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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三7 13第七课第七课 另一类的选择另一类的选择
启三7-13

思想启示录的第六个教会 ─ 非拉铁非教会

7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8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9 那撒但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9 那撒但 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第七课第七课 另一类的选择另一类的选择
启三7 13

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启三7-13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11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12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13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第七课第七课 另一类的选择另一类的选择

非拉铁非教会的人，受到当时犹太人的逼迫，

背后有撒旦一会的人的毁谤，

结果这个教会，跟士每拿教会一样，

都没有受到责备！

非拉铁非教会作另一类的选择，

结果被记念，被称赞。

从这个教会来看到现在华人教会，
正是提醒我们，

要被神所用、能够渡过末世的灾难，

留心 要懂得做不一样的选择！留心，要懂得做不 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亚伯拉罕在人间堕落败坏、自高自大的时候，

上帝呼召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上帝呼召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离开多神文化，来归从、依靠真神，

结果变成以撒 雅各 大卫 到耶稣的信心之祖

摩西在皇宫里面被神所用，

结果变成以撒、雅各，大卫、到耶稣的信心之祖。

四十岁的时候知道他是犹太人，

放弃埃及的财富、地位、法老王的接班，，

写下五经、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过红海。

尼希米尼希米将王酒政的地位看为轻淡，

离开王酒政、王宫舒服的位置，

走了八百里到他自己的家乡，重建圣城。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路得的祖宗是摩押人，

是罗得跟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后裔，是罗 跟 女儿 ，所生的后裔，

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是堕落败坏乱伦的子孙。

路得做不一样的选择，路得做不 样的选择，

祖宗的恶名 ─ 改运，她进入大卫家谱，

马太福音第一章里，耶稣的家谱记载她。马太福音第 章里，耶稣的家谱记载她。

如果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要学习为着希望家人得救的缘故，

早早作不一样的选择，，

像路得一样，回来归向真神。

所有神所用的人，都懂得做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选择‧另类的眼光 ‧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被神所用的人，应当如何作不一样的选择呢？

那圣洁 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三7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逼迫非拉铁非信徒的人，是犹太教的人，
以为犹太教的祖先是大卫，

就不让非拉铁非的信徒归向耶稣；

耶稣鼓励他们：
「真正掌管犹太教祖先大卫钥匙的，

不是犹太人，而是弥赛亚耶稣，

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耶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耶稣！」

‧不一样的选择‧另类的眼光 ‧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作另一类选择的人，绝对有不一样的眼光，

那个眼光帮助他来依靠神！那个眼光帮助他来依靠神！

大卫的钥匙不是放在犹太教的手中，

而是放在耶稣手中，

 耶稣才有办法开，没有人能够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

耶稣的门是开着的，他等待你进来，耶稣的门是开着的，他等待你进来，

你可以在耶稣里面，

找到永恒的安慰跟保护找到永恒的安慰跟保护。

学习作另一类选择的人，
靠神 望神 定睛 上有这个眼光，来依靠神！仰望神！眼光定睛在天上。



‧不一样的选择‧另类的眼光 ‧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要被神所用，就要常常有不一样的眼光！

什么叫眼光？就叫信心。什么叫眼光？就叫信心。

来十一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带着永恒眼光，看环境背后的神在主宰，
就不至惧怕 否则会惧怕！就不至惧怕，否则会惧怕！

彼拉多就惧怕犹太人，
结果宁可让耶稣被害，送他上十字架，

彼拉多被世界同化了。

当时得到人的一些称赞，不过是短暂的 ─

耶稣基督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使徒信经

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不一样的选择‧另类的眼光 ‧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求主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
 学习不要被世界所改变、所同化学 界所 所

 学习有另一类的眼光，学习看天上的神

罗得跟亚伯拉罕 到约旦河的西边要分土地的时候罗得跟亚伯拉罕，到约旦河的西边要分土地的时候，
罗得看约旦河东，

以世界观念 价格观 金钱以世界观念、价格观、金钱

为人生决定的原则，

就进入所多玛的罪恶败坏里面就进入所多玛的罪恶败坏里面。

没有永恒眼光，无从作另一类选择

伯拉罕 永恒 光亚伯拉罕有永恒眼光，

成为以撒、雅各，大卫到耶稣的始祖，

因为他作了另一类的选择

‧不一样的选择‧另类的眼光 ‧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挪亚作了一百二十年的传道，人家嘲笑他，

他明白上帝主掌王权，会有大水来审判人，

耶利米知道南国 定会被掳 上帝感动他 他也顺服

他明白 帝 掌 权，会有大水来审判人，

他带着不一样的眼光，最后全家蒙恩。

耶利米知道南国一定会被掳，上帝感动他，他也顺服，

传道给当时的王、当时的人，叫他们悔改！

带着 奉他带着天上神的眼光，才有办法来侍奉。

米该亚 ─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米该亚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

定睛在天上的神，指责亚哈说：「你应当悔改！！」」

就是因为有天上的眼光 他说耶和华在宝座上宝座上

信心一开窍、看所当看，就敢面对非拉铁非所面对的困难，

就是因为有天上的眼光，他说耶和华在宝座上宝座上。。

撒旦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有另一种眼光。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 ‧得不一样的结果

