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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等待 Waiting in The Darkness 

 

講員：紀元訓牧師 

教會：美國密蘇里州 聖路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節期：待降節第一主日 

經文：耶利米書 33:12-16 

 

 英國的南極探險家沙克爾頓 (Ernes Shackleton) 於 1914 年帶著他探險隊的隊員坐船前

往南極。他們的計畫是登陸南極，然後徒步跨越南極。但是他們到達南極之後，發現必須

放棄他們的計畫，因為他們的船被鎖住在冰裡並且被壓破了。接著的幾個月裡，沙克爾頓

的隊員只為他們的生還而奮鬥。 

 一位沙克爾頓的傳記作家 (biographer) 說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包括飢餓、嚴寒的氣溫，

並且最嚴重的就是黑暗。南極的太陽在五月中就西下，直到七月底再升起。約有兩個多月

的時間沒有白天，沒有日光。傳記作家說，他們處在完全的黑暗中是非常痛苦的事。他們

當中有些人幾乎要發狂了，因為在黑暗中，他們看不到前面，不知道是往哪裡走，沒有方

向感；不能看到自己，不知道四周是否有人；如有，又不知道是朋友或是敵人。在那種處

境中，人們覺得被隔離了。 

 導致失去方向感的，是肉體上的黑暗；《聖經》裡提到另外一種黑暗，就是屬靈的黑

暗。《聖經》比喻上帝就是太陽： 

 《詩》84:11a 說：「耶和華——上帝是日頭，是盾牌 …。」和合本 

 《約》8:12 說：「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和合本 

 上帝是我們的真光，當我們離開了上帝的真理，我們便處在屬靈的黑暗中。 

 本主日是待降節 (Advent) 第一主日。在《耶利米書》裡上帝藉著先知耶利米來傳達

信息給以色列百姓，他們因離開了上帝的真理，因此處在黑暗之中。他們被巴比倫帝國滅

亡，大部分的百姓被擄到巴比倫。他們失去了國家，他們喪失了家園、財產、所有的一

切，他們有如處在黑暗之中，看不到任何的光明與希望。 

 《耶》29:1：「我寫一封信給那些從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擄往巴比倫的祭司、先

知、長老，和其他的人 。」現中修訂版 

 先知耶利米寫這一封信要傳達什麼信息呢？ 

 《耶》29:10：「上主說，『經過巴比倫統治七十年以後，我要顧念你們，實行我的諾

言，把你們帶回這地方。』」上帝讓處在黑暗中的以色列百姓看到了一線的希望。上帝在

《耶》29:11 繼續告訴以色列百姓說：「唯有我知道我為你們安排的計畫：我計畫的不是

災難，而是繁榮；我要使你們有光明的前程。」現中修訂版 

 上帝藉著先知耶利米告訴以色列百姓說，他們雖然離開上帝的真理而遭受了亡國，被

擄到巴比倫作奴隸，但上帝卻憐憫他們，七十年後要把他們帶回他們的故鄉耶路撒冷，上

帝必祝福他們，賜他們繁榮以及一個光明的將來。 

 在《耶利米書》33 章，上帝更詳細的應許當以色列百姓將來回到故鄉之後，他們將看

到上帝在他們當中所彰顯何等大的作為是他們所想像不到的。我們從《耶》33:12-16 共同

來領受上帝的三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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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黑暗中的摸索 

 

 《賽》11:1, “A Shoot will come up from the stump of Jesus, from his roots a branch will 

bear fruit.” (NIV)；直譯，「從耶西的殘幹 (樹頭) 將發出嫩芽，從他的根所發出的枝將

結出果子。」 

 上帝應許從耶西的後裔中將產生出一位救主。但是，當時以色列的處境有如一棵大樹

被砍下來只剩下殘幹/樹頭 (stump)。象徵: 一切的希望都喪失了。 

 耶西是大衛的父親，大衛的家族與王朝 (dynasty) 已經失敗了；沒有王，沒有將來，

不再有皇家的可能了，就好像一棵樹殘幹/樹頭一樣，沒希望了。以色列百姓有如處在黑

暗之中。 

 這也象徵著，我們生活在這已經被罪所污染、扭曲的世界裡，有時我們也將遇到人生

中一些的苦難，好像處在黑暗之中，好像看不到一絲的希望。 

 

