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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势在必行》系列第六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

天的讲题是「一位向死亡挑战的救主」。 

 

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下有很多人谈论耶稣。你们知道《达文西密码》这本书里面有

一些关于耶稣的见解。这本书已畅销好几百万本，而且也已经拍成电影。因此，有很

多人在关于耶稣的事情上，谈论了这本书里的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人讨论《犹大福

音》的内容。这些人认为这样就是在宣传耶稣。 

 

在今天我们身处的文化中，有很多人谈论耶稣，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有一种想

法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耶稣是谁。我们可以使耶稣成为我们要祂成为的样子，我们

丢弃了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一切，让耶稣成为我们想要祂成为的样子。我认为当我

们企图重新定义耶稣是谁时，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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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给你看一个例子。我要你想象你在教会聚会之后，你离开教会跟那些与你一起聚

会敬拜的人分开之后，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你出去，跟家人或别人共度这剩下的时

光。想象一下没有跟你一起聚会的人来找你，问你说：「今天的服事怎么样呢，你今

天在教会过的如何呢？」 

 

然后，你告诉他们有关敬拜的音乐和诗歌有多么棒，你告诉他们图画好酷，是多么令

人难以置信。然后，你讲到重点了，你说，有个名叫大卫‧普莱特的家伙在讲道。那个

时候，想象一下问你问题的那个人看着你说：「你的意思是大卫‧普莱特在你的教会里

讲道吗？」你回答说：「是阿。」然后他们说：「你是指那个大卫‧普莱特在讲道？」

你回答说：「对阿。」，他们说：「你是指那个大卫‧普莱特，复活节早上你跟他在一

起的那位吗？」你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好啦，在这里这种事很可能

发生在我身上，好吗。」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他们问：「哇！我的意思是你是指那个又高又壮，皮肤黑

黑，看起来好像他一直不停地在工作，有点像是职业运动员和电影明星的那家伙

吗？」 

 

现在，那时候你有两种响应他们问题的方式。一方面你可以说：「那一定不是我看到

的大卫‧普莱特，我看到的这位是瘦得像皮包骨的小孩，双腿内弯，看起来好像才刚从

高中毕业。那是我看到的这家伙。」或者当他们说：「你是指那个又高又壮，皮肤黑

黑，看起来好像他一直不停地在工作，有点像是职业运动员和电影明星的那家伙」

时，你可以看着他们说：「可以啊，如果那就是你解释谁是大卫‧普莱特的方式。」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开放重新定义，如果我不开放重新定义，耶稣基督也不会。如果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耶稣是谁，我们就是大错特错了，好几百年来人类都是

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里面有一幅耶稣的画像，我要让你看到耶稣真正的身份是谁，不

是我说他是谁，其他人说他是谁。我要让你看到圣经说耶稣是谁。我要你看这图像，

是因为我衷心相信，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会发现，祂是令人无法抗拒的。我

们会明白到祂所配得的是超越我们去教会聚会，超越我们随随便便就献身，超越我们

对祂的二流的委身这些事，祂是配得我们用一生去敬拜他的。我们一起看启示录第五

章。 

 

什么事情使耶稣如此独一无二？ 

 

我们来思想一个主要的问题。关于耶稣，有什么事是如此独一无二的？综观整个人类

历史，当中不乏好多位宗教导师及领袖。耶稣有什么事是如此独一无二的？我要给你

看耶稣的四个特性以及祂是谁。并且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些特性时，我们也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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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耶稣配得我们终极献身，配得我们用整个人生去敬拜他的四个理由。我要你跟

我一起深入去看看。 

 

耶稣知道终极的问题是什么 

 

启示录五章：关于耶稣有什么事是如此独一无二的？我要你看到就是耶稣知道终极的

问题是什么，这使得祂跟别人区别出来，显得大不相同。跟我一起看看启示录五章一

节。 

 

约翰让我们看他所看到的景象，但是这个景象是有点往后退一步去看整卷启示录，甚

至是整本圣经。在这里有点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广大的范围。我要你看看发生了什么

