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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沒有違背天上異象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千人教會不能算異象」 
     下週4/20（二）一4/22（四）在新竹聖經書院開總會年議會。此

次特別有「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獎勵受獎，針對主後2010

年~2019年長老教會洗禮人數前十名（並沒有標明名次，乃照地理

位置排序）分別是- 

七星中會雙連教會、七星中會榮星教會、七星中會宜蘭教會、七

星中會中山教會、台中中會忠孝路教會、台南中會富強教會、高

雄中會岡山教會、高雄中會右昌教會、高雄中會前金教會、屏東

中會鹽洲教會。 

   對我們而言，得獎是個很大的鼓勵，但是我們必須思考上帝給我

們的異象是什麼，應該不只是人數而已。就如已退休的張茂松牧

師在2016年說，一般教會牧者的藍圖，是建立「大」教會，所有

的努力及經營，就是盼望使教會「變大」、變得「超級無敵

大」，大到每個人看到它，都會讚嘆，「哇，你有這麼大的教

會」、驚訝於牧師有多能幹。但這樣，真的是教會牧師被呼召出

來的目的嗎？「千人教會不能算異象，只能算業績，很多教會牧

者把業績當作上帝給的異象，那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應當建造

『有品牌』的教會。」有品牌的教會：我知道我是誰、我的價

值、以及要往哪裡去。 

張茂松牧師進一步分享，其新店行道會中有位女牧師，以前

常問他：我們行道會的品牌是甚麼？但張牧師回答不出來；沮喪

的他，不只為此徹夜難眠，甚至只要看到對方，心裡就感到不痛

快。有天他躺在床上問上帝：到底我的教會品牌是甚麼？「卓

越！」上帝在半夜如此回答他。當教會有了品牌： 

就不用比較、不須追求大、就有價值、有清楚方向；會眾有向心

力，並且知道未來他會變成甚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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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是否清楚教會的異象，如何建立自己教會的品牌？ 

2. 我們是否能夠如保羅一樣過著「為異象而生，為異象而死」的

生活？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二十六章 13-25節》    

26:13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

亮，四面照著我並與我同行的人。 

26:14 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

羅！掃羅！為甚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26:15 我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穌。 

26:16 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

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26:17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

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

的人同得基業。』」 

26:19 「亞基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26:20 先在大馬士革，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

他們應當悔改歸向 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26:21 因此，猶太人在殿裡拿住我，想要殺我。 

26:22 然而我蒙 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對著尊貴、卑

賤、老幼作見證；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

事， 

26:23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裡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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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

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 

26:25 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

話。 

 

二、經文背景 
       屬天的異象使保羅為主瘋狂，也使他的價值觀有一百八十度的

轉變。從一個指著自己誇口的人，變成指著基督誇口的人。保羅

與主相遇後的生命，展現幾個特點：1.他改變了。保羅在大馬士革

與主相遇的經歷，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轉捩點，因主的顯現與向他

說話，讓原本充滿銳氣、高傲自大的保羅，看見自己在主面前原

來是如此渺小、無知。2.他領受使命作主的僕人，要向人見證所看

見關於主及將來主要指示他的事。3.他回應主的呼召，在大馬士革

和耶路撒冷，並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當中勸勉他們悔改歸向上帝，

所作所為要符合悔改的心志。4.他堅持真理，在公會與羅馬官員前

受審時，仍無所懼地述說主耶穌的救恩如何臨到他的真實經歷。 

       非斯都對保羅所堅持的基督受難、復活、救贖的信仰感到不

解，甚至認為這學問使保羅精神失常。雖然保羅被拷問，然而他

仍藉機向在場的官員道出其所看、所信、所言，與他們對話，即

便官員表示不會接受基督信仰，但保羅希望，有一天他們都能像

他一樣接受基督。 

      其實保羅生命中至少有五個異象- 

       1、大馬士革路上的異象—改變保羅生命的異象（徒二十二:6-

16，二十六:12-18） 

        2、.巴拿巴和掃羅奉差遣—改變服事方向的異象(徒十三:1-3) 

        3、保羅奉召向外邦人傳道—改變人生目標的異象（徒二十

二:17-22） 

        4、馬其頓的呼聲—改變福音走向的異象（徒十六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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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三層天的異象—證實身份的異象（林後十二:2-10） 

