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7/2021 主日信息：恒切祷告, 等候主来- 高约瑟牧师】
经文：路 18：1-8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在信息之前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当你今天看到这个世代是如此的邪
恶，人的心是如此的败坏，道德已经低落沦丧到一个地步，几乎是没有底线。我不晓得你会有什
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很无奈吗？你感到非常的愤怒吗？还是你觉得心里面很不安，你感到很绝望
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一切现象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圣经所说的：主再
来的那个日子；我们都知道主再来的时候，罪恶要受到审判，神的公义要得到完全的彰显。你盼
望那个日子赶快来吗？主再来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安慰跟力量吗？
但是我们千万别忘记，主再来之前的那个世代，这个地上绝对不是大同世界、天下太平，反而会
更加的黑暗。这个邪恶的势力，在主再来之前的那个时代，甚至会深入国家政府，影响在位执政
掌权者，立一些不公不义的法律，一些违背真理的法律，公然挑战上帝，与神为敌。事实上，这
样的事情不就已经浮出台面，我们在美国都有目共睹吗？今天我们面对如此黑暗的世代，面对如
此恶劣的环境，到底什么是我们这群神的儿女、什么是基督徒手上的属灵兵器呢？就是祷告，我
们的属灵兵器就是向神祷告！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呢？
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主应许祂还要再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就是：恒切祷告，等
候主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 18 章第一到第八节：在两个礼拜前我曾经用这段经文分享一
个信息，主题是：面对不义的世代；今天同样的经文，我们要来看到不同的真理，这里一开始告
诉我们，耶稣在讲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跟神的国要降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比
喻所形容的那个世代，就是主再来之前的那个世代，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而这个世
代有一些的特征；就记载在这段经文的第二到第六节，㐧二节开始是说：
经文：路 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2.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3.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4.他
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5.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
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6.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7.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
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8.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
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某城有一个官」，官就是地上的政权。这个官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今天我们在美国
不就看到了吗？政府公然支持百姓搞同性恋，并且还可以堕胎 ,你可以看看这是何等的不敬畏
神，何等不尊重人的生命。不打紧，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
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在末后的世代，有冤屈的人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神的儿女，很可
能会有很多的冤屈。但是这官怎么回答呢？他说：「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你们注意到这里面有几个字很重要：「心里说」 心里说，嘴巴不说，换句话就
是口是心非。我们都知道，心里面明明不敬畏神，嘴巴还说我是基督徒。今天在美国的政坛上面
这样的人非常的多。甚至在很多领袖在就职典礼的时候，还大言不惭地用他们的手附在圣经上面
就职、宣誓。甚至还有按手按两本圣经的都有，我想，你们都知道我讲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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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到底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 这就
是一个不义的官、不义的世代，连政府通通都不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祂
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门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
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人吗？」 无可否认，今天这是一个不义
的世代，政府官方都不合神的心意。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无可否认神的儿女，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可能会蒙受冤屈。我们还要有个心理准备，这里面讲到对头，很可能我们的对头就是不义的
官。事实上在美国，我们必须要有个心理准备，虽然这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已经看
到很多的法律，一直不断地在打压教会，很多的法律在打压基督徒、在迫害基督徒。就在不久之
前，有一个弟兄分享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经历，非常的令人抱不平；这个弟兄在他工作单位，曾经