事。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坐宝座的就是上帝－『里外都写着

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

开那七印呢？」』（启示录五章 1-2 节）。现在，为了了解在这段经文中发生的事

情，我们必须明白这书卷里所代表的有什么重要性。我要你跟我一起，画出一个书

卷。 

 

这书卷并不是长得很像我们所画的那个样子，因为甚至从圣经这里我们看到书卷里外

都写着字，或许是更大的书卷。但要给你看一个图像，像这样子的书卷会是相当地

大，外面被用印封严了。有个配得上，能够颁布书卷内容的人走过来，他揭开第一个

印，然后他会摊开书卷，读那里面的内容，这就是颁布书卷的方法。基本上，这种事

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要成为事实时，很显然必须有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来当要揭开

印的那个人。 

 

现在这里说，「这书卷有七个印」，因此你看到的图像是有人揭开第一印，看看里面

颁布的内容，然后一旦你把它摊开你会看到第二印。你必须能够揭开它，然后第三，

再来第四，第五，第六，一路打开到第七印。 

 

我们往下翻一章到启示录六章。在第一节这里书卷的内容就被揭开来了。看看圣经说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启 6:1）这里说到发生了什么事。再看第

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第五节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第七节，「揭开

第四印的时候，」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

候，」再翻到八章一节，你看到当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沉静了约半个小时。因此

第五节的问题是，「谁才是配得揭开这些印并打开书卷的人？」 

 

我们没有时间读整卷启示录，甚至接下来几章也没时间读，不能看到书卷里要揭开什

么事，但我要给你看一个图像，基本上可以总结地说，启示录五章所讲书卷里外都有

写上的内容就是上帝的目的，是对祂所创造的万物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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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当回头去看圣经开头创世记三章时，这里讲到罪进入了世界，亏损了上帝

创造的万物，这就是我们犯罪带来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因为这样，我们看

到结果就是世上有苦难，有痛苦，是因我们犯罪的结果而必须经历的事情，甚至当我

们企图要行善时，我们仍然要经历苦难的事。 

 

因此这就是我们从创世记第三章一路看到的图像。现在我们知道上帝最后的目的。祂

要怎么终结这样的事，为祂自己的旨意终结苦难，痛苦，及邪恶的事。祂要怎么对祂

的百姓降下永恒的赐福及审判，这些都明写在书卷里，就是上帝对创造的万物最后的

旨意。因此，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你的永生，我的永生，都跟那卷书里的内容有密

切关联。 

 

有些人会想，「好啦，大卫，上帝为什么不亲自打开书卷？」，我要你明白上帝这样

做有什么目的。如果这位完全圣洁的上帝，要亲自来打开书卷，揭开因祂的本性对创

造的万物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些因不顺服祂而犯罪的人都站在祂的面前，我们唯

一的下场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及定罪。圣经对这件事说的很清楚。我们一生都犯罪这

事实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与一位圣洁的上帝隔离了，全宇宙最后的问题，请不要

遗漏这一点，全宇宙最后的问题是，「像我们这样恶贯满盈的人怎么能够跟一位圣洁

的上帝和好。」 

 

我们经常很轻率地谈论天堂的事。我们必须明白，为了要跟上帝永远同在，罪的问题

要对付才可顺应将要发生的事。因此，我们不要上帝没有借着一位可以在祂跟我们之

间解决这问题的中间人就打开书卷。因此，我要你看到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站在一位圣

洁的上帝面前，我认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两个事情。第一，我们无望地站在一位

圣洁的上帝面前。第二，我们无助地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 

 

你看到的事情就是，第三节说的，「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

书卷的。」第四节 说，「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示录

五章 3-4 节）。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无望地站着，这是第一

点。 

 

