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示錄新解第三章 

撒狄 

撒狄位於推雅推拉東南，以弗所東北，赫馬斯河（Hermus）南岸。該城建在 Tmolus 山脈中央

高約四百五十公尺的高原上，三面是懸崖峭壁，僅有一條陡峭的山路可以沿著巖石的裂縫攀

爬上去。因為地理形勢險要，居民有恃無恐，不知警醒，歷史上曾兩度在毫無防備的狀況下

被攻陷。 

 

赫馬斯平原土地肥沃，農牧業發達，主要工業有紡織、羊毛、金飾和寶石加工。撒狄控制赫

馬斯平原，長期是個富庶而重要的大城。西元前七世紀一度是呂底亞王國全盛時期的首都，

羅馬帝國時期雖曾毀於地震，重建後很快就恢復了繁榮。啟示錄寫作時，該城仍然富裕，後

來才逐漸衰微。 

 

撒狄建有僅次於以弗所的第二大亞底米神廟，城中有地中海區規模最大的古代猶太人會堂遺

址。 

 

1. 啟 3：1「你要寫信給在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上帝七霝和七星的這樣說：我知道你

的行為，你有名聲，說你是活著的，其實你是死的。 

解：「撒狄」的原意是「逃脫者」、「遺留物」，撒狄教會代表十六七世紀宗教改革時期。新教

改革宗雖然脫離了天主教，但換湯不換藥，依舊保留了許多前朝遺俗。耶穌稱讚她尚有幾人

未曾玷污自己的行為，能潔淨自己跟隨上帝，但責備她的行為不完全，虛有其表。馬丁路德

從天主教改革出來，恢復了因信稱義的名稱，但沒恢復它的實質內容，影響至今，所有從改

革宗衍生出來的基督教派，嘴巴都說因信稱義，但教導的全是靠肉體成全！所以耶穌說：按

名你是活的，其實你是死的。 

 

「你的行為」翻譯成「行為」讓人誤以為是指道德上的修為，其原意是「表現」、「成就」、「作

為」，指這間教會為上帝作工的果效。十六七世紀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加爾文致力於恢復

因信稱義與萬民皆祭司的真理，表面上轟轟烈烈大刀闊斧，其實在基督的眼中真理依舊蒙塵，

所以耶穌責備她：「我知道你的作為，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今日看來，改革運動白

忙一場，因為「行為稱義」的謬誤依舊霸佔講臺，但個個卻標榜因信稱義。 

 

這種現象到老底嘉教會更嚴重，耶穌也責備老底嘉沒有真理，卻自以為有。要得勝，就要把

因信稱義的實質恢復起來。得勝的條件之一是「口中找不著謊言」（啟 14：5），謊言是指異

端，違背真理的話；對老底嘉教會而言，謊言是指嘴裡在傳因信稱義以外的歪理。為上帝正

名、為基督正身、為福音正本是末代教會必須恢復的三大真理。 

 

2. 啟 3：2 你要警醒，把那些剩下來將要死的堅強起來；因為我見你的行為在我上帝面前是

不完全的。3：3 所以你若不警醒，我就要像賊來到一樣。我甚麼時候來到你那裡，你決不能

知道。  



解：撒狄不知警醒，宛如一個沉睡的教會，她最好警醒，不然掌管教會無所不知的基督隨時

會像賊一樣悄悄地來。 

 

「像賊來到一樣」在新約常用來指稱新郎半夜偷偷來迎娶的「被提」，雖然整卷啟示錄沒有使

用「被提」這字眼，但第七印為得勝者蓋印與第七號被蓋印者群聚天上錫安山，都是在講被

提！ 

 

2.1「被提」發生在什麼時候？ 

答：猶太曆一期是七年，末期即人類文明的最後七個年頭。進入末期就是耶穌說的進入黑夜，

太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做見證，然後結局才來到。從前面的第 3 至 13

節得知，「結局」是指末期，因信稱義的福音傳遍天下後末期才會來到。末期是無工可做的黑

夜，約 9：4 趁著白晝，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又，耶

穌說祂要像賊一樣半夜悄悄地來接童女（太 25：6；帖前 5：2），可以推知「被提」發生在末

期七年的中間。當最後一支號筒吹響時，耶穌帶著新約已死的得勝者下來，祂在半空中等候，

死了的得勝者下到地面先復活，地上活著的得勝者身體改變，這兩批人被提到雲中與耶穌相

會，一起回天家（帖前 4：14–17；林前 15：51、52）。 

 