跟他一个同事表示他不支持同性恋。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就被人把它扩大，用污蔑的方式给他
扣帽子，搞到最后，他甚至失去了他的工作。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不断要申诉，但是他求救
无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主管全部都站在另外一边。
你敢相信吗？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现实光景。我们都知道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敢违背真理，因
为违背真理会得罪上帝。可是你有没想到今天在美国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还有一个顾虑，你不
敢随便的捍卫真理，不敢随便的维护真理。我们不违背真理我们知道，但是我不敢捍卫真理，因
为捍卫真理我们可能会得罪邪恶的势力，捍卫真理到最后的结果还有可能会失去工作。你说是不
是岂有此理！面对这种黑暗的光景、这种不公不义的环境，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主耶
稣告诉我们：
前言：
路 18: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的选择就是祷告，这是唯一的选择。灰心；不是选择，灰心是不祷告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
这里告诉我们「祷告」跟「灰心」 是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常祷告，你可
能就会常常灰心。如果你常常灰心，就会有个结果就是你不再祷告，到最后，如果你不再祷告的
结果就会失去信心，失去对神的信心。这不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吗？这不就是魔鬼最希望看到的结
果吗？那个结果就是基督徒不再相信上帝！今天我们不可灰心，我们要常常祷告。在旧约里面有
个人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个人物就是戴维，我们知道戴维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他的
人生其实非常的坎坷，他也要面临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人生中有个阶段，是四面楚歌，众叛
亲离。你想想看当戴维碰到那样的一个困境，他做什么呢？
诗 55:16 「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 17 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祂也必听我的
声音。」
碰到困境的时候，戴维立刻向神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他的祷告不像是有一些人，
祷告就好像在吃维他命一样，一天吃一次，他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他说：17 「我要晚上,早
晨,晌午哀声悲叹,祂也必听我的声音。」 他的祷告是早到晚都在祷告、他是不断地祷告、他是持
续地祷告、他是恒切的祷告。今天我们需要效法像戴维这样有一个祷告的心，当我们面对今天的
世代，这个充满冤屈的世代、这个令人灰心的世代、这个不公不义的世代，我们必须要祷告，不
只，我们要恒切祷告，我们要恒切祷告等候主来，我们才可以经历在这个黑暗世代中成为一个得
胜的人。但是如何才能够恒切祷告呢？如何才能够真正等候主来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有三点我们千万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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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凭信心祷告；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信得过我们的神在掌权，不是不义的官在
掌权。
二、用爱心宽容；
神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沈沦，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我们要用爱来遮掩罪，我们要用良善来胜过
邪恶。
三、存盼望等候；
我必须要相信，相信黑夜的尽头就是黎明，我们必须要相信，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像公义的
太阳，像明亮的晨星已经在另外一端照耀。所以我们要等候，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等候
神自己的作为，我们要心存盼望的等候。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爱心、盼望；今天我们就用这
三点，以信、望、爱，我们来恒切祷告，以信、望、爱，我们来等候主来。
第一、凭信心祷告：
主耶稣一开始说比喻的时候，就讲出这个比喻的目的：路 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
祷告，不可灰心。」 你知道祷告也可能会灰心，为什么呢？为什么祷告还会灰心呢？最主要的原
因、可能也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至少在我们祷告的人来看，好像
有去无回、好像无疾而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的灰
心。事实上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个人就是 CNN 的创办人：Ted Turner 。
Ted Turner 他年幼的那段时间是在教会过的，他曾经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可是等到他青
少年的时期，他唯一的妹妹 Mary Jean Turner 得了一场病，这场病群医束手无策，所以 Ted 就
向神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妹妹，他们兄妹俩感情非常好。没有想到神把 mary 接回了天家，从此以
后 Ted Turner 就对神非常的不谅解，他甚至对神感到愤怒，他到最后就放弃他的信仰，离开了
上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祷告已经石沈大海，他的祷告没有得到响应，所以他
就离开了神。已经 60 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他还没有回头，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曾经觉得你的祷告好像一去就没有复返吗？你常常觉得你的祷告并没有得到应允吗？当我们想