撒旦一会的人，犹太教的人会来逼迫，
种族、宗教、政治卡在一起，逼迫非拉铁非的教会！

三8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

小教会受称赞，反而大教会受责备
富有、人多的教会，不一定得神的称赞

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你外表，

而是里面肯不肯做不一样选择！

有不一样的眼光！

大教会受责备，小教会像非拉铁非教会，大教会受责备，小教会像非拉铁非教会，

略有一点力量，又能遵守主的道，被称赞。

这么做的人 要留意 会有不 样的对待这么做的人，要留意，会有不一样的对待！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 ‧得不一样的结果

启示录十二、十三章

恶者撒旦模仿基督受死复活，

怂恿世界的人跟从它

兽、撒旦、古蛇，叫人 ─
受牠的印记，然后杀害信徒！

但以理做不一样的选择 ─ 归向真神，但以理做不 样的选择  归向真神，

结果被丢到狮子坑里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被丢到火窑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

马偕到台湾淡水，敲门传福音，

台湾人在头上给他浇大便

侍奉神要侍奉神，常常会有苦难、会有不一样的对待。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 ‧得不一样的结果

撒旦用政治、经济、权力、钱力、宗教、邪情
启示录第六章开始，七印、七号、七碗，就在描绘 ─

Power、Money、Sex，要来捆绑属神的百姓

非拉铁非的教会是第 世纪的教会非拉铁非的教会是第一世纪的教会，
也在描绘所有两千年到将来的教会，

都可能面临的困难 逼迫都可能面临的困难、逼迫。

源头在撒旦！

使徒保罗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
总是有石头会丢过来；总是有石头会丢过来；

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非拉铁非的教会，

得到称赞是苦难逼出来的教会，得到称赞！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 ‧得不一样的结果

God has one son without sin.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没有罪上帝只有 个儿子没有罪He has no son without suffering.

却没有儿子不受苦的却没有儿子不受苦的

耶稣说：「你要跟从我，背十字架来跟从我。」

属神的人常常 有逼迫 这 是命定的属神的人常常会有逼迫，这个是命定的
耶稣的开路先锋约翰，是给希律王砍头的

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殉道的…
侍奉神的人，为了做不一样的选择，会有不一样的对待

杰弗逊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总统，
因为他愿意面对别人在他身上的负荷、来承载。

耶稣承载我们！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撒但 会

恶者在背后怂恿犹太人，来逼迫非拉铁非的信徒。

三9 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我 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 拜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非拉铁非的教会
虽然他们逼迫你，

最后要服在你面前。
有不一样的结果，

成为被爱的族类
好像约瑟所有的哥哥们，

到他面前来下拜一样！

成为被爱的族类。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上帝恩待你，因为你做不一样的选择，
接受别人不一样的对待，结果你是「被爱的族类」。

彼前二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是耶稣所爱的，这称呼就好像约翰一样，
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你希望死的时候，坟墓上刻的是什么？你希望死的时候，坟墓上刻的是什么
「这个人是主所爱的」？「这个人是被世界所爱的」？

我宁可选择：「这个人是被主所记念的」，我宁可选择：「这个人是被主所记念的」，

可能被世界所恨恶的；

而不愿意像一般人一样，而不愿意像 般人 样，

被世界的人所称赞，而不被主所记念。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三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被主保守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耶稣 来的时候 会有普 的试炼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普天下的试炼，
你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上帝的儿子耶稣 保守你 免去你的试炼上帝的儿子耶稣会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三11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三11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因为保守的缘故，他就会拥抱你，
越困难临到的时候，他就越保守越靠近你，你，

让苦难变成避风港。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三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被主纪念
三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 都写在他上面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新城耶路撒冷，有使徒的名字，也有你的名字 ─ 刻在上面，新城耶路撒冷，有使徒的名字，也有你的名字 刻在上面，
你被永恒记念，被主记念，

比世界的人记念你更重要！界

受苦的时候，带着信心、永恒的眼光，
学习做不 样的选择学习做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选择 ‧另类的眼光‧不一样的对待‧得不一样的结果

中南美洲宣教士 ─詹姆士‧艾立特，
死前讲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It is not Fool giving up what you can't Keep.
放弃不能拥有的 并不是傻瓜放弃不能拥有的，并不是傻瓜
And gaining what you can't lose.

得到不能丢弃的 才是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要学习杰弗逊、但以理、路得…，

得到不能丢弃的，才是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要学习杰弗逊、但以理、路得…，
学习非拉铁非的教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有苦楚 但是最后被永恒记念。虽然有苦楚，但是最后被永恒记念。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靠主的恩典 到主面前做 样的选择 好叫别 蒙恩靠主的恩典，回到主面前做不一样的选择，好叫别人蒙恩！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做不 样选择 仰望您让我们懂得做不一样选择，仰望您！

让听的人、看的人得到感动，

学习非拉铁非的教会 有 样的眼光学习非拉铁非的教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虽然有不一样的对待，

样的结 被你永 记念却因为知道有不一样的结果 ─ 被你永恒记念，

就愿意把身体献在你面前 ─

跟从耶稣，

叫世界的人得到好处叫世界的人得到好处，

叫你的名得到荣耀！

祈求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