另一方面，得勝者被提之後，上帝給鬼魔權柄，讓牠為所欲為四十二個月（啟 13：5），有的

經文是說一千二百六十天（啟 12：6），或是一載兩載半載（但 7：25，12：7；啟 12：14），

不論哪種說法，換算這些數字都是三年半。最後七個年頭扣掉末三年半就剩三年半，由是亦

可證明被提發生在末期七年的中間。末七中的三年半同時發生兩個見證人被殺（啟11：3–7），

三天後復活被提。 

 

2.2 耶穌在十個童女的比喻末尾說：「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時間。」（太

25：13）很多人誤以為耶穌是要人保持清醒別打瞌睡，其實進入黑夜（末期）已無工可做，

無論是聰明的童女還是愚蠢的童女等久了照樣呼呼大睡。耶穌說的「警醒」是指入夜前、進

入內室（避難所）前，也就是末期前的預備期，亦即揭開七印的末世期間，要提高警覺。 

 

2.3 聰明的童女與愚昧的童女差別在哪？提燈裡有沒有油表示有沒有得救嗎？ 

答：「油」在聖經中常影射聖霝，舊約的「抹油」影射聖霝澆灌，因之，有人解釋愚昧的童女

是沒有聖霝。然而既是童女，表示都有信物，都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此處的油不是指聖霝。

被撇下的童女她們的提燈裡有油，只是沒額外多備些油，以致半夜新郎駕臨前，因燈油耗盡

外出購油，而錯過了上花轎的時機（太 25：1–13）。 

 

基督徒日常做的功課如讀經、禱告、聚會、見證、奉獻、賙濟施捨、傳福音等，好比替手上

的提燈添油。日常功課做得再勤，提燈滿了油又如何？若沒有多帶瓶備用油，新郎駕臨之前

油枯燈滅，還是沒機會被相中。所以得勝比的絕非是日常功課的勤惰。聰明的童女比愚蠢的

童女多出的那瓶決勝關鍵的油，就是啟示錄第十四章說的「忌邪守貞」與「口中察不出異端

邪說謬論」（啟 14：4、5）。 

 

https://www.facebook.com/arkindex/inbox/?selected_item_id=100000062665676


現在還是白日，聰明的童女應趁現在多做準備（追求得勝），把自己裝扮好，準備被接走。自

一九四八年進入末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隨時可能進入黑夜，我們預備得勝條件（做得

勝者的工）的日子不多。台灣會先經歷清洗，世界動亂時才能成為避難所。台灣方舟經歷清

洗時，我們要到花東避難。 

 

2.4 從撒狄教會開始，耶穌說我要像賊一樣的來，到非拉鐵非的時候，耶穌說我必快來，到

老底嘉時，耶穌說我已站在門口。這七封書信是不是按照次序排列？如果我們接受「是！」

表示現在已經到了老底嘉教會的時代，做到書信的要求就得勝了。 

 

3. 啟 3：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們要身穿白衣與我同行。 

解：「自己的衣服」跟上帝賜的「白衣」不同，撒狄的道德行為不錯，沒有玷污自己的衣服，

要身穿白衣跟隨上帝。 

 

重生的信徒死後霝魂回天上，在基督臺前獲頒白衣，穿在霝魂上；被提後再多得一件白色的

戰袍，穿在新體上，那件戰袍與新婦穿的光潔的細麻衣（啟 19：8）應是同一件。 

 

4 . 啟 3：5 得勝的，也必這樣身穿白衣，我決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我還要在我父和他

的眾天使面前，承認他的名。 

解：這節經文不能解讀成不得勝，就會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凡信心小，認為信後行為不

好還是不能得救的行為稱義者，上帝就按他們的行為來檢驗他們。他們沒有一個通得過律法

的檢驗，所以沒有白衣可穿。只有因信稱義不看行為的人能通得過檢驗，穿上白衣。不過，

信耶穌卻沒白衣可穿的小信之人，也不會丟入陰間，會去樂園，所以還是得救。講臺一直少

了樂園這塊拼圖，很多講道解經因此出錯。 

 