到祷告没有得应允，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如何定义祷告是否蒙应允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是不
是只要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一一来答应我们，就是祷告没有蒙应允。换句话就是，我们求鱼我
们一定要得鱼，求饼要得饼，而且要照我们的时间表成就，我们求今天要发生，就要发生，否则
就是没有蒙应允，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吗？这是我们对蒙不蒙应允的一个定义吗？曾经有人说这
么一句话，他说：「没有不蒙应允的祷告，只有不同的成就方式」。 我们都知道祷告是向神祷
告，应允是神来应允，既然是神应允，有没有应允应该是神来决定，而不是人来判断。今天我们
常常自己判断神有没有应允，我们并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神到底有没有应允。今天你想知道什么
叫做蒙应允，什么叫没有蒙应允，你一定要看到一段很重要的真理，这段真理就记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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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55: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是主
耶和华亲口说的，对祂的选民、对祂的百姓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这里讲到高度，天高过地，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蒙应允，我们必须要
用神的高度来看，用神的高度来看祷告是否蒙应允，而不是用人的角度，否则神已经应允了，我
们仍然看不到，因为我们的高度不够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何才能够凭信心来祷告呢？我们
要相信我们的神，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的祷告才不会
灰心。我们要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相信，我们才可以相信，纵使
我们祷告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应允，我们会相信神有不同的应允。纵使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应
允，神会有更好的应允，我们必须要相信纵使神没有立刻应允，我们要相信神将来会应允。不打
紧，我们还要相信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事实上，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就是在强调，神的爱，
慈爱的神在那里千呼万唤，要祂的百姓来领受他的恩典。神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今天必须要相信
神的爱是永不改变，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靠着主的爱来胜过。
ａ. 相信神有不同的应允；
我们千万不要把不同的应允当成没有应允，就好像你的小孩如果跟你要，常常跟你要吃一些垃圾
食物，结果你给他的是营养午餐，你觉得有没有应允呢？你的小孩很可能觉得他没有得到应允，
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就知道，知道那是一个应允。保罗就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生命中有一个非
常宝贵的经历，他向哥林多教会分享他的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保罗他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所以魔
鬼撒旦就来攻击他，在他的肉体上面有一根刺，而这根刺对我们来讲很可能就是意味着他的某一
个疾病。他生活蒙受了很大的一个难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 8 节，他是这么说的：
林后 12: 8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向神求，把这个难处把这个刺给挪开，到底神有没有把这个刺挪开，你我都知道，没有，刺
没有挪开。从某个角度来讲，保罗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第 9 节神对
保罗说：「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你说神有没
有应允保罗，对保罗来讲他满意了，他得到了神的应允，他并没有再继续求下去。他接受了这个
刺在他身上，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罗他一生都要带着
刺，非常痛苦，悲悲惨惨的走完他一生的道路吗？不是！保罗他一生要带着他的刺，不止，他还
带着上帝够用的恩典，他忠心走完他一生的事奉，他还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很多时候我在
想，如果神把他的刺挪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很显然他的刺若挪开的话，保罗会蒙受祝福，至少
他一个人会蒙受祝福。可是这个刺并没有挪开，反而让保罗做了一个荣耀的见证。他以他的生命
来见证，见证神的能力胜过人的软弱。而这个见证就祝福了一、两千年来的众教会。弟兄姊妹无
可否认，我们身上都有刺，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刺、我们的工作会有刺、人际关系里面会有刺、
我们的婚姻里面会有刺、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可能会有刺，这些刺可能一直都在。但是今天无可否
认绝大部分神的儿女都是靠着神够用的恩典来度过、来胜过！我们必须要相信，就算神没有按着
我们所求的来应允，神有不同的应允！不止，我们还相信神有更好的应允！
b.相信神有更好的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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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1:3 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6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
了两天。
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到达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从某个角度来讲，
马大、玛利亚的呼求祷告似乎没有得到应允，但是事实上耶稣给她们一个更好的应允。因为马
