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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帳幕在人間(三) 

得勝者 

江守道 

讀經：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

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

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

細麻衣。”……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

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

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

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啟十九6-10）。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

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

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祂們同在，作他們

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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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

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祂又對我說：

‘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

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

要作我的兒子’」（啟二十一1-7）。 

禱告：親愛的主，在過去幾天，祢滿有憐憫，把祢的恩典賜給我們，我們

獻上感謝。我們特別為了祢的桌子，我們感謝祢。我們感謝讚美祢，因為

祢實在把我們帶進祢的同在裏面，祢為我們做了那麼多，祢該得着我們的

心，我們俯伏敬拜祢。當我們要離去之前，我們要再次聽祢的話，主啊，

請說，僕人們敬聽。讓祢的名得着榮耀尊貴。我們奉主寶貝的名禱告，阿

們。 

有一次史百克弟兄問倪柝聲弟兄一個問題：聖經裏面最難實現的是甚

麼事呢？在聖經裏面最難成就的是哪一件呢？你們認為如何？倪弟兄回答，

W
es

t C
oa

st
 C

hr
ist

ian
 C

on
fe

re
nc

e



2 

 

是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七節：「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

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如果我們真的認識自己，會同意

這是聖經裏面最難成就的一件事。從人來看是不可能的，包括我們每一個

人；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神有祂自己的策略，神知道如何成就祂的話，

如何叫我們成為祂的帳幕，與我們同住。 

神的策略 

我們從教會歷史來看，教會一再的失敗，在過去二十世紀以來，神給

我們憐憫與恩典，但人仍然是失敗。感謝神，祂有祂的策略。神的策略是

甚麼呢？得勝者。在啟示錄二至三章神寫給小亞西亞七個教會的書信中，

最後都有這樣的話—得勝的；他們聽見聖靈所說的話。歷世歷代以來，

雖然教會那樣失敗，神卻一直呼召得勝者。 

主給小亞西亞七個教會的書信，是在第一世紀末了的時候寫的，「聖

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也就是說，主從第一世紀就開始呼召

得勝者。感謝神，藉着祂的恩典，有回應祂呼召的。在過去的二十個世紀

裏，每一個世紀都有得勝者。 

啟示錄第七章九至十七節：「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

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着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

歸與羔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

地敬拜神，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

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

是誰？是從哪裏來的？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

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

晝夜在祂殿中事奉祂。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他們不再飢，不再渴，

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

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在那裏有一群人，沒有人能數過來，他們都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這些人是誰？是從大患難出來的。這裏講的大患難不是三年半的大災難，

乃歷世歷代的聖徒所經過的患難。這裏說是數不過來的，換句話說，歷世

歷代，雖然教會普遍失敗，但因着神的恩典，教會有得勝者；他們回應了

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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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得勝者 