4.1 「羔羊生命冊」、「生命冊」、「行為冊」名詞釋義 

羔羊生命冊記錄因信稱義者的名字，凡活著相信十字架是唯一救贖的人就名列羔羊生命冊，

故這本名冊僅記錄新約信徒。羔羊生命冊上有名字的人已由耶穌付上罪的贖價，死後不經審

判，直上天堂。也只有名字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才能進去新耶路撒冷城。（啟 21：27） 

 

生命冊記錄「成聖」者的名字（詩 69：28），涵蓋創世以來的「聖」者，包括舊約守十誡的

以色列人（出 32：32、33；詩 139：16），新約相信「挨至聖成聖」他們不信的家人，以及主

張行為稱義的基督徒。名字在生命冊上的人在末日千禧王國開始前復活升天。另，新約活著

不信但死後在陰間悔改相信的人，名字也是歸入生命冊，但這些人是在千禧王國結束白色大

寶座審判時復活，憑著生命冊上天堂。 

 

在陰間仍不悔改的亡魂，白色大寶座審判時，就按著他在世上的行為（即行為冊）審判（啟

20：12、13），行為冊記載宗教與道德方面的行為，沒有一個人一條罪也不犯，憑行為冊審判

的結果一定是下火湖（啟 20：15）。強調道德的人士說，基督徒信之後若仍犯罪，死後要到

火湖燒，這是錯誤的教導。 

 



上帝的救贖計畫在創世前就預定好了（弗 1：4、9、11；帖後 2：13；彼前 1：2），因之筆者

認為羔羊生命冊是在創世之前就寫好了的。羔羊生命冊上的名字不會被塗抹，因為在創世以

前名字已寫在冊子上面，以後就不會有名字不在冊子上面的事發生。如果後來名字被刷掉，

表示沒有這個名字，那麼這個名字怎麼可能在創世之前就出現在名冊上呢？上帝預知誰重生

後會叛道，就不在創世前登錄他的名字。另，在兩獸統治期間，名字沒有記在羔羊生命冊上

的，會去拜獸（啟 13：8）。 

 

生命冊上的名字是會被塗抹掉的，出 32：33亞畏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

抹誰的名。」白色大寶座審判時，凡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的，就被拋在火湖裡（啟 20：15）。 

 

審判是最深的真理，我們只能講大原則。大原則是「信就得救」，得救分上天堂與下到樂園，

至於該去哪，上帝有絕對的主權。上帝曾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出

33：19），故祂在審判時，一定會出現一些特例，這就不在受造的我們所能探討的範圍！  

 

4.2 「樂園」、「陰間」、「地獄」名詞釋義 

4.2.1 罪的代價就是死，「罪」跟「死」劃等號，肉體死亡霝魂下陰間。聖經的「陰間」就是

佛經的「地獄」、西方的「冥府」。陰間分地底陰間和海底陰間，前者關亞當夏娃以降不信者

的霝魂；後者關亞當夏娃之前幾世代的人類的霝魂。所有陰間的死人到白色大寶座審判時都

要復活接受審判（啟 20：13）。陰間如同霝魂的看守所，關那些等待白色大寶座審判的嫌犯。 

 

4.2.2 以前大家以為天國是永永遠遠，陰間也是永永遠遠。有玻璃海的啟示之後，現在知道天

國計畫被棄置了，啟示錄有一千年的王國，陰間也不再永遠存在。當千禧王國結束時舉行白

色大寶座審判，審判完陰間清空，功成身退，被拋入火湖焚毀。 

 

4.2.3 地下樂園有三種人在，一是舊約以色列守十誡的聖民，二是新約信徒不信的家人，三是認

為信後行為不好還是不能得救的行為稱義者。舊約猶太人的死亡觀是躺在墳墓裡睡覺——下到

「坑」裡，與列祖同睡——末日起來復活，進入天國。「守十誡霝魂才可以到樂園」這個觀念猶

太教不一定有，是到了新約耶穌講「亞伯拉罕的懷裡」（路 16：22）時才知道的。耶穌說，人死

了不是沒有知覺的睡著，作惡多端的財主在火裡燒，乞丐拉撒路在樂園享福。根據財主與拉撒路

的對話得知，陰間的火燒起來不會痛到哀哀叫，但會讓霝魂乾渴不舒服（路 16：24）。據此，

我們知道地底有享福的「樂園」和火燒的「陰間」，其實中間還隔著關犯罪天使的「無底坑」（路

16：26）。 

 