大、玛利亚所期待的就是，耶稣可以去医治拉撒路，她们所要的就是病得医治。但是耶稣却让她
们经历了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耶稣让她们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应许？
我们都知道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经过了这一个荣耀的经历以后，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
变。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必须不要错过两句话，我们才可以知道如何有这样的信心，我们
才可以明白神会给我们更大更好的应允，那个信心要从哪里来，我们不要错过这两句话，第一句
话就是：「你所爱的人病了」；第二句话就是：耶稣素来爱玛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这两句话
里面都有一个字就是：「爱」 ； 但是这个「爱」在中文是一样都是爱，但是在希腊原文是不同
的。第一个爱；是 Phileo ，是情感的爱，是朋友的爱。第二个爱；是 Agapao，是上帝的爱，是
神圣的爱。你知道这两个爱之所以不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吗？第一个爱是马大、玛
丽亚对神的爱的认知。她们认为耶稣爱他们，但是耶稣对她的爱是 Phileo 的爱，是情感的爱，是
朋友的爱。但是第二个字，耶稣素来爱她们，这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使徒约翰很清楚的知道，耶
稣对伯大尼家庭的爱是 Agapao 的爱，是无比的爱，是无法测度的爱。弟兄姐妹，今天你对神的爱
领受有多深呢？当你领受越深的时候，你就越有信心，你可以相信纵使神没有按着我所求的来应
允，神会有更好的来应允。那个基础就是你对神的爱要有更深的体会，你必须相信神的爱是上帝
的爱，是神圣的爱！
c.相信神会在将来应允
路 18:7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
这里面有两个字，叫「终久」 ；终久的意思就表示不是立刻，终久的意思就不是现在，终久的意
思就是将来，就是以后，就是 Eventually，神最后还是会给他们伸冤。今天我们常常会个错误的
观念，当我们祷告、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等候，我们常常会有美国人的那种 Now or
never。 我们这种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如果没有立刻得到应允，就好像神不应允，我
们必须要相信神会在将来应允。在 19 世纪，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乔治慕勒 George
Muller(1805-1898) 在他服侍主的那段时间，他曾经为他身边的一个人祷告，他为他祷告，让这
个人可以得救。祷告了 63 年 8 个月，每次他对人说：这个人会得救，人家都很好奇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为他祷告，因为我一直在为他祷告，因为我相信神会应允。一直到乔治穆勒他已经
回来天家，这个朋友都没有得救，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你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吗？就在乔
治穆勒的追思礼拜结束，他的棺木入土的那一霎那，这个朋友突然就非常的感动，他马上就在人
的面前悔改，他就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你有没有想过，在乔治穆勒有生之年，他所相信的
这个朋友会得救，却没有应允，但是却在他死后应允了。神的应允往往是在将来才应允，我们千
万不要对神失去信心，而这个将来是什么？将来包括永恒里面应允，在永恒里面应允。
在九年多前我记得，我父亲因为中风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年纪也老迈，所以他的身体就越来越
衰退，到一个地步他不太能讲话，他甚至不能起床。由于他长时间的卧床，在台湾那种潮湿的天
气，他就得了褥疮，所以他就会有疼痛。当时我们的儿女都非常的不忍心，我们的祷告都是一样
的，我们都是向神求恩典，我们说求神能够眷顾，能够纪念衪的老仆人一生的劳苦，好让他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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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候，能够没有疼痛，能够安享他最后的日子。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就在他睡梦当中神把
他接回天家。我们儿女都非常的安慰，可是没有想到事后我们才发现我的母亲的祷告跟我们不一
样。我母亲的祷告是希望神再一次的医治他，让我父亲可以站起来，让我父亲可以讲话，让父亲
可以陪她度过她的晚年。所以对我的母亲来讲，她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她觉得有一点的遗憾。
等到事情过后几个月，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母亲很感性的在电话另外一头对我说：她
说你知道我看到你爸爸，我心想怎么会看到我爸爸？她接着就说：我在异梦当中，你爸爸来叫
我，你爸爸就好像一个灵魂一样来对我说话，他叫我的名字，他告诉我说：我现在可以讲话了，
我现在可以走路了，我现在没有褥疮了，我现在很好！我母亲很感动，我也很感动，是的，神在
永恒里面应允我母亲的祷告，我们全家都得到莫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就是
没有现在应允，就是今生没有应允，神在将来、在永恒、也会应允。不止，我们要面对这个黑暗
的世代，我们还要有更大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但是神的爱也超乎我们的想
象，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
d.相信神永不改变的爱
罗 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36。。 人
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
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39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深信，你也深信吗？你也深信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叫我们与神的
爱隔绝，现在的事，现在的疫情没有办法使我们跟神的爱的隔绝，将来的事，将来宗教的迫害也