甚麼是得勝者呢？不要以為是那些特別突出的基督徒。得勝者就像我

們一樣，但是他們認識羔羊的血，他們向主忠心；是神的恩典叫他們成為

得勝者。歷世歷代以來，在患難裏面，仇敵一直想攻擊他們，然而在每個

時代裏面都有得勝者。當主來的那個時刻有得勝者；在啟示錄第十二章，

我們看見得勝者。 

在啟示錄第十二章，我們看見一個異象，有一個婦人，這個婦人代表

教會，就是在末世的教會。她懷了男孩子，在那裏有生產之苦。那裏還有

一個異象，是一條大紅龍，是指着撒但說的。這大紅龍站在那婦人旁邊，

等候她生產；牠對於這個婦人不感興趣，而是注意婦人腹中的男孩子。這

意思是甚麼？這個意思是說，當時的教會失敗了，不能傷害仇敵；或者說，

教會似在仇敵的手掌中了，所以牠所注意的不是婦人，而是婦人懷的男孩

子；因為牠知道這個男孩子生出來會帶來牠的末日。感謝神，當男孩子生

下來的時候，馬上被提到三層天，到神寶座那裏去了。 

我知道在這點上有不同的解釋，不管你的解釋是如何，當你發現這個

男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他是馬上被提到三層天上。我們知道主耶穌在地上

活了三十三年半，所以這裏不應該是講我們的主耶穌。那麼這個男孩子是

誰？第十一節說：「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

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所以這個男孩子是一個總結性的名詞，是包

括在主再來時所有活在地上的得勝者。當這個男孩子出生的時候，他馬上

被提到三層天。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空中是神的仇敵之大本營；那些能

夠穿過空中的，是勝過仇敵的。他們是在那裏迎接主再來的。 

主的再來 

講到這一點，一定要回到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至四十二節：「挪

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

也要這樣。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

來到」。 

主在這裏講到祂的再來，懂希臘文的人告訴我們，這裏的「降臨」一

字是「同在」。今天我們的主從祂的身體來講，祂沒有與我們同在。雖然

在靈裏面祂與我們同在，但是祂的身體不在這裏；但有一天祂會在這裏。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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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這個字不是講一件事、一個時刻，而是講一段日子、一連串

的事情。弟兄姊妹，聖經講到主來之前所有的預言，都已經應驗了；主再

來的時刻和主來之後，還有一些預言要應驗。主來之前的預言既已經應驗

了，所以我們不在等着甚麼事件發生主才來。主說祂來的日子好像挪亞的

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突然之間，洪水來了。挪亞進了方舟，不知不覺

洪水來了。路加福音十七章又告訴我們，主來的日子好像羅得的日子；羅

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 

人子降臨的時候，「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

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節，「當那一夜，

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這裏不是說有六個人，而

是兩個人。為甚麼？因為地球是圓的，故主來的時候，有些地方是早晨，

有些地方是中午，有些地方是夜晚。一個被取去，一個被撇下，是講甚麼

呢？說祂來像賊一樣。當賊到你家，會不會吹號說我來了？他來是偷你的

垃圾嗎？當然不是。賊來的時候，都是在你沒有預備的時候，他把你家裏

最好的拿走。所以取去一個，那是最好的；撇下一個，那是失敗的。 

我們說教會的數目是十二個，十二個使徒。前面講了二個，另外的十

個在哪裏呢？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講到十個童女，五個聰明，五個愚拙；

他們都去迎見主。但是主遲延了，她們都睡着了。這裏說的睡是說她們死

了，所以這十個童女是說歷世歷代的基督徒，從第一世紀到現在，她們都

要去迎接主；但是主遲延，所以她們都死了。感謝神，當主再來的時候，

她們都復活了。 

頭一個主來的兆頭，乃是突然之間，世界上有一些人失蹤了；他們被

提到寶座那裏去。當他們被提到寶座後，有甚麼事情發生呢？聖經告訴我

們，米迦勒和天使就跟撒但戰爭，撒但和牠的跟從者就被摔到地上。換句

話說，空中給潔淨了。為甚麼空中要被潔淨呢？因為我們的主帶着得勝者

要降在空中。這些是看不見的。 

主再來，跟祂升天是同樣的一個過程。我們讀使徒行傳第一章，便看

見主從橄欖山升天，門徒們仰望着祂向上升，第九節：「說了這話，他們

正看的時候，祂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便看不見祂了」。門

徒親眼看着主從橄欖山上升，進到雲中，就看不見了。他們看不見祂，祂

還在上升，一直到達三層天。我們怎麼知道祂到了三層天？五旬節是一個

證明。當祂達到寶座，就被膏為大祭司，膏油就流下來，我們就有了五旬

節。所以我們看見主的離開是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橄欖山到雲中，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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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地上看得見的；第二階段是從雲中到三層天，是我們看不見的。雖

然門徒們看不見祂從雲升上去，他們仍然向天望。第十至十一節：「當祂

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

見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換句話說，主怎樣離開這個地升到

天上，祂也要怎樣從天上降下來，同樣是分開兩階段。主離世的時候，頭

一階段是我們看得見的，第二部分是我們看不見的。當祂再來的時候，次

序是相反的。頭一階段是看不見的，祂來像賊一樣。賊都是看不見的時候

來的。第二階段，聖經告訴我們，祂來的時候像閃電一樣，從東閃到西，

每個人都看得見。弟兄姊妹，我們所等待的那件事，就是突然間全世界有

許多人不見了。這是祂再來第一階段的記號，這是令人興奮的。我們今天

就是活在這個時刻，我們不知道主甚麼時候回來，但祂現在隨時都可以回

來。突然之間，最好的基督徒不見了；希望我們這個會場空了，大家都被

提了。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得勝者怎麼得勝 

在啟示錄第十二章，我們看見他們怎麼得勝。第十一節：「弟兄勝過

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首先，得勝者不是那些特殊的人物，而是他們認識了主耶穌寶血的寶

