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起發光」
(以賽亞書 60:1-3)

蕭德謙 弟兄



這是耶路撒冷聖墓大
教堂，以前耶穌在這
個地方遇難、安葬、
復活.

耶穌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不
在黑暗裡走，必要得
著生命的光” 。





興起發光

“1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
榮耀發現照耀你。2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
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在
你身上。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
的光輝。”（賽60:1-3）



背景

59:2 說：“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
惡使他（神）掩面不聽你們。 ”

59:21 “…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不離你的
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
遠。”

60:15 說:  “你雖然被撇棄被厭惡，甚至無人經過，
我卻使你變為永遠的榮華，成為累代的喜樂。”



今天的經文第3節的意思：萬國都要來到耶路撒冷朝
見神。

下面的數字是一個見證：

”根據旅遊部 2019 年底發布的數據，在 COVID 
之前，以色列每年的遊客達到 450 萬，其中 250 萬或
55% 是基督徒。”

所以每年大约有250萬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見神



以色列人被罪所蓋 神的光卻要照亮以色列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
卻要顯現照耀你.”



摩西從西奈山下來 月亮反射太陽的光



不少基督徒不興起, 不發光, 有三樣東西阻礙他們：
1) 健康, 2) 孩子,  3) 工作

神給我們兩個命令：興起發光. 希伯来文是兩個命令式
的動詞：

第一、要興起
第二、要發光



第一個命令: 要興起
什麼東西阻攔以色列人不能興起/復興呢? 拜偶像=奷淫。



今天什麼是基督徒的偶像呢? 
健康, 孩子教育和工作, 都可能成為偶像. 一旦成為偶像就
犯了神的誡命. 
1) 健康

�以為多運動=健康=長壽。
�Costco最好賣的是什麼? 

近年來的統計: 在美國，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 81 歲，
男性為 77 歲。

如果上帝給我們恩典, 就長壽一點, 這都是在上帝的手
掌管下. 



摩西提醒我們: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
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
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 (詩90:10, 12)

使徒保羅也提醒大家:“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
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
4:8）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箴10:27) 
敬畏神=日子加多



2) 孩子教育
我們的傳統：「萬般皆下品、 惟有 XXX」
-讀書成為了人生的目標, 讀好書就可以當官, 高高在上.
-讀好書, 可以得到高薪金
-就算信了耶穌也很難從這個概念中走出來

猶太人也很注重教育, 但是他們教育下一代要敬畏創造天
地的上帝. 
世界各國得諾貝爾獎的排列, 里面猶太人的後裔相當的高

1 美國 383
2 英國 132
3 德國 108



怎樣養育孩子: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

和警戒中養育他們。“ (弗6:4)
“惹兒女的氣” =>父母親用不對的方式, 結果激怒孩子

基督徒輔導專家告訴我們父母所犯的錯:
a. 一些制定了不可能的標準，以至讓孩子感到絕望。
b. 父母嘲笑、諷刺或羞辱孩子作為懲罰的手段。
c. 父母不一致。
d. 假冒偽善。



正面的做法是什麼?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詩127:3)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 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
(箴14:26)

耶穌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太19:14)



2013年巴西短宣



我們常見的問題:      
• 沒有按照聖經好好去教養孩子
• 沒有認真真的做好榜樣, 孩子到了青春期問題就出

來了, 到了大學連教會都不去了.      
• 孩子出了問題才來找教會, 找輔導. 

這樣看來, 家庭和個人被神興起的機會就不大了, 
怎麼辦呢?



教會的異像：建立基督徒化家庭.      
從大人開始, 從父親開始, 一家之主. 家裡搞不好是

弟兄的責任.     
亞當家裡出了問題, 神不去找夏娃. 但是祂去找當家

之主.    
弟兄們, 家裡是否被復興/興起, 重要人物是你跟我. 

求神幫助我們在家裡當屬靈的頭. 姐妹們要成為他們的
幫助.



3) 工作
你我怎麼知道已經成為工作的奴隸呢? 工作成癮就

變成它的奴隸.
Google的解釋: “工作成癮是無法停止的行為。(是一

個行為) 它通常源於對獲得地位和成功或逃避情緒壓力
的強迫性需求。 工作成癮通常是由工作成功驅動的。”

賣身給了公司的後果:
• 家人關係受到虧損. 教會的事工沒精神去做.  
• 在神的家裡很難被復興，被神重用. 



“幽暗遮蓋萬民” Thick darkness is over the 
peoples

這不僅僅是黑暗, 還是厚厚的黑暗遮蓋了我們, 所以
看不到前面的路. 

怎樣從黑暗裡面出來呢? 神是願意幫助我們
的, “神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

問題是你我真的願意嗎?
如果你我想為神興起, 必須改變我們的人生觀、價值

觀、工作觀. 
開到水深之處: 要學習放手、改變、不要靠過去經驗，

完全將自己交託給神使用。



Larry 的經歷和見證



我們被興起了, 才能反射光.

第二個命令: 要發光 “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 這是當時南國猶大

的處境. 南國猶大已經處於危險的狀態, 在政治, 宗教, 社
會等都使他們很難興起. 這是環境的影響.

雖然南北國都滅亡了, 以色列人被擄到外邦去. 但是
上帝有恩典, 日期滿了, 神允許他們回故鄉.



當基督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世上就有了真光。

黑暗遮蓋大地，完全沒有光明，看不見自己的敗壞。只
有跟隨主的人能看見。

• 沒有認識基督之前的保羅,“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
可指摘的。”（腓3:6）

• 他從黑暗中歸向光明之後，才知道:“在罪人中我是個
罪魁。”（提前1:15）

• 接受了基督的光照，為主發光，認識自己，認識主，
使千千萬萬的人得著救恩 。



太陽隨時隨地發光。不論
它去哪裡，都帶出光明.

基督徒也應該這樣.
但問題是: 有些人在別人面
前象太陽一樣發光，但在
自己家庭就像黑夜。戴著
面具做人. 結果家裡青春期
的孩子說父母親假冒為善.



要多多仰望基督，仰望十字架, 靠基督你我才能發光，我
們所有的聖潔都來自與祂的聯合。

耶穌說: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太5:16）



耶穌對他門徒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 跟著說: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
人。”

靠著神的恩典, 基督徒本來可以發光的, 但是自己卻躲
起來. 換句話說不肯被神用. 

總有一天你我要見耶穌的, 我們用什麼跟耶穌交賬呢?    

人生最真實的幸福在於發光；你為基督發光越多，就
會越快樂。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
1:21）。



結語：
但願你們看到這個聖墓大教堂

裡面的光, 聖靈感動你們為神的國
度興起發光!

我們一起重溫神的話語
“興起發光” 是神的什麼？
XX. 要興起, 要為主發光

希伯來書12:12鼓勵我們說：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
的腿，挺起來。”
求神幫助我們!



又讓咱們的會歌成為你我的提醒:

1）是神的使命。所以要全力以赴，勇敢向前
2）是三谷的異象：建立基督化家庭，信仰傳承
3）忠心服侍、建立教會、多結聖果、榮耀天父



我們一起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