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义的官，不义的政府，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要
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神的爱永不改变，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个黑暗的世代。我们不只是要用信心
来祷告，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我们等候主来，我们必须要用爱心来宽容。
2.用爱心宽容
路 18:7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
你有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神要为神的选民「忍了多时」 呢？到底「忍了多时」有什么样的属灵
意义呢？为什么不一呼吁神就立刻答应，一伸冤神就立刻平反，还要忍了多时呢？我们必须要看
另外这段经文的四个字，那四个字就是：「多日不准」；我们都知道神为祂的选民忍了多时，可
是那个不义的官，为这个寡妇的请求是多日不准，这是一个对比，为什么那个官对寡妇的要求是
多日不准呢？多日不准是因为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他只想到自己
的好处，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对他的选民忍了多时是不同的原因，是为了祂的选民的好处，不是
为了神的好处，是为神选民的好处，而今天你我就是选的选民。神为什么要忍了多时，就是为了
我们的益处，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为我们益处，应该是我们一祷告祂就应允，我们一祷告，
祂马上就能够伸手搭救，我们不是觉得这样更好吗？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神立刻应允，神没有忍了
多时，可能会有更大的遗憾。你要听一个人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了，那个人就是：

Ruth Graham :If God answered every prayer of mine, I would have married the wrong man
seve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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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句话就暗示我们，Billy Graham 是他太太的第八个男朋友，在他之前她曾经交往过七个
不同的男朋友，而她每次在恋爱的时候，她都向神祷告，求神成全他们能够结为夫妻。感谢主！
因为神忍了多时，所以没有让 Ruth Graham 踏进错误的婚姻，因为神忍了多时，所以她才能够找
到真正的白马王子，她才可以嫁给 Billy Graham。我们有没有看到忍了多时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吗？也许你会问说那伸冤呢，既然我们有冤屈不是应该立刻伸冤更好吗？为什么要忍了多时呢？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你就可以明白，有一个人他进到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当他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车子的保险杠被人撞凹了一个洞，当时他看到以后他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他马
上心里想说，这是谁干的好事？简直是千该万死，这个该死的家伙……他就在那里咒诅，他在那
里有冤屈、有怨气。等到他进入驾驶座，准备要开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挡风玻璃外面有一张
纸条，他把纸条拿进来看了一下，上面是这样写的：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撞到你的车子，我没有
办法一直等你出来，但是我愿意赔偿你所有的损失，这是我的电话，请你联络我。当他打电话给
这个人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他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在若干年前曾经帮他
一很大的忙，帮他找到一个工作，这也算是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恩人。恩人，但是他刚才说什么，
他说这是该死的家伙，差一点，如果神没有忍了多时，就在他那时候要伸冤的时候，神立刻给他
平反，神立刻给那个开车撞他车子的人立刻得到报应的话，那个恩人不就变成该死的家伙吗？今
天我没有没想到神为我们忍了多时，是为人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止，神忍了多时，还
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属性。
b.为了彰显神的属性
「忍了多时」这四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 Longsuffering 长久忍耐。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慈
怜悯，有长久忍耐的神。为什么神是常久忍耐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恩典呢？你可以想想神不只
是忍耐那一些不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神对我们也是长久忍耐。如果神用祂绝对的圣
洁、用祂绝对的公义来要求我们，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吗？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有冤屈，但是我们
也可能不知不觉成为别人伸冤的对象。我常常看到在家里面，很多的姐妹被他们的丈夫气的半
死。不是吗？工作的场合也一样，被你同事、被你周围的人气的半死，你有很多的冤屈，如果神
没有为我们忍耐多时，你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想如果我们也是别人伸冤的对象，今天我们会
在哪里呢？神是长久忍耐的神，当我们祷告没有完全蒙应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呢？
彼后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沈
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神是长久忍耐的神，祂要给每个人机会，这里的人人包括谁呢？这人人包
括你所喜欢的人吗？有没有包括伤害过你的人？这人人有没有包括不义的官？有没有包括今天那
些不公不义的政府？有！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神也要给他们机会，神也要宽容他们。今天我们