前一個異象都是為了後一個異象作準備，有其連續性，主軸

也未離開主的「大使命」、「大誡命」與「最新誡命」。一路上

都是經歷到「聖靈充滿」帶來的神蹟奇事。發揮「在捆鎖中得自

由」，找到真正自己，說出自己生動的生命故事見証。 

   

三、 啟示: 
 (一)  異象讓人眼睛打開 

          異象（Vision）使得保羅為主瘋狂。他在往大馬士革的路

上，遇見大光，領受了屬天的異象。耶穌向他顯現：「我差你到

猶太人和外邦人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

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徒二十六:18）。保羅原本有自己屬世

的理想，但天上的異象改變了他人生的方向。保羅對審問他的亞

基帕王說：「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先在大馬士

革，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

向神。…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

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徒二十六:19-20，24）。 

       屬天的異象使保羅為主瘋狂，也使他的價值觀有一百八十度的

轉變。從一個指著自己誇口的人，變成指著基督誇口的人。如果

要指著自己誇口，保羅大有可誇。從與神立約來看，保羅第八天

就行割禮；從以色列支派來說，保羅是屬十二支派中第一個產生

君王的便雅憫支派。從血統來講，他是希伯來人所生的純種希伯

來人。從律法來說，他是最嚴謹的教派所訓練出來的法利賽人。

從熱心來看，他是逼迫教會的；從律法上的義來講，他是無可指

摘的。 

  雖然保羅擁有這一切傲人可誇的背景和身分，他卻選擇以認

識耶穌基督為至寶。   他對亞基帕王說:｢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

來的異象。｣有一個東西在他心裏，有一件事他永遠不能忘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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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力使他不能不向前走，那就是在大馬色路上的屬天異象。在

那裏他看見了天光，比日頭還亮，他仆倒在地，他聽見主的聲音

呼召他，這時他的眼睛瞎了，甚麼都看不見了。是的，他看見了

天的時候，地上的一切都變成黑暗、虛無了。他看見了基督的時

候，萬事都變作有損和糞土了。他受主的選召和差遣，他把性命

置之度外了。他所以能從大馬色、耶路撒冷直到外邦為主作見

證，傳光明的道，不怕任何艱難危險，不顧任何痛苦逼迫，都是

因為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你有沒有違背你蒙召時所見的異象，所聽的聲音？你有沒有

違背奉獻時所作的禱告和諾言？再抬起頭來望天吧！閉上眼睛思

想吧!使屬天的異象再能出現在眼前，在心間！ 

 

（二）異象讓人充滿熱情 

       異象讓保羅產生「熱情」。他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

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衪替眾人

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

主活。」（林後五 14）。「激勵」的原文有「抓住」的意思，基

督的愛抓住保羅，使他活出生命的熱情。 

保羅使徒的身分是聖靈所印證的，不是那些憑外貌認人的人

所能了解，因神看人是看內心，人看人是看外表。哥林多教會憑

外貌認人，但神憑內心認人。保羅雖然氣貌不揚、言語粗俗，但

透過聖靈的大能和神蹟奇事的明證，顯明保羅確實是神所膏立的

真使徒。 

  所以，保羅不怕人家怎樣看他。這一點很重要，要成為為主

瘋狂的人，一定要克服世人對我們的看法。 為主瘋狂的人，不該

只熱衷在教會敬拜、讚美、禱告。追求自我靈命成長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要走進人群，向外見證這一位充滿恩典與憐憫的上

帝。為主瘋狂的人，不是「迷信」，而是每一天真實經驗到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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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大能，盡全力向旁人分享，讓信仰落實在生活中。 

       我們也在等待主對我們更確切的呼召，更多從神而來異象嗎？

靠著聖靈的能力，聖經的啟示，與主相遇的經歷可以不斷給我們

新的看見，新的體驗，新的能力，因為靠著聖靈的大能，過去不

單成為回憶，更可以讓我們想像，像保羅一樣，想像神對我們的

憐憫和救恩，神對我們的呼喚和指引。 

宋尚節在美國讀完化學博士，繼續攻讀神學時，神呼召他回

中國，把福音傳遍東南各省和東南亞。一九二七年搭船返國時，

他把博士文憑丟到海裏，因為知道不是靠著博士學位，乃是靠著

聖靈的大能和膏抹，才能遍傳福音，為主瘋狂。後來，宋尚節成

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奮興佈道家。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勝過世俗的眼光。不論我們的出身背景