4.3 怎麼知道耶穌死後是先到地底樂園傳福音？ 

答：耶穌斷氣前，與他同釘十架的其中一名盜匪要耶穌得國降臨時記得他的名字，耶穌回答：

「今天你必定同我在樂園裡了。」（路 23：43）耶穌先到地底樂園傳福音，接著又向陰間被

監管的亡魂傳（彼前 3：19），他在樂園及陰間共待了三日三夜，收回了陰間與死亡的鑰匙（啟

1：18），交由光明陣營管理，所以死人還是有機會聽信福音（彼前 4：6）。 

 



非拉鐵非 

非拉鐵非（Philadelphus）的舊址在今日土耳其的小鎮 Alasehir，她位於 Tmolus 山脈東麓，

Cogamus 河南岸，西北距撒狄約四十五公里，東扼進入弗呂家（Phrygia）地區的門戶。 

 

西元前一四○年別迦摩王亞他勞斯二世（King Attalus II, 159–138 BC）因他弟兄的忠誠而繼任

王位，他建立非拉鐵非，並以自己的別名 Philadelphus 為該城命，以表對他兄弟的愛。非拉

鐵非有「小雅典」的美稱，主要作物為葡萄，釀酒業發達，居民敬拜掌生殖與造酒之神Dionysus。

西元一二世紀極為繁榮，但一四○三年在戰爭中嚴重受損，最後全毀於二十世紀初的希土戰

爭（1919–1922）。 

 

5. 啟 3：7「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的、真實的，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拿著大衛的鑰匙……沒有人能開的」引自賽 22：22），這

樣說：3：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已經在你面前給你一道開著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

因為你有一點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 

解：「非拉鐵非」的字義是「兄弟之愛」，指十八九世紀全球大宣教時期。非拉鐵非教會用略

有的恩賜能力，上山下海深入蠻荒，極力宣揚福音，雖然真理不一定全懂，但勞苦功高，沒

被耶穌責備。耶穌期許非拉鐵非教會持守已有的並忍耐到底，便能在大災難期免去試煉，做

上帝家的棟梁。 

 

6. 啟 3：9 那撒但一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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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那些撒但一夥的人是猶太籍人士，不是外邦人假冒猶太人。真猶太人愛上帝愛真理，但

那些自稱是猶太人的卻與上帝、與真理為敵，不算真猶太人，耶穌直接罵他們的父是魔鬼（約

8：44），二千年來迫害新約真理最力的正是猶太教。撒但教與共濟會的高層很多是猶太人。 

 

7. 啟 3：10 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脫離那試煉的時候；這就是那將要臨

到普天下，來試煉住在地上的人的時候。 

解：這句是「災前被提」的鐵證，災前被提是耶穌的應許。教會在大災難之前會先經歷第五

印信仰大逼迫，很多人要殉道。凡至死忠貞、沒有背棄對基督信仰的已通過考核，等「大災

難」要清算世人的時候就可以置身事外。大災難剪除的對象主要是猶太人，不是教會。 

 

有一派認為整個末期七年都是大災難，講「災中被提」。筆者肯定被提是在末七中間，前三年

半是大迷惑期，後三年半是大災難期。不論災中或災前被提，被提的時間點都一樣，差別只

在大災難是三年半還是七年。講災前或災中被提都沒關係，就是不能講「災後被提」，不然「被

提」就會被挪到「降臨」，也就是被提等同降臨。猶太人認為沒有大災難，他們不相信天上在

舉行羔羊婚筵時，地上的猶太人被兩獸蹂躪。再者，他們認為耶穌再來只有一次，祂降臨時

會順便把人接走。如果是這樣，那麼降臨時跟在耶穌身後的千千萬萬聖者就是天使，不是騎

白馬的得勝者。 

 



8. 啟 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讓人拿走你的冠冕。3：12 得勝的，我要叫

他在我上帝的聖所裡作柱子，他決不再出去，我也要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的城的名，就