现在我要你跟我一起想象，这书卷如果握有结束苦难，结束痛苦这些事，上帝完全赐

福给祂创造的万物，让它们回复到当初被造的样子。想象一下你是在第一世纪时读到

这些内容。那些人正在因他们是基督徒的身分而遭受相当严厉的逼迫。他们家人经历

很多苦难。有些人的妻子过世，丈夫被杀，之后还有谋杀的事，他们都殉道了。他们

看见自己的孩子被强行带走。他们经历了痛苦，约翰看到这一切将要结束。上帝的赐

福就是要把万物回复到应该有的样子，结束一切苦难及痛苦，他看到这一切，但没有

人能够把它打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约翰他不只是哭泣，而是说他哭泣又哭泣，

强调他一直哭泣。这是相当重大的事，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就是这图像里有个不

一样的东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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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我猜想就算不是全部，我想大多数的人也问过的这个

问题：「这真的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吗？」你已经经历痛苦，走过苦难的路，我知道

有些人经历过癌症的痛苦－「到处都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其他的疾病…天灾…我们

曾经经历整个房子被淹在水里，被大水冲走的事。海啸，地震，战争…你想过，「到处

都是这样吗？」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万事万物都将要各得其所。这就是我

们要紧紧抓住的盼望。但没有人能够打开书卷，完全把我们的盼望挪走了。我要你看

看这个情况的严重性。 

 

不只是无望，我说这也是无助的，因为圣经说我们察看，四周没有人能够在这情况下

助我们一臂之力。没有人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想象一下谁能走到上帝的面前，大胆地

走向祂，把书卷从祂手上拿走并且打开书卷。这是相当大胆的举动。谁有这权利呢？

谁有凭据能够真的这样做呢？这真是个大问题啊。 

 

环顾整个人类历史，在宗教领域出现相当多的名人－有宗教导师，宗教领袖－他们给

人很多教导，有些有上千，有些有上百万的追随者，他们对人说「这是你找到人生的

方式。」但如果你遍读所有宗教历史书，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能

够摆脱使我们与一位圣洁的上帝隔离的罪的问题。」有很多导师说：「做这或做那或

做这，要照着古兰经去做，照着这八正道去行，这样做是为了与你周遭的一切事物和

平共处。」但没有一个时间点你可以摆脱这罪的问题。所以，我要你明白，从一开始

耶稣就知道这个终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怎么能够

跟一位圣洁的上帝在一起，这个问题，比我们任何人要面对的任何其他问题更重要。

这是个相当凄凉的景象，因为他看一看说：「没有人说一句话。」 

 

这让我想到一段童年的回忆。有一次，我内人和我带我们的侄儿女们去一家儿童游乐

中心，在那里给孩子庆生。在这地方待个五分钟你就很容易头痛起来，如果你是小孩

子就会记得发生过什么事。你到那里，兑换了代币，然后去玩了一大堆的电玩。你投

入代币就玩了起来。玩了各种不同的电玩，你会玩滑雪球，滑雪球就是把球滚进得分

的洞里面，你玩了好几个小时的滑雪球，如果你是一个小小孩，你只能坐在那里做你

能做的。我记得我的妈妈还是爸爸会站在旁边帮忙捡球，因为我没有办法把球丢到可

以让我得分的地方，但我最后还是会有办法把球丢到那里，当你玩这电玩时，什么东

西会跑出来呢？就是游戏票卷。这种游戏票卷会像一条小溪的水从机器里流出来。 

 

因此你会到处玩遍所有电玩，想要尽可能地拿到最多的票。你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

真的是太有趣了。你，你妈妈和爸爸一起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好的然后呢，不妙的

事要来了。你准备要走了。你已经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你要走到出口处，经过一个

叫做赎回柜台的区域。好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个会让你受到伤害的地方。

好的。因为你是小小孩，你努力得到了这些票，你走到那里。你把票握在手中。你走

到那里，你眼前的景象是一大堆你会爱到想要自己拥有的东西。你的眼睛马上瞄到最

顶端。在架子的最上方有一只很大的绒毛动物玩具，你可以把它们摆在房间拍照，但

是要值八万的票，而你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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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望着妈妈还是爸爸像是说：「我想要熊熊。…我想要这个大的绒毛动物玩具。」