有多低，也不管我們的學歷有多高，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到底我是在意世俗對我的評價，還是在意基督對我的評價？」

願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基督台前，都能大膽的對主說：「我已經勝

過世人對我的看法，因為我知道自己真實的身分，我是神的僕人

和見證人。」 

 愛德華茲是美國第一次屬靈大覺醒的關鍵人物，也是美國最

偉大的神學家。他曾說：「真實信仰主要在乎情感，是一種能帶

出熱切行動的熱情。」這種熱情不是男女的情愛，而是從神的話

語而來的聖潔情感，對神的國和神的義充滿熱切的渴望。耶穌的

身上散發出這種充滿行動力的熱情。 

 

（三）異象讓人死而復活 

        保羅的一生都在勸人與神和好，讓人經歷「死而復活」的生

命。他看重和好的使命過於自己的生命。當他冒著生命的危險前

往耶路撒冷，他說：「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

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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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二

十:23-2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保羅的使命感使他成為為

主瘋狂的人。 

  保羅鼓勵我們奔向和好的使命。和好的職分-「一切都是出於

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

我們」（林後五:18），所以我們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有勸人與

神和好的職分。和好的道理-「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

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

我們」（林後五:19）。這和好的道理就是「神使那無罪的，替我

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五:21）。所以

我們沒有藉口不去做和好的工作，因和好的道理已託付給我們。 

 

倘若我們知道向著的榮耀標竿是什麼，我們就能不灰心、不

喪膽；在仇敵最猛烈的攻擊下，也能得著基督的忍耐，和主與眾

同伴一同走這條榮耀的道路。我們永遠不要失去信心，到神面

前，向主求顯明祂的道路，主藉著十架的死，並從死裏復活，吞

滅了死亡和撒但的權勢；被接升天得著榮耀，是為要率領眾子進

入榮耀。惟有經過釘十架的基督才能達到標竿。異象可能會經過

一段漫長的試驗期，這是第一階段，大部份的門徒在這部份便很

難支持下去，因為通不過十字架的試驗，異象有時會像是死了，

但那卻是十字架的顛峰期，『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教會或門徒要作基督生命的見證，必須接

受十架的製作，才能讓基督的異象確實成就，那榮美的生命從我

們裏面活出。求主保守祂所交付於我們的異象，使我得以回應主

的呼召，幫助我，使祢的心意成為我的異象，在我軟弱或疑惑時

扶持我，使我一生繼續願意跟隨不渝，讓我所建造的是存留得住

的金銀寶石，也能有一天對世人說，故此我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

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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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己的感受 
     今天我們願意服事主，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大發熱心。我們今天

所以到人群中，是因為主呼召了我們；祂以屬天的異象召我們，

差遣我們去，把祂當作福音傳給人。今天主要我們成為祂的分賜

者，要我們個個都像奶瓶，裏面滿了基督。主打發我們出去，要

把我們裏面的奶，就是基督，分送出去。基督徒是一生把主耶穌

分給人的人。我們不要受傳統的影響，也不要受旁觀者的影響，

認為今日的社會人群最需要『我』。事實上，人群不需要你，只

需要耶穌；人群需要你把耶穌分給他們。因此，你無論作甚麼，

都必須是為了把耶穌分出去。你教書是為了「分享耶穌」，你作

護士、醫生是為了「分享耶穌」，你作買賣是為了「分享耶

穌」，甚至你退休，還是為了「分享耶穌」。要早也分耶穌，晚

也分耶穌，連作夢也在對人分耶穌。這是我們從天上來的異象。

我們都要像保羅那樣說，『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無

論我們是剛強或軟弱，是得勝或失敗，那都是其次；只有一件事

是確定的，就是我們一生，要作一個把耶穌分出去的人 

 