是那從天上、從我上帝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寫在他身上。3：13 聖

霝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耳的就應當聽。』 

解：得勝的人身上會有上帝的名、新耶路撒冷城名和耶穌的新名；不過，耶穌的新名始終沒

人知道（啟 19：12）。 

老底嘉 

老底嘉建於西元前二世紀，位於現今土耳其西南部 Maeander 河與其支流 Lycus 河交匯的河谷

地，西距以弗所約一百五十五公里，東北距非拉鐵非約一百一十二公里，東南距歌羅西十八

公里，道路四通八達。因地處主要貿易路線的交會處，老底嘉成為富裕的商業重鎮，是銀行

及錢幣兌換中心，特產是具有光澤的黑羊毛織品和眼藥，她有一所很出名的古老醫學院，以

耳科和眼科聞名。居民崇拜醫藥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西元六十年老底嘉曾毀於

地震，十一世紀被伊斯蘭教佔領，十二世紀被基督徒奪回，十三世紀又被土耳其佔領，戰後

因未整建而逐漸沒落，如今僅存廢墟。 

 

老底嘉城最大的問題是缺水，她有發達的渠水道，從毗鄰的希拉波立（Hierapolis）引進熱泉，

從鄰近的歌羅西引進冷泉，當水輸送到城裡時已經不冷不熱。另一方面渠水道含碳酸鈣成分，

滲入水中，喝了令人作嘔。  

 

不確定保羅有沒有到過歌羅西和老底嘉的教會，但他十分關心那兩地的信徒，在給歌羅西教

會的信中，保羅勉勵兩地的信徒要堅定對基督的信心（西 2：1–4），並要那兩地的教會交換

宣讀他的信（西 4：15–16）。歌羅西書提到保羅曾寫信給老底嘉（西 4：16），不過新約沒有

收錄那封信。 

 

9. 啟 3：14「你要寫信給在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位阿們的，忠信真實的見證人，上帝

創造萬有的根源，這樣說：  

解：「老底嘉」的字義是「民治」、「民掌權」、「人的義」，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復國後就進入末

世教會時期。老底嘉教會盛況空前、毫無缺乏，耶穌卻認為她衰殘不堪、瞎眼又赤身露體，

要把她吐出去。這是一間被耶穌從頭罵到尾的教會。  

 

10. 啟 3：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3：16 因為你好像溫水，

不熱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從我口中吐出去。 

解：溫泉，不論是熱泉或冷泉，維持它的天然狀況療效最佳，不冷不熱或摻水稀釋都不好。「不

冷不熱」暗喻講臺自以為有真理，其實完全沒有，都是摻了酵的假道，教會對人心、對社會

已無用處，形同白佔地土。 

 

11. 啟 3：17 你說：我是富足的，已經發了財，毫無缺乏。卻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憐的、貧

窮的、瞎眼的、赤身的。 

解：「瞎眼」、「赤身露體」影射教會沒有真理。神學發展至今二千年，書籍汗牛充棟，為何上



帝看老底嘉是赤身露體，是瞎眼呢？因為二千年來教會捍衛的教義不是真理！可是，有哪個

教會承認耶穌不在他們中間，耶穌是「站在門外敲門」（啟 3：19）呢？一定是一開始教會就

將錯的當對的信，又消弭所有反對聲浪有以致之。細究使徒行傳初代教會福音的沿革，應能

發現問題的癥結。 

 

簡單說，老底嘉所代表的末世教會特色是：明明沒有真理卻不承認，還自以為擁有真理。老

底嘉傳講行為不好不能得救，這套「行為稱義」已偏離真理，實際上是沒有「稱義」，白衣是

稱義的賞賜，所以老底嘉沒有獲賜白衣。末代信徒要得勝就先要打破這個迷思，重新學習上

帝的真名，基督的真身分，福音的真內容。 

 

12. 「義」名詞釋義 

希伯來文的「義」等同華文的「無罪」，有「義」等於「無罪」，「不義」就是「有罪」。「義」

跟「不義」在華文裡比較類似好道德、好行為，在聖經上是說「有沒有觸犯上帝頒布的律法」，

觸犯了，就是「不義」。「義」跟「不義」是審判時，上帝判你有罪無罪用的名詞。「有罪」「無

罪」要由律法或誡命來判斷。 

 

