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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一1-13

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

「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

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

6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

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

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啟十一1-13

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裡上來的獸

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

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裡的街上；

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

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9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

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

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裡。

10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

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啟十一1-13

11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裡進入他們裡面，

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12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

對他們說：「上到這裡來。」

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

13 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特別的時代，需要不一樣的傳道。

就在靈界捆綁人、

基督國快來臨之前的時候，

第十章在講約翰喫書卷 ─ 傳道

第十一章兩個見證人、兩個燈臺 ─ 傳道

在提醒我們：

末世靈界越來越混亂、越捆綁人

基督國快來之前的時候，靈界越不甘心

上帝希望你我

像約翰喫書卷、像這兩個見證人，

在特別的時代，成為不一樣的傳道！

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用飛機、炸彈，轟炸英國倫敦三島，

最黯淡的時候，收音機傳出首相邱吉爾的聲音：

「英國立國到現在，從沒遭過這麼大的災難，

你我英國人跪著在永生神面前，

祈求認罪、求神憐憫改變，或許有盼望。」

英國人全國跪著認罪悔改禱告！

一段時間，奇怪、也很奇妙的事發生，

希特勒本是海線往西的戰術，

竟然好像學習拿破崙 ─ 往東打蘇俄。

蘇俄地廣人稀、冰天雪地，希特勒卡死在裡面！

決定世界大戰，從靈裡角度來看，

正是收音機傳出來的不一樣的聲音。

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第六號、第七號中間，人間的災害

從四分之一 → 三分之一 → 百分之百，

增加過程中最需要的 ─ 十一章兩個見證人的傳道。

摩西，上帝藉著他讓以色列人

在法老王捆綁之下被救拔出來。

以利亞，亞哈靈界捆綁政教掛勾，

以利亞對亞哈說你要悔改歸向真神。

華人社會最需要的 ─

傳天上神的聲音、日光之上神的信息，

給日光之下在靈界捆綁、沒有盼望的人，

歸向真神的聲音

這兩個見證人傳的是什麼聲音呢？

1. 安慰的聲音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毀，

不是指著聖殿，而是指著屬神的百姓。

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

「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屬神的百姓被保守

波斯灣戰爭前線美軍最喜愛的經文

詩九十一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1. 安慰的聲音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被量在裡面蒙保守，可能會有一些外在的災害

十二6 婦人…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十三5 獸…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三年半 ─ 「七」的一半

第一世紀延伸到末世，「七」完整

2 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表示忍耐到底、終必得救，

信徒所受的傷害不是長期的、是可以忍受 ─安慰
約十六「世界上有苦難，但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一個災害、靈界捆綁的時代，需要傳安慰的信息。

2. 傳悔改的信息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兩個見證人所傳的就是悔改的信息，因此遭災、被殺

人不願意歸向真神，不願意活在光、而活在黑暗裡

10 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15 天上有大聲音說：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在黑暗的裡面的人，

不願意來聽這兩個見證人所傳的道；

上帝要我們不只傳安慰的信息，也要傳悔改的信息，

施洗約翰的信息 ─ 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

耶穌 ─ 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耶穌、信福音

2. 傳悔改的信息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司布真在教會裡試音，冒出一句話：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有有一個工人在牆壁上漆油漆，

聽到司布真傳神的道，就想到

「我犯了罪、我是一個罪人」

聖靈感動他，跪在地上認罪悔改。

因為他聽到悔改的信息，

當場這個工人就信了耶穌。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 ‧得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的同胞心很硬，

末世災害越來越多，三分之一被殺，

剩下三分之二人，不懂得悔改，

好像災害對他沒有任何意義，

那個時候需要傳悔改的信息！

因人施教，讓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該聽上帝的聲音。

這是智慧，要成為不一樣的傳道

需要安慰的人 ─ 傳安慰的信息

安慰、憐憫、赦罪、十字架的救恩

需要責備的人 ─ 傳悔改的信息

摩西責備法老王

以利亞責備亞哈，沒有任何保留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這兩個見證人到底是誰？

明明寫著「兩個見證人、兩個燈臺、兩棵橄欖樹」

十一30 穿著毛衣 ─ 像以利亞、施洗約翰

十一60 傳道的時候叫天閉塞不下雨 ─ 像以利亞

十一60 水變成血 ─ 像摩西

十一12 被駕著雲上了天 ─ 像以諾

何以不是四個？

是指歷世歷代的信徒 ─ 神所用的人，

只要願意成為不一樣的傳道、接受不一樣對待的人，

都可能就是這兩個見證人。

結果無底坑的獸跟他們交戰，靈界邪靈會把他們殺了；

靈界不容許兩個傳道人，惡者最不喜歡是你我傳主道。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傳道人的定義 ─ 傳主道的人，