他们低头看着我说：「儿子啊，你的票一定不够的。」因此我的眼睛再往下一层找。

看到了一盏岩浆台灯，那个灯看起来真的好酷。你说 ：「我要那个很酷，看起来像灯

的东西。」…我想要那个。可是要四万的票。你知道要玩几个小时的滑雪球才可以得到

四万的票吗？妈妈和爸爸低头看着我说：「儿子啊，你的票不够用。」 

 

所以我再往下一点找。那个摇控汽车怎么样呢？我就要它。「儿子啊，你的票不

够。」就这样一直看一直选，一直到你看到在你正前方的那个小箱子。你看到黑黑的

橡皮擦里面闪闪发亮，有一只小铅笔躺在它的旁边。最后，你把票拿出来换了礼物。

你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选可以兑换的礼物，当你走出游乐中心的大门时，你的手中却

只有黑黑闪闪发亮的橡皮擦和铅笔，只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票，去兑换最大的礼物。 

 

现在当你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心中想象一下，因为这里讲到的赌注跟那个比起

来是高得太多了。架子顶端上的东西就是你的永生，我的永生，天堂，罪的赦免，喜

乐以及苦难和痛苦的结束。这些都是在最顶端的架子上的。现在想象一下启示录五章

里所发生的点名号角的情景。 

 

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亚伯拉罕，你有足够的票上去那里拿书卷吗？你是上帝百姓的

父亲。你在这卷书的开头开启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亚伯拉罕，你有足够的票

吗？」亚伯拉罕只能低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 

 

「摩西，你带领上帝的百姓，带领他们到达应许之地，带领他们走过红海，你用这么

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带领上帝的百姓。你一定有足够的票。」摩西只能垂着头说：

「我没有足够的票。」 

 

那么所有的先知怎么样呢，这些家伙实在可以说是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都因他们宣扬

上帝的话而被杀害，以赛亚，杰里迈亚，以西结，但以理都是。「你们这些家伙当中

一定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票，因为你们把自己的命都献出去了呀！」他们低头说：「我

们没有足够的票。」 

 

「施洗约翰，你为那将要来的耶稣预备了道路。耶稣是这么夸奖你，你一定有足够的

票。」施洗约翰说：「我没有足够的票。」「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盘石

上吗？雅各，约翰，门徒当中谁有？」「我们都没有足够的票。」「保罗，新约有一

半是你写的，你曾经是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你一定有足够的票吧？」保罗只能低着

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 

 

我们来看当今的伟人，「德蕾莎修女，妳做过的好事跟关心过的人比其他百万人加总

起来的还多。妳一定有足够的票。」德蕾莎修女低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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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理牧师，你传福音的对象比世界上其他人还要多。你一定有足够的票吧？」葛培理

牧师也垂着头，事情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到底谁才有足够的票呢？谁才能真正走到上帝宝座那里，从祂手中拿走书卷，揭开封

印把书卷打开呢？是默罕默德要去做吗？他没有足够的票。还是佛陀要去做呢？他也

没有足够的票。你们的新世代的人怎么样呢？他或者她都没有足够的票。欧普拉，费

尔医生都没有足够的票。天上是一片死寂。 

 

回来看看你和我。你有足够的票打开书卷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垂着头说我们没有

足够的票。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图像。是相当令人绝望的。还有些人会想，「好

啦，你是说各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票。而我是无神论的，我甚至不相信上帝。」 

 

好的，我认为这种想法使我们感到真正地无助与绝望。这种想法是来自那些自称是无

神论者的人。我记得罗素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他是二十世纪时

非常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死在床上结束生命时，这里是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我没