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有神的心，我们同样要用爱心来宽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同样要
用长久的忍耐来宽容。
彼前 4: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8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
能遮掩许多的罪。 」

7

我们头脑要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知道那个结局已经就在眼前，但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
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要把上帝公义拿出来，因为我们未必能够
面对神绝对的公义。我们要用神的爱，因为这里讲的爱是 Agapao 的爱，我们要相信神的爱可以宽
容罪，神的爱可以挽回罪人，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爱来宽容别人。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太难了，好
像一个属灵的高调吗？谁可以做得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个人就是司提反。我
们晓得司提反当他开始出来事奉的时候，他为主做了一个荣耀的见证。当时他指出了犹太人的一
些罪恶，犹太人听了以后，群众非常的愤怒，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要把他打死，那一霎那他做了
一个祷告：
徒 7:59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60 又跪下大声喊着
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你看到没有，如果司提反他在这里用不同的祷告，他祷告说：主啊，这些恶人他们不肯悔改，求
祢公义的手大大的惩罚他们。然后神也立刻按照他所祷告的去成就，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吗？那个结果就在最后一节，你可以看得到，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他说：「扫罗也
喜悦他被害。」 换句话当下扫罗也在其中，你看到没有，扫罗在那里幸灾乐祸。而这个扫罗最后
就成为了保罗，神给他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扫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
逼迫教会的扫罗神给他机会，使他将来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你有没有看到，当我们长久忍
耐，当我们以爱心宽容别人的时候，宽容今天我们身边那些不公不义的人，甚至这些不义的官，
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的扫罗生命会被翻转吗？
你愿意用爱心来宽容吗？不止，我们还必须要用存着盼望来等候。到底你在等候什么呢？很多时
候我们觉得等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很希望很多事情赶快就发生，很多的恶人马上就被
审判。等候，很多时候等候到最后我们会非常的灰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亲口说：
3.存盼望等候
路 18:8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
快快，我们都希望越快越好，但是到底我们希望什么东西快发生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冤屈可以赶
快得到平反吗？还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救主，那位伸冤的主快快的来呢？我们准备好能够面对那位
主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快快，你不用担心，神说快快就会快快，神说祂要来，祂就会来。在这段
经文之前，路加福音第 17 章第 24 节耶稣亲口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
一直照到天那边。」 闪电，没有人可以预测闪电。换句话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但是祂会突然地来。不只，是闪电，从天这边闪到那边。换句话就是说祂来的时候速度会非常非
常的快，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祂就会出现。今天我们常常想要快快的伸冤，我们想到的就是，今
天我祷告，明天就实现。或者是我现在一祷告，下一分钟就要发生。我们想到的快是时间的快
Soon， 但是神在这里「快」是速度的快，是 Speedily 。我们不要以为遥遥无期，就要等很久，
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已经等了一年了，我们还以为我们还的等更久吗？现在还在疫
情的高峰，所以我们还在等另外一年吗？不是的。只要神一伸手，就要神发一个命令，这个
Covid-19 就会走入历史无疾而终。我们的神的手只要一出，就要快快的成就。今天我们对于主
耶稣要来，我们对于神要彰显祂的公义，你不要灰心，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相信神说祂要快
快成就就会快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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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公元 2002 年的十月份，在美国东部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几乎是震撼全美国的一个
新闻，那个新闻的主题：Washington sniper 狙击事件 10/2002 也就是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一条
高速公路，就是 95 号公路发生的一些枪击、狙击事件。有两个嫌犯，他们拿着来复枪，就在高速
公路上面随意的找对象就射杀。而他射杀的目标基本上都是一些卡车的司机。为什么呢？因为他
知道如果卡车司机中弹而死，因为车子非常的大、非常的长，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这是一个恐
怖攻击的事件，当时警方已经非常的头痛，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破案，看起来是遥遥
无期，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可是就有一天，有一个人叫 Ron Lantz 他是一个即将退休的卡车司
