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過紅海。

尼希米將王酒政的地位看為輕淡，

離開王酒政、王宮舒服的位置，

走了八百里到他自己的家鄉，重建聖城。

亞伯拉罕在人間墮落敗壞、自高自大的時候，

上帝呼召離開本地、本族、本家，

離開多神文化，來歸從、依靠真神，

結果變成以撒、雅各，大衛、到耶穌的信心之祖。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路得的祖宗是摩押人，

是羅得跟兩個女兒亂倫，所生的後裔，

不能進耶和華的會，是墮落敗壞亂倫的子孫。

路得做不一樣的選擇，

祖宗的惡名 ─ 改運，她進入大衛家譜，

馬太福音第一章裡，耶穌的家譜記載她。

如果你是第一個信耶穌的人，

要學習為著希望家人得救的緣故，

早早作不一樣的選擇，

像路得一樣，回來歸向真神。

所有神所用的人，都懂得做不一樣的選擇。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被神所用的人，應當如何作不一樣的選擇呢？

三7 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

逼迫非拉鐵非信徒的人，是猶太教的人，

以為猶太教的祖先是大衛，

就不讓非拉鐵非的信徒歸向耶穌；

耶穌鼓勵他們：

「真正掌管猶太教祖先大衛鑰匙的，

不是猶太人，而是彌賽亞耶穌，

聖潔真實拿著大衛鑰匙的耶穌！」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作另一類選擇的人，絕對有不一樣的眼光，

那個眼光幫助他來依靠神！

大衛的鑰匙不是放在猶太教的手中，

而是放在耶穌手中，

耶穌才有辦法開，沒有人能夠關

關了就沒有人能夠開

耶穌的門是開著的，祂等待你進來，

你可以在耶穌裡面，

找到永恆的安慰跟保護。

學習作另一類選擇的人，

有這個眼光，來依靠神！仰望神！眼光定睛在天上。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要被神所用，就要常常有不一樣的眼光！

什麼叫眼光？就叫信心。

來十一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帶著永恆眼光，看環境背後的神在主宰，

就不至懼怕，否則會懼怕！

彼拉多就懼怕猶太人，

結果寧可讓耶穌被害，送他上十字架，

彼拉多被世界同化了。

當時得到人的一些稱讚，不過是短暫的 ─

耶穌基督…在本丟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

使徒信經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求主幫助我們，在困難當中，

學習不要被世界所改變、所同化

學習有另一類的眼光，學習看天上的神

羅得跟亞伯拉罕，到約旦河的西邊要分土地的時候，

羅得看約旦河東，

以世界觀念、價格觀、金錢

為人生決定的原則，

就進入所多瑪的罪惡敗壞裡面。

沒有永恆眼光，無從作另一類選擇

亞伯拉罕有永恆眼光，

成為以撒、雅各，大衛到耶穌的始祖，

因為他作了另一類的選擇

‧不一樣的選擇‧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耶利米知道南國一定會被擄，上帝感動他，他也順服，

傳道給當時的王、當時的人，叫他們悔改！

他帶著天上神的眼光，才有辦法來侍奉。

信心一開竅、看所當看，就敢面對非拉鐵非所面對的困難，

撒旦不可怕！因為你已經有另一種眼光。

挪亞作了一百二十年的傳道，人家嘲笑他，

他明白上帝主掌王權，會有大水來審判人，

他帶著不一樣的眼光，最後全家蒙恩。

米該亞─ 列王記上二十二章，

定睛在天上的神，指責亞哈說：「你應當悔改！」！」

就是因為有天上的眼光，他說耶和華在寶座上寶座上。。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三8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

撒旦一會的人，猶太教的人會來逼迫，

種族、宗教、政治卡在一起，逼迫非拉鐵非的教會！

小教會受稱讚，反而大教會受責備

富有、人多的教會，不一定得神的稱讚

上帝所看重的，並不是你外表，

而是裡面肯不肯做不一樣選擇！

有不一樣的眼光！

大教會受責備，小教會像非拉鐵非教會，

略有一點力量，又能遵守主的道，被稱讚。

這麼做的人，要留意，會有不一樣的對待！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啟示錄十二、十三章