不是有沒有按牧，而是有沒有傳道。

在學校、在辦公室、在監獄、當醫生、護士，

在任何地方傳道的人就是傳道人。

有權柄、有神的恩典，但是 ─ 惡者不容你。

十一7-10 惡者把他們殺了。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裡的街上；

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

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裡。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

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傳主的道，會受苦難、被靈界攻擊、被世人嘲笑，

要學習吃苦、也要學習吃虧。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兩個見證人死在哪裡？

十一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裡的街上；

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

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他們的屍首不只在羅馬、所多瑪、…

─全世界！

約壹五19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古蛇、魔鬼撒旦、大龍，會殺害屬神的人。

你最好預備好，「不一樣的傳道、會有不一樣的對待。」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慕迪發覺一個小孩子受傷害，就去探訪他家，

一看家裡都是酒罐子、爸爸常常喝酒打孩子。

慕迪做一件特別的事、準備接受不一樣的對待 ─

把所有的酒罐一罐一罐的倒掉。

幾天以後給這小孩子的爸爸見到，當然很生氣，

準備打慕迪的時候，慕迪說：

「你要打我可以，可不可以讓我先為你禱告？」

慕迪抓著爸爸的手、也抓了孩子的手：

「親愛的主可憐這個孩子…
求主憐憫他、安慰他。」孩子心受感動。

「主啊！憐憫這個爸爸…
求主你的愛感動他。」爸爸也受感動。

禱告完，父子和好，不再打慕迪。



‧傳不一樣的聲音‧受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馬偕從淡水一上來，

閩南人不只是不聽他所傳的道，

到後面撈大便澆在他頭上！

馬偕只好到山地去傳道。

You’d Better Prepared.

要被主所用的人，要肯付代價 ─

要肯吃苦、要肯吃虧。

基本上要三個厚厚的：

腳皮厚 ─ 走很遠的路

肚皮厚 ─ 肯吃很多苦

臉皮厚 ─ 人家打你的右邊、左邊也給人家打

第四厚 ─ 膝蓋皮要厚、常常肯禱告

‧傳不一樣的聲音 ‧受不一樣的對待‧得不一樣的結果

11-13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裡進入他們裡面，

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

「上到這裡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

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對比以利亞時代，七千個沒有向巴力屈膝的

鼓勵我們，如果成為不一樣的傳道，

像這兩個見證人有不一樣的結果 ─

被接到神那裡去、被安慰、被保護，

雖然經過死、卻又經過復活。

不一樣的傳道不一樣的傳道

特別的時代就需要這兩個見證人般 ─

肯吃苦、肯吃虧、肯擺上、肯賣力、肯被主所用。

1. 你的家在天上、不在地上

2. 苦難是短暫的、不是永恆的

3. 定睛在神身上、關心上帝所關心的事，

上帝就關心你所關心的事

傳道人─ 傳道的人

有十字架的苦楚

也有十字架背後的安慰

復活的能力遮蔽你，公義的神最後會行審判。

呼召你我，能夠在這個彎曲悖逆的時代，

傳主的道被神使用！

禱告禱告
求主感動我們所有屬神的人，被主的愛得著，

明白去傳不一樣的聲音是最榮耀的呼召，

能夠傳安慰、傳責備的信息，

因為傳道的原因願意受苦；

也因為願意受苦的原故，來接受世人的羞辱。

更要緊的是，

看到您是天上的神、您最後掌權，

呼召我們進入您的國度，經過死裡復活！

這樣的信心賜給我們、

這樣的傳道的心志賞賜給我們。

祈求感恩仰望，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