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GHT JESUS, WRONG TIME 

信對了主, 但時間錯了 

主説: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

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  

你我思量以上主對門徒們所説的話, 謹記我們今生會遭受逼迫, 試煉, 困難, 阻力, 愁苦

, 有時候甚至有憂鬱感, 便是明智. 我們會受誣衊, 甚至被中傷. 然而, 我們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既得著 神的應許, 說無論日子會變得多麼的黑暗, 我們都會抵達終點. 請謹記, 

主已勝利在握.  

我透過上月的信札, 描述了有一足球隊從更衣室裡出來, 且為要參賽而必須衝破紙牆. 那

紙牆代表了一切你我必須突破的, 即魔鬼一切有關我們為何無法靠 神而勇往直前的謊言.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邁向應許之地時, 仇敵成功的攔阻了他們. 他們停在邊界, 深信自己

無法前進, 且佔領那按照律法屬他們的地土(參看民13:32-33). 他們無法明白那只不過是

道紙牆而已, 結果便死於曠野. 

現在, 假設我們是已衝破紙牆, 在場上列隊的一個隊伍. 球賽開始了. 本隊的一個成員進

入了對方的禁區,接到了球, 開始跑向對方的龍門. 可是, 他突然停了下來,在自己的十碼

線那裡把球扔在地上, 開始因勝利了跳舞. 

對於你們不熟悉足球的人, 除非球員進入了對方的禁區, 否則, 他不會把球扔在地的. 這

是為要慶祝那一刻的勝利的. 因此, 請想像, 有一名球員在他自己的十碼線把球扔在地上

, 且開始跳舞, 是多麼的不可置信, 難怪他的隊友都瞪著他, 大惑不解! 觀眾都不在喝采

, 對方則向他發動攻勢. 我們既得了 神的應許, 無論日子會變得多麼的黑暗, 都要抵達

終線. 

他會説: 「我以為自己得勝了. 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賽前在更衣室時, 已得知自己得勝有

餘! 我們已得知有隊友進入了對方的禁區, 而且我們都得勝了! 為什麼我在自己的十碼線

那裡宣告全然得勝時, 人人都反對呢? 我真不明白. 」於是, 這心中困惑的隊員轉過身來

, 面帶愁容的回更衣室去了.  



 

在往以馬忤斯的途中  

路加福音第24章所記載的兩個門徒正是如此. 他們也得了以下不可思議的應許: 「你們會

有份於奇妙的勝利! 你們所祈求的, 都會得著. 你們將會成為君王和祭司, 在永恆裡在 

神的右邊與主一同執政掌權. 」然而聖經記載, 這兩個門徒動身往離耶路撒冷七哩路的以

馬忤斯村去. 耶路撒冷是勝利之地, 可是, 他們當時卻離開了; 也就是說, 他們灰心喪志

. 

 「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 耶穌親自就近他們, 和他們同

行. 只是他們眼睛迷糊了, 不認識祂.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

? 」他們就站住, 臉上帶著愁容. 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 「你在耶路撒冷作

客, 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麼? 」耶穌說: 「甚麼事呢? 」他們説: 「就是拿撒

勒人耶穌的事; 衪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

府竟把衪解去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上.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祂. 」」

(路24:14-21)  

這些門徒與對的主同行了. 他們都認識衪, 聽過衪的聲音. 關於主會上十字架, 把教會留

在世上, 祂毫不避諱. 然而, 門徒們卻假設衪所提到的勝利會即時臨到; 也就是說, 他們

會與主一同執政掌權, 霎時間推翻羅馬的統治. 他們心中彷彿在自己的十哩線那裡把球扔

在地上. 所以, 當主被捕, 毒打, 釘十字架時, 他們的結論就是,他們所跟隨的耶穌不會

是彌賽亞. 

當然, 你我都知道他們信對了主, 只是他們的時間錯了. 他們看不見自己還要跑九十多碼

, 才能得勝; 也就是說, 確實在 神的寶座前慶祝. 當時, 對方的隊伍依然發動攻勢; 他

們依然必須禱告和爭戰. 

 這是要提醒你我, 有關我們雖然勝利在握, 但卻不能免去當前的屬靈戰役. 我們必須謹

記, 我們不可在過早宣告得勝上犯錯. 使徒保羅也必須對哥林多的教會說: 「你們已經飽

足了, 己經豐富了, 不用我們, 自己就作王了; 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 叫我們也得與你們

一同作王.」(林前4:8) 哥林多的信徒接受了這樣的虛謊: 「何必受苦呢? 我們得勝了! 

我們既豐裕, 又富足, 絕不會有病的. 再也不會有試煉和愁苦了. 聖經不是這樣説嗎? 」 

是, 這是真的. 聖經的確説, 有一天, 再也不會有愁苦, 試煉, 困難, 眼淚和歎息. 但是

, 這並不是指我們在世上時不會遭受這些事情.  

是的, 我們都得了保證, 有關我們去世後, 就與主同坐, 執政掌權. 我們在榮耀裡將會有

住處, 且有亠天會走在黃金的街道上. 我們將會站在 神的寶座前, 聽見衪說: 「好, 你 



 

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太25:21) 這一切都會應驗…但都是後來的事. 我們還有九十碼的旅程, 

即還必須打的仗 . 我們並不是為著自己的救恩爭戰, 因為我們都因主而得救了. 如今, 

我們乃是為著 神在地上的見證和尊貴而爭戰. 我們都在爭戰, 好讓在 神國和衪的勝利以

外的人都能認識祂. 