貴。感謝神，我們都得到祂寶血的潔淨；還要知道我們每一時刻都需要祂

的寶血；越與祂接近，就更需要祂寶血的潔淨。弟兄們告訴我們，我們悔

改的眼淚也需要主寶血的潔淨。我們是否珍惜羔羊的血？我們每一天、每

一時刻、每一分秒，都要活在寶血之下，我們是多麼需要我們的主。沒有

祂，我們一秒鐘都不能過。我們需要祂的寶血，每時每刻潔淨我們，叫我

們能夠站在神面前，與神的交通沒有一點的間隔。當聖靈光照我們犯罪了，

馬上取用耶穌的寶血。當撒但來控告我們的時候，我們若與撒但講道理，

我們會失敗的，惟靠主的寶血。 

我們可能聽過馬丁路德的故事，有一次撒但控告他，給他看一本書，

書名稱《馬丁路德的罪惡》，裏外都寫滿了字。撒但就取笑馬丁路德：看

看，這都是你犯的罪；你哪裏還有膽量搞宗教改革？馬丁路德怎麼樣？他

拿起一支筆，在書上面寫「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一切的罪」，撒但就走

了。弟兄姊妹，是因着羔羊的血；我們沒有一點可以自誇的，我們是罪人

中的罪魁。感謝神，我們相信主寶血的功效。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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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還有他們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有耶穌基督的見證，當他們宣

告，就帶着能力。使徒行傳有一個有趣的故事，當保羅在以弗所的時候，

有七個大祭司的兒子要趕鬼。他們看見保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趕鬼是那麼

有功效，所以他們要趕鬼的時候就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敕令你們出

來」。鬼就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徒十

九13、15）。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他們受了傷害，就逃跑。

弟兄姊妹，見證的道要真實的，是你所見證的。如果你活在主的名下，你

使用祂的名便帶着能力，撒但就會逃跑。如果你沒有活在基督裏，你的話

沒有能力。 

第三點，他們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生命」是指魂的生命。他們願

意捨棄他們的魂生命，讓基督的生命在他們裏面活，這是得勝的秘訣。 

基督臺前的審判 

弟兄姊妹，主在寶座上接受這些得勝者。當空中被潔淨後，撒但被摔

到地上來，於是開始了三年半地上大災難。那時地上會變成甚麼樣子？如

果撒但氣忿忿的來到地上，那一定是大災難了。那麼，得勝者被提后，那

被撇下的基督徒怎麼辦呢？他們會經過大災難。對這些基督徒而言，這是

神給他們的再一次機會。在大災難時期，他們拒絕拜獸，還能成為得勝者。

在大災難期中，會有得勝者被提，這記載在啟示錄第十五章二節：「我看

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牠名字

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 

三年半大災難過後，我們的主就帶着祂的得勝者，從空中降到橄欖山，

橄欖山就裂開，一分為二，開了一條路，叫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可以逃生。 

在主公開降臨之前，於大災難的後期，所有在基督裏面死了的人，以

及那些信主仍活在地上的人，他們都被提到空中（他們不是被提到三層

天），這正如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所說，那時有天使的聲音，有號角的

聲音，他們就被提到空中，全教會就聚在主的面前。（有幾首講到主再來

的詩歌，都是講號筒吹響的時候；其實對於得勝的基督徒來講已晚了，這

是前一個世代人所相信的，那時真理還不清楚。） 

當所有基督徒聚在空中，有甚麼事情發生呢？那就是基督臺前的審判。

羅馬書第十四章，哥林多後書第五章，都是講到基督臺前的審判。我們基

督徒不需要經過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有一天主設立祂的白色大寶座，審判

一切死了的人。這是一個行政的審判。寶座的審判，是決定你的永生或者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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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死。感謝神，我們不需要經過白色大寶座的審判，為甚麼？因為我們的