机，他人并不住在那里，可是有一次有机会他到那个东部的时候，他的朋友邀请他参加卡车司机
的一个基督徒团契。那天刚好是祷告会，那个祷告会的主题就是：为能够尽速破案抓到这个嫌犯
来祷告；当他祷告一结束的时候，Ron Lantz 他有一个感觉，他跟他的朋友分享，他说：我认
为，我一直觉得神会使用我，使用我去找到这两个嫌犯。说了没多久，他就开车送货。就在有一
天的晚上，因为那种跨州的卡车都要经过夜晚，当他很疲惫的时候，他就要停在休息站。就在休
息站他本来想在那里过夜，等到他一停靠在休息站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部车子，这部车子不就
是警方在怀疑嫌犯所开的车子吗？同样的型号吧，同样的颜色，他马上就看到里面有两个人，两
个人就在里面睡觉，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他就很肯定的说，这就是那个枪击事件的凶手。15 分钟
之内警察就到了，而在这 15 分钟，他并没有恐惧和害怕。他做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卡车开到出
口，堵住那个出口，所以嫌犯无法逃逸。事后他的太太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害怕？他说我没有时间
害怕，时间非常的紧凑，我只是想到主要用我，主要用我来破这个案子。当电视记者采访他的时
候，他拒绝说自己是一个英雄，他说我只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我只是一个用祷告等候神作为的
人。他说我只是一个有盼望，对我们的神有盼望，并且用祷告来等候上帝作为的人。一直到最后
他得到了 50 万的奖金。他把那 50 万奖金，分给那些受难的家属。
亲爱的弟兄姊妹，快快的应允，你不要以为很多事情都是要按照我们的人的时间表，神说要发
生，就立刻要发生。今天到底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失望，，对我们现在的执政
党感到非常的无奈？对我们的领导人物好像非常的绝望呢？是不是，我们要持续的祷告，我们不
要灰心，就算神没有快快地来，神的手也会快快的成就祂的心意。
结语：
路 18:8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你我
最关心的呢？我们是不是关心，神哪，祢什么时候要应允我的呼求？应允我的祷告？祢什么时候
要为我们的冤屈平反呢？你是不是想说：主啊，祢什么时候要来呢？祢说快快要来，什么时候要
来？这是你所关心的吗？你必须要知道耶稣更关心什么？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耶稣祂更关心，祂
说：「人子来的时候,遇的见世上有信德吗？」 衪不是说：如果人子来的时候；祂说人子来的时
候，是一个肯定语气。主耶稣说祂要来，祂就会来。但是主耶稣要问一句话就是：当主来的时
候，祂在这世上看得到有信心的人吗？无可否认，神来到世上会看到不义的官，神来到世上的时
候会看到地上、社会非常的混乱。但是看到教会里面，祂会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关
心，就要成为我们的关心。到底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祂自己的教会里面会不会看到有一群人，看
到有一群常常祷告而不灰心的人呢？神在祂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群人，那一群人是
有信心的人呢？今天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你我对主的信心，是
不是可以坚持到那一天？坚持到主再来的那一天呢？你有这个把握吗？这是耶稣所关心的，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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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到底主耶稣来的时候，祂看到你我，在我的身上可以看到信德吗？无可
否认今天的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都讲究快速的一个世代，就连我们祷告也希望很快就得到神的
应允。什么都希望要方便，什么都要自动化，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不费力气。开车可以有
自动驾驶，甚至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有扫描，扫描我们的脸以后呢，那个门就自动打
开，甚至我们只要拍个手，我们的灯就可以自动就会亮。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们
希望我们的神可以自动自发吗？难道我们对我们的神也用这样的态度吗？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费力
气，神就自动地替我们挪开我们所有的难处，解决我们的困难吗？你祷告也是用这种态度吗？过
去我回到台湾，事实上亚洲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商店的门是自动门，你只要到
了门口，门就自动打开，所以你就直接可以进去。
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只要我一阿门，那个门就自动打开呢？你不要忘记，今天
尤其在美国，有很多的商店它的门不会自动的，但是你千万不要看到那个门没有自动打开，你就
离开。你不要转头就走，否则你就不会达到你要的目的。有很多商店的门，上面会写一个字，就
四个英文字母，你必须要仔细看 P U S H，你要 push，你要让那个门打开的话，你要 push。push
这四个字母对我的提醒是什么？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一样要 P U S H ，我们要 Pray-untilsomething- happens 你是这样子一个恒切祷告的人呢？你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吗？你向神祷告
的时候，你紧紧抓住主，一直到神应允我们的祷告，一直到我们用神的高度看到上帝的应允吗？
你愿意吗？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相信，你要向神作出响应，今天就让我们在
这里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唱这首「我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上帝的应许吗？你相信上帝应许永
不落空吗？你相信上帝说祂要来就要来？上帝祂要成就，祂要快快的伸冤，祂就要快快的伸冤，
你相信，你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恩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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