給別人的一個記號 

我們謹記以下的, 就會得鼓舞: 我們在世上受逼迫的理由之一, 是因為往往這是周遭的人

認識 神惟一的辦法. 你我必須像一般的人, 經歷水火和困難時期. 然而, 我們和他們的

區別就是, 我們內在的力量泉源必確保我們渡過難關, 且賜我們一首詩歌. 

 因此, 詩人大衛説: 「衪從禍坑裡, 從淤泥中, 把我拉上來, 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 使

我腳步穩當. 祂使我口唱新歌.」(詩40:2-3) 這並不是指大衛沒有別的戰役. 他還是必須

上戰車, 為著 神百姓的國土與敵人作戰. 然而當時, 大衛心中的詩歌不會受環境所影響.  

「…就是讚美我們神的話; 許多人必看而懼怕, 並要倚靠祂. 」(詩40:3) 換言之, 人們

看見當你像他們一般經歷困難, 但卻帶著 神的力量, 就會肅然起敬, 説: 「神誠然存在! 

我們同樣在水中走過, 然而那要淹沒我的卻要加給他力量. 那人內在的力量是我所缺乏的

! 」 

保羅說過: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就是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得拯救; 我們受患難呢, 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得拯救…」(林後1:3-6) . 保羅從未隱瞞這事實: 信徒會遭受試煉. 他甚至透過下面的經

文繼續説: 「弟兄們,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 力

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林後1:8) 保羅解釋説: 「我們都會經歷試煉, 但 

神必安慰我們. 而且, 我們既得安慰, 就能安慰那些憂愁困惑的人. 」 

與他們同行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許多信徒將會需要經歷主的安慰. 正如門徒們在往以馬忤斯的途

中, 這世代裡有些跟隨主的人將會灰心喪志. 就是那些領受了某些講道, 以為歸信主是指

一概免去苦難和試煉的人. 「主裡的生活是希奇的! 你會得著奇妙的工作和事奉. 而且, 

你若獻上100塊錢給神, 衪就欠你100,000塊! 」 

 



 

於是, 他們興高采烈的聽信這種應許. 然而, 有一天, 他們發現自己的錢財一去不復返, 

又突然失業了. 他們的城市開始爆發出混亂的情形. 試煉和困難臨到, 他們心中愁苦, 便

不禁思索: 「我是否吃了虧? 那些有關我將會如何, 和會擁有什麼的應許怎麼樣啦? 」 

彷彿他們在跳舞, 但卻發現對方的隊伍正在發動攻勢! 你要明白, 有人在足球賽裡太快把

球扔在地上是被看為失球的; 也就是說, 對方就能乘虛而入. 人們不明白何謂主內生活的

真理, 就是讓仇敵乘虛而入. 魔鬼會令人懷疑 神信實的心和祂的應許. 牠會說一切都是

假的, 或者, 牠會説他們實在不屬於那隊伍. 

結果, 這些人會大大的灰心喪志. 請謹記, 他們並沒有反對十字架, 只不過領受了太迅速

成就的福音而已. 他們實在跳過了主內的生活, 而直接抵達終點. 

我們從聖經讀到主並沒有放棄那些在往以馬忤斯途中的門徒們. 衪走過去與他們同行, 因

為祂知道他們確實愛祂. 祂説: 「無知的人哪, 先知所説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

了. 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麼?」(路24:25-27) 主顯示他們, 說苦難

是福音無可避免的一部份. 

同樣, 我們也必須謹記, 不要離棄這些主內的弟兄姐妹. 我們不可責備他們, 説: 「你相

信那些愚昧的事情, 所以現在 神離棄了你! 」我們反倒要像主亠像, 追隨他們, 且走在

他們身旁. 你發現有人對何謂主內的生活沒有正確的看法, 你可以翻開聖經, 説: 「朋友

啊, 你信對了主, 只是時間上錯了. 讓我顯示你試煉和困難並沒有因著十字架, 而被除掉

; 乃是這些事情摧毀人的威力已被毀了. 是的, 我們已在得勝上得蒙保證, 因為主已越過

終線, 進入榮耀裡. 雖然如此, 我們千萬不可忘記, 我們還有當走的路程, 和在今生當打

的仗! 」 

未來的日子 

毫無疑問, 在個人上和整體來說, 未來的日子將會愈來愈困難. 我們在本國周圍四看, 已

看見家庭破裂, 令人驚訝; 困難和試煉在各處興起. 所以, 我們現在要謹記主透過我們開

頭的經文所説的: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 .  

千萬不要忘記, 在禁區裡已有慶祝! 當然, 你我也許還需要一陣子, 才能抵達; 但直到那

時, 不要氣餒, 也不要讓你的隊友灰心喪志. 我們依然屬於得勝的隊伍; 我們大家還要越

過終線. 我們要戰勝陰府的權勢, 且要在未來的日子裡帶著許許多多的靈魂! 而且, 我們

終於抵達對方的禁區時, 將會參與那奇妙的慶祝. 我們會載歌載舞, 前所未有的充滿不可

言諭的人喜樂! 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