每個時代上帝對「義」的標準不同。伊甸園裡只有一條誡命——不可吃善惡樹上的果子，吃

了就落入「不義」，就「有罪」了。摩西之前，只要拜上帝不拜偶像就是「義」。亞伯拉罕、

羅得、挪亞、以諾都是摩西之前的人物，他們稱義是因他們只信上帝不拜偶像。「與上帝同行」

在那個時代是「與巴力同行」的相反詞，在洪水前後，人選擇不與巴力同行只與上帝同行就

被稱為義人。 

 

摩西之後，守全六百條律法才成全義，但無人辦得到。十字架之後，信耶穌就「稱義」。所以

道德行為影響成義與否只在摩西律法時代，因六百條律法包含道德規範。至於摩西之前與十

字架之後，影響「義」的是宗教行為（有無拜偶像），與道德無關。 

 

13. 「人的義」、「上帝的義」名詞釋義 

人如何得到「義」？舊約之法是努力守全六百條西奈律法讓自己無罪，成就「人的義」（申 6：

25）。但這條路是死胡同，因為人一輩子不可能一條罪都不犯，所以舊約沒有人死後上天堂。

新約之法是相信耶穌是唯一的救贖，霝魂重生，就成為義了。不是人做什麼，是上帝讓人無

罪，上帝把有罪的歸為無罪、算為無罪、稱為無罪；因為是上帝成就的，人只要信，所以叫

「上帝的義」，又叫「信心的義」。人的義是用行為，上帝的義是用相信，有「上帝的義」就

上天堂。 

 

上帝讓人無罪是「上帝的義」，人努力讓自己無罪是「人的義」。保羅的因信稱義就是上帝的

義，上帝的義又稱為信心的義。雅各用人的行為，靠守道德律法成就人的義，因此是行為成

義。人的義又稱為律法的義、行為的義。行為不可能被上帝「稱義」，只能「成義」，唯有上

帝才能稱人為義，把有罪的人算為無罪。 

 

 



圖表：兩種「義」 

種類 定義 又稱 方法 證明 評判者 

上帝的義 上帝讓人無罪 信心的義 相信 信不信 上帝 

人的義 人努力讓自己無罪 律法的義、行為的義 行為 由行為評斷 人 

 

14. 愛可以成全律法 

耶穌把六百條律法融合成兩條：「愛上帝」和「愛鄰舍如愛自己」；守住這兩條等於成全了六

百條律法。愛成全律法（羅 13：10），「成全」就是「等同」，只要有「愛」，等同守全了六百

條律法，耶穌等於開了一條捷徑，用「愛人」的方式成全人的義。 

 

愛成全律法的法源根據在申 24：12、13 他若是個窮人，你不可留他的抵押過夜。到了日落

的時候，你要把抵押品還給他，好使他可以用自己的衣服蓋著睡覺，他就給你祝福，這在亞

畏你的上帝面前，就算是你的義了。 

 

愛鄰舍成義之路看似容易，其實很難走，因為沒有標準，不知道要愛到什麼程度才可成全人

的義，也許要像耶穌那樣為人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付出吧，是不是也是條死胡同？ 

 

15. 「稱義」、「得救」名詞釋義 

罪＝死，犯罪＝不義＝死，稱義＝無罪，希伯來文的「義」＝華文的「無罪」。霝魂得救就免

下陰間燒，得救＝免刑。得救不一定等於無罪，是有罪但不罰，就像緩刑；無罪是連紀錄都

沒有。得救不一定上天堂，唯有稱義重生才能上天堂，因信才能稱義。人無法守全六百條律

法，但守十誡不難，所以可以達到成聖的地步，成聖不能上天堂，是去樂園。易言之，得救

的途徑有二：稱義和成聖。得救者霝魂的去處亦有二，上天堂或到地底樂園。稱義∕無罪→

上天堂，成聖→到樂園。有「聖」非「無罪」，只是得到遮蓋，舊約以色列選民、新約信徒未

信的家人以及講行為可以稱義的人是到地下樂園。 

 