有什么要牵挂的事，只有无情不肯让步的绝望。因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只是我们自

己创造出来的产品，我们只是身处在这样的循环里，就是我们暂时在这里，然后我们

会走掉，换别人来继续这样的循环。这是个无止境的循环。终结苦难或痛苦的盼望在

哪里？那样的盼望在哪里，真是无望又无助啊。」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图像。而

耶稣知道终极的问题是什么。 

 

耶稣付出了终极的代价 

 

第二，耶稣付出了终极的代价。我要你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现在来看看第五节发

生了什么，『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约翰正在哭，「看哪，犹大支

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 5:5） 

 

现在我们在这点上看到一个相当极端自相矛盾的论点，我们在这里不能把它遗漏掉。

一方面我们看到一只胜利的狮子。这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图像，是犹大支派中的一

只狮子。我要给你看个真的很酷的东西。这不只是在启示录第五章这里出现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好几千年前就被谈论的东西。我们翻到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 49 章。跟

我一起回头翻到那里的创世记 49 章。我们来看是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要读的是，雅各对他儿子们说的预言。他其中一个儿子名叫犹大，我们在第五节

看到这名字被提起。「不要哭！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什么意思？跟我一起回头

看创世记 49 章第八节里雅各对犹大说话的情形。 

 

这是启示录五章被写成之前几百年前发生的事。经文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

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

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创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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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再看看第十节，「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

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 49:10） 

 

创世记讲到有一位出自犹大支派的，这一位将要成为万事万物所归属的。我们在启示

录第五章这里要谈论什么呢？就是万事万物所归属的那一位，万国所顺服的都是属于

祂的，祂将要像一只狮子而来。这就是创世记第 49 章所说的。而启示录五章给我们一

个图像。约翰听见这声音说：「来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大卫的根。」以赛亚书第

11 章 1-10 节说到，耶稣会出自大卫的后裔，大卫是出自犹大支派，耶稣是大卫的

根，大卫的子孙。启示录 22:16 讲到耶稣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子孙。因此，耶稣就

是这里谈论的狮子。 

 

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五章，我让你看一些真的酷毙的东西。我现在来上一点希腊文的

课。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这里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

胜。」（启 5:5）「得胜」这个字，有些人翻译成「战胜」，也有人翻译成「征服」。 

 

「得胜」这个字的希腊文，其实是一个你们很熟悉的品牌的名字。我想你很熟悉 NIKE

（耐吉）。这个希腊文（Nikao）的意思就是「战胜」、「征服」、「得胜」。这就是

这家公司选这个名字做为公司名字的原因，因为在运动场上我们总是想要征服，想要

赢。所以他们卖这牌子，把这标签放在外面，「买了 Nike 你就会赢。」我以前曾经穿

Nike 高尔夫球鞋，但一点都没有用，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高尔夫球赛中赢过。不过，我

要你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征服与战胜。 

 

我要你明白，NIKE 一点都不配用这个字；然而上帝是用这个字来指明祂的独生子。上

帝说：「祂是那位好像狮子的，祂将要战胜，将要征服。」你看到，为了得到书卷，

你不是只有从容地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设法让书卷从祂手中滑出来。不是的，你必须

大胆地走到上帝面前，因为你已经征服一切。 

 

这是我们要第一个看的图像，但不要遗漏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所以，约翰擦干眼

泪。他已经听到关于犹大支派的狮子的一切。看看第六节说的，「我又看见宝座与四

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启 5:6）这是个相当难以置信的画面。约翰期待转身看到一只狮

子，但是他反而是转身看到这只羔羊，看起来好像是杀过。好可怕的图像阿，这只羔

羊看起来像被杀过一样。因此我要你看看耶稣这图像的两个面。祂是征服一切的狮

子；而祂也是受难的羔羊。 

 

在过去几百年，世人对耶稣的看法，不是偏向他是征服一切的狮子，不然就是偏向他

是一只受难的羔羊。许多人把耶稣描绘成一只受难的羔羊，一个软弱的好人。他真的

不能，也没有很多能力，让人来跟随他。祂只能跟一群穿着破衣服的人在一起。另一

方面，有很多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祂是一位伟大、有大能的宗教导师，但是

他们不承认祂死在十字架上。 



Página (Page) 9 

 ©  David Platt & Radical.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伊斯兰教。回教徒不相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事实上，他们厌恶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很可怕的想法。我在印度