張茂松牧師能很有把握告訴會友，好好跟隨該教會，多年後，他

們會變得 1)陽光、2)老鷹的翅膀會長出來、3)在職場中將具有影響

力。這就是該教會的品牌。至於想學先知預言，他這裡不會，可

能要去其他教會；琴與爐，他也不會，他只會拚命禱告，但絕對

相信其禱告不會輸；若要學 24小時禱告，他也沒有，但在其教

會，每天禱告一定要半小時，每周一定要參加教會禱告會，在他

教會一定有神蹟，一定帶人經歷聖靈充滿…「因為我知道我是

誰，我知道我要往哪裡去。」品牌教會 關鍵在於品牌會眾。歷

代有許多人，在他人生命中留下感人的故事，讓我們在別人生命

中留下一些足跡，讓人以後常常講我們的故事。 塑造品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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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說我要甚麼品牌，而是要將品牌如火般，燃燒在你心中；要

有信息，一篇信息不夠，要一直講、一直講，讓信息成為弟兄姊

妹的 DNA，要有詩歌，不是今天唱這個、明天唱那個，而是有一

定方向的詩歌，讓詩歌變成全教會的共同詩歌，共同故事，共同

記憶；要有特會、訓練；要鎖定目標，持續打造。 

   自己的感受-我們教會異象為 

岡山教會為「禱告、敬拜、見証、傳福音的教會」， 

「建立傳福音文化的門徒教會」「有品牌生命傳化的強盛教會」

達成千人教會的目標。 

岡山教會的核心價值為 

1. 聖靈充滿，營造熱情文化 

2. 合一順服 

3. 門訓謙卑受教 

4. 愛與成全尊重 

5. 傳福音的教會（長老教會特色） 

 

五、結論: 
     保羅被外邦人稱作「攪亂天下的人」，他所到之處都引起屬靈

的騷動。攪亂天下的英文是 upside down，上下顛倒的意思。保羅

之所以能讓世界翻轉過來的關鍵，在於他先被神翻轉過來。所

以，我們要成為翻轉天下的人，必須先被神翻轉，而翻轉我們最

大的力量就是神的恩典。保羅說：「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

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

豐盛，…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 一:13-15）。一個在神的恩

典中被徹底翻轉的人，必能翻轉這個世界。 

  保羅的生命被神的恩典翻轉後，領受了屬天的異象，釋放出

生命的熱情，奔向與神和好的使命。求主幫助我們的生命也都能

被主翻轉，成為為主瘋狂的人。「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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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六:2），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就是你蒙悅納的時候，你願

不願意效法保羅，成為一個改變世界、翻轉天下的人？過著「為

異象而生，也為異象而死」的人生。  

 

討論題綱： 

1. 請用實際的例子分享自己「領受的異象」，以及實踐的過程。 

2. 透由保羅「為異象而生，為異象而死」，你最大的感動與啟示

是什麼？ 

 

代禱事項： 

1. 在復活節後，求主安靜我們的心，帶領我們檢視自己性格的軟

弱。幫助我們重新接受耶穌作王，讓主成為我們的幫助，透由

使徒行傳，讓我們看到上帝所賜的異象。 

2. 「瘋狂為主」對我而言，是否只存在熱鬧的聚會中？或是在生

活、工作與服事中都瘋狂為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見證？ 

 

祈禱文： 

親愛的上帝，謝謝祢讓我們的生活，雖不是天天都一帆風順，但

是活在「異象中」；謝謝祢讓我們的心情，不是天天都充滿快

樂；謝謝祢讓我們有時候踢到鐵板、覺得很衰；因為唯有藉著這

些不如意，我們才能真實看見自己的有限與軟弱，我們真的需要

祢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王。求祢讓我們有反省信仰的能力，能跨過

「生命的約旦河」不再停留的原地的悲傷、有實踐信仰的動力，

讓我們在生活中能夠處處看見祢作王的確據。奉主耶穌的名禱

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每天花點時間寫單獨會主，靈修日記，記下生活的瑣事、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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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藉此檢視自己在這當中放入多少信仰的反省，完成多

少信仰的實踐。 

2. 審查自己是否願意成為「有異象的人」為主所用。目前教會的

小組服事，自己是否委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