16. 「行為稱義」的謬誤 

16.1 上帝透過摩西傳的是「行為成義」的舊約。基督吩咐使徒彼得與保羅傳的是「信心稱義」

的新約。雅各出來把新酒裝在舊皮囊裡，來個新舊融合的「行為稱義」，二千年來贋品被視為

真品。末代信徒可別當糊塗人，要嘛守舊約全本律法，要嘛信新約十字架代贖，就是別腳踏

兩條船，走雅各那條既非上帝頒布的舊約，也非基督立的新約。 

 

16.2 若雅各書倡議的是因行為得勝，就不成問題，可是它是倡議的是因行為稱義得救——行

為好才可以稱義才可以得救，故是異端，且是初代教會最大的異端。「行為稱義」這個詞不倫

不類，靠行為只能成義，但靠它不會被上帝稱義，所以沒有「行為稱義」，只有「行為成義」。 

 

上帝規定「無罪」之路有兩條：成義與稱義，舊約走的是「行為成義」，也就是遵行上帝吩咐

的一切律例誡命典章規條，沒一條違背，那叫「成義」，也叫「成全人的義」。但無人辦得到，

於是上帝另開一條新活路，就是新約的「因信稱義」，只要有信心就「稱義」，不看行為，也

叫「上帝稱人為義」。「稱義」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本來行為不及格，被上帝視為及格，本來



不夠資格得救，被上帝歸為夠格得救一族，這才是恩典的真義。只要你信耶穌這名、仰望十

架代贖，原本行為不及格，無法「行為成義」的，就被當成及格看待，這就是「因信稱義」。

會不會感覺不公平呢？上帝要恩待誰，就恩待誰，祂擁有絕對的主權。不配得、不當得、不

應得而賞賜給你，那才叫恩典。 

 

16.3 雅各書有兩大破綻。第一，雅各為了要主張「沒有行為的信心是假的」，用錯誤的例子

誤導信眾。他在雅各書二章 21 節舉亞伯拉罕獻以撒為例，主張行為與信心一致，才是真信，

才能稱義得救。創世記十五章 6 節明明記載上帝稱亞伯拉罕為義是在他相信應許之初，而非

三十年後獻以撒的行為。保羅在羅馬書第四章就正確引用了創世記的典故。第二，雅各要信

徒除了信基督外還要守律法，卻又在雅各書二章 10 節強調犯一條律法就是犯全本律法，這樣

一來會變成信基督稱義後，只要犯一條罪就失去救恩。保羅說那樣基督就白死了，信徒白信

了，逼迫白受了。其實，「信之後若道德行為偏差，會不會失去救恩？」這個疑慮上帝早就預

備了解答。上帝應許信耶穌之後不僅霝魂得救重生，同時「聖霝封印」重生的霝魂，從此肉

體的過犯無法玷污到霝魂（弗 1：13，原文）。 

 

耶穌應許聖霝永遠與我們同在。雅各質疑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等於在質疑上帝賜聖霝永不後

悔永不收回的應許。 

 

16.4 雅各是在捍衛祖宗家法，他不想得罪猶太同胞，保羅批評那些把舊約律法融入新約信心

稱義的人，根本是怕遭到猶太教逼迫（加 5：11，6：12），他們的神是自己的肚腹（腓 3：19）。 

 

16.5 為什麼二千年來上帝容許雅各書存在，也沒人說它是異端？ 

答：因為過去信耶穌的名就可以得救，靠行為稱義的人雖然稱不了義、上不了天堂，卻還有

樂園可去，對世人影響不大。但是現在是末代教會，如果沒有被提，撇下來只能選擇要拜六

六六或是殉道。拜六六六的下場是到火湖燒，今生來世永不得赦免。講行為稱義者無法被提，

留下來極可能只有叛教一途。 

 

以前「異端」定義為「引人失去救恩，連樂園都進不去、只能下陰間的言論」。末代教會不被

提的話，若沒有馬上死去就只能拜獸，所以「害人上不了天堂的言論」在末代教會都叫異端。 

 

17. 亞伯拉罕被上帝稱為義，那亞伯拉罕在天堂囉？ 

答：耶穌說我去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將來屬我的人就跟我在一起，從那時起天堂的門才為人