尼西亚跟很多人谈这件事。他们说，他们对于我们这里讲的耶稣这图像有两个主要的

问题。第一，他们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所讲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个事实。「所以

这样讲很疯狂」，但使它更疯狂的是他们讲的第二点，「你说道成肉身的神真的被钉

在十字架上，用这么残忍，不人道，为难人的方式被杀害。神不会那样做的。」 

 

我最近读了一位回教学者的文章，他甚至写说：「我们比你们这些基督徒更尊崇耶

稣。我们不肯相信上帝竟然会允许祂在十字架上受死。」 

 

我要你看看在耶稣这画像里，为了让祂成为人类历史里的那只征服一切的狮子，祂就

必须先扮演一只受难羔羊的角色。这些都要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为了征服一切，能够

来到上帝的面前，拿走书卷，祂必须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为了让我们可以和一位圣

洁的上帝连结，祂必须扮演受难羔羊的角色。十字架不是祂的选择。这不是祂的计

划，因为不会使情形有所改善。这是上帝对全宇宙的计划，就是先变成人的样子，然

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死在那里，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把我们的罪挪去。 

 

我太太和我在城里，我们进城，我想要带她出去，来个美好的约会。我带她去一家很

棒的餐厅。因此我决定不带她去麦当劳，或者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我要带她去一

个很棒的地方。我们去一家名叫「活泼」的意大利餐厅。这真是一家很棒的餐厅，因

此我对我太太说，「海瑟，今天晚上，我要请妳吃饭。我们可以随意点想吃的菜。这

样我们可以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我点了一客大牛排；海

瑟点了龙虾浓汤。我们还叫了甜点。我们通常不会叫甜点的，不过我们这次叫了。 

 

我们坐在那里吃着，吃完了甜点，正在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这时服务生走过来，告

诉我们说：「先生，我要让你知道，餐厅里有位客人已经帮你买单了。」他说：「我

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他只是要感谢你，在六或八个星期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想

帮你买单。」 

 

我们享用了这顿真是非常棒的晚餐，而且可以不用付一毛钱就离开餐厅，因为有人帮

我们买单了。我祷告祈求，你们今天可以更深入明白，在你的桌上是摆满了你的罪

行，这罪行的代价就是死，这罪行的代价就是受苦难，而宇宙的上帝来接近你和我，

祂说：「你的账单我已经付了，都结清了。」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人能这样讲话的！有

谁会帮你付钱？把那一整桌的罪行都担在自己身上。没有人可以的。这就是耶稣独一

无二的地方。祂自己付上了终极的代价。 

 

耶稣完成了终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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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耶稣完成了终极的目的。现在当我们真正开始思考耶稣所做的事情时，这就是

很棒的地方。因为第七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启

5:7）耶稣走到上帝面前，拿了书卷，把它带走，因为祂配得这样做。这是个难以置信

的图像，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开始发生的。 

 

有人称这是天上最哀伤的一天。这就是约翰哭泣的原因，因为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他站在那里，他像其他人一样手中握着票，可是没有人可以付钱。书卷在这里。永

恒，罪的赦免，天堂，喜乐，永生，这一切都摆在架子的最顶端，这里是一片死寂，

因为没有人可以付价银，我们将永远失去所期待的盼望。在这景象当中开始有些嚷嚷

闹闹的事情发生，这一片死寂开始被打破了。 

 