惡者撒旦模仿基督受死復活，

慫恿世界的人跟從牠

獸、撒旦、古蛇，叫人 ─

受牠的印記，然後殺害信徒！

但以理做不一樣的選擇 ─ 歸向真神，

結果被丟到獅子坑裡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被丟到火窯裡

馬偕到台灣淡水，敲門傳福音，

台灣人在頭上給他澆大便

要侍奉神，常常會有苦難、會有不一樣的對待。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撒旦用政治、經濟、權力、錢力、宗教、邪情

啟示錄第六章開始，七印、七號、七碗，就在描繪 ─

Power、Money、Sex，要來綑綁屬神的百姓

非拉鐵非的教會是第一世紀的教會，

也在描繪所有兩千年到將來的教會，

都可能面臨的困難、逼迫。

源頭在撒旦！

使徒保羅每一個地方去傳福音，

總是有石頭會丟過來；

腓立比、帖撒羅尼迦、非拉鐵非的教會，

是苦難逼出來的教會，得到稱讚！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God has one son without sin.
上帝只有一個兒子沒有罪

He has no son without suffering. 
卻沒有兒子不受苦的

傑弗遜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總統，

因為他願意面對別人在他身上的負荷、來承載。

耶穌承載我們！

耶穌說：「你要跟從我，背十字架來跟從我。」

屬神的人常常會有逼迫，這個是命定的

耶穌的開路先鋒約翰，是給希律王砍頭的

耶穌的門徒，大部分都是殉道的…
侍奉神的人，為了做不一樣的選擇，會有不一樣的對待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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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惡者在背後慫恿猶太人，來逼迫非拉鐵非的信徒。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雖然他們逼迫你，

最後要服在你面前。

好像約瑟所有的哥哥們，

到他面前來下拜一樣！

非拉鐵非的教會

有不一樣的結果，

成為被愛的族類。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彼前二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上帝恩待你，因為你做不一樣的選擇，

接受別人不一樣的對待，結果你是「被愛的族類」。

是耶穌所愛的，這稱呼就好像約翰一樣，

是「主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

你希望死的時候，墳墓上刻的是什麼？

「這個人是主所愛的」？「這個人是被世界所愛的」？

我寧可選擇：「這個人是被主所記念的」，

可能被世界所恨惡的；

而不願意像一般人一樣，

被世界的人所稱讚，而不被主所記念。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三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被主保守

耶穌再來的時候，會有普天下的試煉，

你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上帝的兒子耶穌會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三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因為保守的緣故，祂就會擁抱你，

越困難臨到的時候，祂就越保守越靠近你，你，

讓苦難變成避風港。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三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被主紀念

新城耶路撒冷，有使徒的名字，也有你的名字 ─ 刻在上面，

你被永恆記念，被主記念，

比世界的人記念你更重要！

受苦的時候，帶著信心、永恆的眼光，

學習做不一樣的選擇。

‧不一樣的選擇 ‧另類的眼光 ‧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中南美洲宣教士 ─ 詹姆士‧艾立特，

死前講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聰明的人要學習傑弗遜、但以理、路得…，

學習非拉鐵非的教會，做不一樣的選擇！

雖然有苦楚，但是最後被永恆記念。

It is not Fool giving up what you can't Keep.
放棄不能擁有的，並不是傻瓜

And gaining what you can't lose.
得到不能丟棄的，才是聰明的人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靠主的恩典，回到主面前做不一樣的選擇，好叫別人蒙恩！

禱告禱告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讓我們懂得做不一樣選擇，仰望您！

讓聽的人、看的人得到感動，

學習非拉鐵非的教會，有不一樣的眼光，

雖然有不一樣的對待，

卻因為知道有不一樣的結果 ─ 被你永恆記念，

就願意把身體獻在你面前 ─

跟從耶穌，

叫世界的人得到好處，

叫你的名得到榮耀！

祈求感恩，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