類開，在那之前只有以諾和以利亞活活升天，其他的人死後都到樂園報到。新約因信稱義的

人霝洗重生，有聖霝為印記，舊約沒有，儘管舊約的挪亞、亞伯拉罕、羅得被稱為義人或完

全人，他們的霝魂還是污穢的，不過，被白衣遮掩住了，有罪不罰，故死後到樂園。說得更

清楚些，稱義重生才能上天堂。賜你聖霝，你的霝魂裡面有霝，死後就能到天堂。 

 

18. 離棄上帝拜偶像是唯一不得救的因素，天主教拜偶像，還向死人燒香獻水果，請問天主

教徒能得救嗎？德雷莎修女們能得救嗎？ 

答：天主教徒若信耶穌是唯一得救之路，就稱義上天堂。若認為耶穌還不夠力，還得靠他媽



媽較穩當，就不能得救，只能去陰間。相信耶穌是唯一拯救就必稱義得救上天堂。在耶穌以

外添加任何條件都無法稱義，肯定不能直上天堂。若添加律法，至少律法還是上帝頒布的，

可去樂園。若添加聖母，那不是出於上帝的吩咐，只有下陰間。 

 

19. 啟 3：18 我勸你向我買精煉的金子，使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恥不會顯

露出來；也買眼藥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見。 

解：老底嘉教會瞎眼又沒白衣穿，表示缺乏因信稱義的真理，其他教會時期，即便接受行為

稱義的謬論，也還能得救下樂園，但最末代教會的信徒若不接受因信稱義，就無法得勝進入

避難所。假若死於災難，至少還有樂園可待，若是被兩獸逼迫而叛教，連救恩都會失去，下

場是直接丟入火湖，末代信徒只要虛心接受因信稱義的真理，就不會被吐出去。 

 

教會怎麼跟耶穌「買」白衣？「買」不是重新付代價，而是透過「信」的途徑。老底嘉要重

新悔改認罪，重新接受耶穌。或許是因為老底嘉是個商業城，耶穌才會用這個「買」字來比

喻吧。 

 

20. 啟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敲門；如果有人聽見我的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飯。 

解：自知是瞎眼、缺白衣、一無所有的人才會起來開門，讓耶穌的信差帶來屬天真理，這麼

簡單就得勝，可是教會內是人在掌權，沒幾個人有自知之明，也少有人有勇氣承認基督被關

在門外，所以會去開門者甚少。雖然講臺缺乏真理，但只信耶穌沒拜偶像，還是得救，惟肯

起身開門迎入真理的人就得勝。 

 

為何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就進入末世？因為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描述耶穌最後一次進入

聖殿之前咒詛了一棵無花果樹（象徵以色列），二十四章 32、33 節耶穌說，看見無花果樹發

芽長葉時，人子就近在門口了。啟示錄說老底嘉書信寄出去時，耶穌就站在門口敲門了。末

世是末期的預備期，耶穌開門進去時就進入末期。 

 

21. 啟 3：21 得勝的，我必定賜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寶座上，正像我得了勝和我父一同坐在

他的寶座上一樣。 

解：以前神學都認為天上有兩個寶座，一個是天父的，一個是基督的。你得勝了，基督邀你

跟祂一同坐在祂的寶座上，就像祂得勝了跟父同坐在父的寶座上一樣。然而，天上的敬拜告

訴我們，天上只有一個寶座（啟 4：2），坐在寶座上的是天父上帝。天使對著寶座上的上帝

敬拜，歌頌祂是「昔在、今在、以後要來的」，可是以後要來的明明是基督啊，所以基督極有

可能是坐在亞畏的裡面。耶穌邀得勝者同坐寶座，表示得勝者與耶穌一同坐在亞畏天父裡面。 

 

亞畏是上帝的體，耶穌在祂裡面進進出出，也因此耶穌才會說我從父來，我在祂裡面，祂（的

霝）也在我裡面，耶穌真正的身分是亞畏的霝魂！天父讓自己的霝魂投胎到馬利亞的肚子裡，

生下來叫耶穌。耶穌就是亞畏！ 

 

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樣式造的，我們的肉體裡面是霝魂，上帝裡面也是霝魂。耶穌進到父



裡面坐右邊，左邊自天地伊始就一直空著，撒但因為覬覦這空著的左半邊才會墮落，不是妄

想推翻上帝，牠沒這能耐。宇宙的紛爭肇因於這個空后座，認識亞畏的名才有機會坐上那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