当你我手中握着票站在掌管宇宙之神的宝座前，却没有能力付上价银，就在此时此刻

耶稣基督这只狮子，也是这只羔羊，祂走向前说：「我有足够的票！」祂说：「我有

全部的票因为我已经为你们付上价银！你们不必为你们的票担心，不用担心你要做得

多好或要赚多少，因为我把这些都包下来了。我已经为你们的罪付上代价，我能够，

也配得走到祂的面前，拿走书卷，好使你们经历永生的喜乐和满足。没有比这更好的

理由，要在那里大大庆祝一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唱诗，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敬拜的理由。救主所配得的是远超过我

们参加的宗教聚会，祂所配得的是远超过我们随随便便的献身，我们二流的承诺，或

者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方面的事情。祂是配得我们用整个人生来敬拜他的。 

 

耶稣配得终极的赞美 

 

耶稣知道终极的问题是什么。祂付上那个代价了。祂完成了救赎的目的。耶稣应得终

极的赞美。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美国，在我们的宗教次文化里，不要对上帝的国度，

对这位救主，对这位主随随便便。祂所配得的是远超过我们盛装打扮参加聚会，在那

里唱唱几首诗歌之后就拍拍屁股回家了。祂是配得一切所有的。 

 

这段经文把事情解开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很令人激动的。看看第九节说，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 神，」（启 5:9）在那一天，我们将有新

的敬拜。因为这诗歌没有在天上唱过，这经文写成之前都没唱过。当耶稣因为在十字

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及这里所解开的事情而拿走书卷时，这诗歌唱着说，「你买赎

了我们，救赎了我们。」 

 

我们将有新的敬拜，不要遗漏这点，我们的敬拜将永不止息。接着发生什么事呢？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

万万，」（启 5:11）因此天使上场了。「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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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启 5:12）然后我们也加入这阵容，「我又听

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

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都下拜说：「阿

们」，意思是完成了，结束了，他们都在敬拜，没有停下来，永远不会停下来。 

 

将来有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羔羊的宝座周围下拜，就是那位被杀的

羔羊，赢得终极战争的羔羊，我们都要说，祂是配得的。问题是，「我们要现在就做

或为时已晚时才做?」不管你的心有多刚硬，不管你有多少次说：「好啦，我不会称呼

耶稣为我的主的。」但将会有一天，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屈膝下拜称呼祂为主，

因为祂是配得的，就是这原因使祂与历史上所有的每一个人区别开来，显得与众不

同。 

 

看到画像了吧。我相信，当我们看到时，会看见祂是令人无法抗拒的。为什么我们谈

论一只像被杀害过的羔羊，好可怕的图像啊，但不要遗漏掉了，你看到第六节吗，你

可能几乎会把它漏掉，约翰说，「我看到一只像被杀过的羔羊。」这羔羊正在做什

么？在圣经上用底线画下来，圈起来，在旁边写上：在经历这样的苦难中，这羔羊没

有被推倒，没有失败，没有被打倒。羔羊在做什么呢？这只像被杀害过的羔羊站了起

来。多么难以置信的啊。祂站在上帝的右手边。你知道为什么吗？羔羊是怎么站起来

的？一只被杀害过的羔羊可以站起来吗？ 

 

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 12 章。在正月初十日，羔羊要被带进各人家中。他们要与这只羊

羔相处四天。他们会跟这只羊羔产生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家里的宠物一样。在正月十

四日，他们会杀了这只羊羔。羔羊的血象征着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是神在圣

经开头让我们看到的画面。现在来到结束的地方。羔羊已经被杀害了。祂已经死在十

字架上。羔羊不是死了躺在那里。羔羊是站起来了，因为祂不再挂在十字架上，祂已

经复活了！ 

 

我好奇当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其他宗教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是不

是在想，「我们那家伙在坟墓里。我们那家伙还在坟墓那里！」这只已经被杀害的羔

羊也是那只已经征服一切的狮子，祂正站在上帝的宝座前，祂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 

 

我要请你想想，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从神所看到的东西。我要问你一个终极的问题。我

相信这是宇宙间终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小孩，是学生，

或是大人，老年人，或者任何中间年龄层的人都要面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我

们一生中回答这问题。这问题就是：「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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