主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審判。這不是說，基督徒不需要受審判；我

們要接受審判，但不是行政上的審判，而是家裏的審判。 

那一天，全家的人都聚在基督臺前受審判，對於現代的人可能不容易

明白。我生長於古老的家庭，即從前的傳統大家庭，四代同堂。有的時候

我們會有家庭聚會，每個家庭的成員都要聚在一起，家長會坐在一個高一

點的臺上。如果你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你不可以在那裏。同樣，當那一

天，神家裏的每一個人都要聚在基督的臺前。那個時候，如果你做了一些

叫你的家得榮耀的事，你就會得着稱讚與獎賞；你若做了羞辱家庭名聲的

事，你就會受管教。並不是說，你不是神的孩子。 

弟兄姊妹，今天在這個家裏，我們輕視教導，沒有管教，是長不大的；

我們的天父愛我們，所以祂管教我們。如果你今天不接受神的管教，你要

自由，那一天在基督臺前，你就會受管教。這是聖經說的。你知道那十個

童女，五個有油的童女可點燃火把，就能夠迎接新郎進入結婚的筵席。那

五個愚拙的沒有夠用的油，因為她們沒有受管教；門關了，她們在黑暗中

哀哭切齒。換句話說，那些現在不接受管教的，在國度的時候，她們會受

管教。 

羔羊的婚筵 

在空中基督臺前審判的時候，地上有甚麼事情發生？有七碗之災。神

倒下祂的憤怒的碗，最後主帶着得勝者降到地上。在千年國度開始之前，

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告訴我們，那裏有列國的審判，有山羊與綿羊的審判，

綿羊得進國度，成為地上的國民，山羊給毀滅，然後千年國就開始。 

聖經的末了有兩次婚筵（啟十九至二十二章），若仔細讀，會發現這

兩個婚娶相隔一千年。在第十九章，這個婚娶是在千年國的開始；到第二

十一、二十二章，是講在千年國以後，永世要開始時。這兩個婚娶，被稱

為羔羊的婚娶，但內容卻不一樣。第十九章裏面，新婦是誰呢？七至八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

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頭一次羔羊婚娶，新婦就

是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細麻衣的，「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感謝神，

我們信主耶穌的時候，披戴了基督，祂是我們的義。因着我們披戴基督，

所以我們能夠站立在神面前。我們不能夠穿着污穢的衣服站在神跟前，我

們要披戴基督作為我們的義，才能站立在神跟前。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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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我們要成為天國的新婦，還需要另外一件衣服，乃是聖徒

所行的義。不單基督是我們的義，因為祂是我們的義，祂是公義的，所以

我們也要義。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我們需要行義；這樣，我們才能夠穿

上光明潔白細麻衣（聖徒所行的義）。 

詩篇第四十五篇講到婚娶。第十三節：「王女在宮裏極其榮華，她的

衣服是用金線繡的」。這個新婦，她的衣服是金線繡的。金子在聖經裏面

是講到神的性情。她穿上金線繡的衣服，神叫基督成為她的義。要做新婦，

還得穿上另外一件衣服，第十四節：「她要穿錦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

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穿錦繡的衣服，意思是說聖靈在

我們身上動工，一針一針地在我們裏面繡上基督的義，叫我們能夠像祂。

那錦繡的、刺繡的衣服，是說到聖徒們所行的義。約翰一書告訴我們，因

為祂是聖潔的，所以我們也要聖潔。我們要跟隨主的腳蹤，這樣，我們就

有那件新婦穿的錦繡衣服。 

新婦是包括歷世歷代的得勝者。啟示錄二十一、二十二章講到新婦是

新耶路撒冷，她的根基乃使徒們的名字，即是教會，全教會都在其中。其

門卻有十二支派的名字，換句話說，這新婦是包括歷世歷代神所做成的工，

包括舊約和新約，一切屬於主的都在其中，一切主所做成的都在其中。這

是神在人類當中，歷世歷代所作之工的總和。這個新耶路撒冷，成為神的

帳幕在人中間。這是神榮耀的計劃。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為了祢賜我們的一切恩惠，我們獻上感謝。我們是

誰？祢為我們做成了大事。我們多少時候誤解了祢，悖逆了祢，但是祢愛

我們，愛我們到底，都是祢所做成的。我們再次敬拜祢，願祢的名得着一

切屬祢之人的高舉。當我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時候，叫我們能夠成為祢

手中合用的器皿，讓耶穌基督的見證能夠擺出來，叫我們能夠成為那些催

促祢回來的人。主啊，求祢快來。我們的心是那樣地仰望祢。奉主耶穌寶

貝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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