The Case for Hope by Lee Strobel 

 最近我讀 Lee Strobel 所著的一本書《盼望的證據》。他分享個人的經歷，說當他 27

歲時，在一個美麗的早晨他的父親開車要去搭火車上班，他父親在週間每天都是如此地

做。當他父親靠近車站在他的車子尚未完全的停下來時，心臟病發作，因此而死。過幾年

後，他的好朋友 Frank 在半夜覺得有點要嘔吐。Frank 只有 30幾歲，他以為那只是消化不

良而已沒什麼，但不久以後卻倒下而死，留下妻子與兩個小孩。他說他本是一位記者，他

曾看過幾百個實例，就是人們照平常一樣開始一天的生活，但卻以悲慘為結束。They 

were victims of drunk drivers, muggers, drive-by shooters, carjackers, auto accidents, household 

mishaps, fires or airplane crashes … 他們是酒醉駕車之人、強盜、駕車兇手、挾車者、汽車

意外、家裡的災禍、火災或是墜機等等的犧牲者。 

 當然他不是故意要誇大這些事的問題，他乃是要指出許多的事不是我們能夠去保證

的。比如，當他在密蘇里州當一個報社主編時，有一次要回芝加哥探望母親幾天，抵達的

當天晚上到了半夜身體覺得很不舒服，起來痛得倒下去，他的太太趕快呼叫九一一，他的

呼吸急促，心跳不規則，臉色蒼白，他儘量保持清醒。 

 他自己覺得“this is it” (時間到了)，但他承認說:「我不願意死，我希望看到我的孩子們

長大，我希望活得長壽與妻子快樂生活在一起。」他在那時已經成為基督徒十八個月，他

如果當晚死了的話，他說他確定兩件事: 

 第一，上帝必看顧他的妻子與孩子們。 

 第二，「在我死了閉上眼睛的那個時刻，我將在上帝的面前再睜開我的眼睛。」 

 於是他見證說，“If I lived,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 and if I died, everything would still be 

fine.” 「如果我活下來，一切事將很好，如果我死了，一切事仍然將很好。」 

 正如保羅在《腓》1:21 所說，「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和合本 

 Lee Strobel 說感謝上帝的恩典在，那一個晚上他沒死，這就是上帝藉著基督耶穌賜給

我們世人的盼望。當我們在順境之時，我們感謝從上帝而來的平安與祝福。 

 甚至當我們處在逆境，危機之中時，我們也知道上帝跟我們同在，他永不丟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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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8:38-39 使徒保羅見證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

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

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和合本 

 今天，或許你在人生中遭遇到了一些特別的困難與挑戰好像在黑暗中摸索著。 

 或許你懷疑著上帝是否愛你，否則的話，為何這些事會臨到你的身上。 

 或許你懷疑著上帝是否丟棄了你，不跟你同在。 

 我們感謝上帝藉著他的話語來肯定我們，上帝在耶穌基督裡愛我們世人。 

 

II. 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以色列百姓因為離開了上帝的真道，全國上下喪失了上帝的正直，公義與憐憫慈愛的

心，因此社會，國家敗壞導致亡國，他們被擄到巴比倫當奴隸，他們處在黑暗之中，他們

看不到有任何光明的前程。 

 當以色列百姓處在絕望之中時，上帝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耶》33:12-13：「上主

——萬軍的統帥這樣說：『這塊荒廢、沒有人或動物居住的土地將重新出現牧場，牧人在

那裡牧羊。在山區的鄉鎮、山麓的村莊、猶大南部各地區、便雅憫境內各地區、耶路撒冷

周圍各村莊，和猶大各城，牧人將再一次數點他們的羊。我——上主這樣宣布了。』」 

現中修訂版 

 上帝以慈愛與憐憫對待祂的子民。上帝要將以色列本性從被擄的巴比倫帶回他們的故

鄉，並且要使那被戰爭所摧毀變成荒廢之土地重新有人居住，並且恢復有牧場，牧人在那

裡牧羊。 

 象徵：上帝使他們恢復了繁榮的生活。他們在黑暗中看見了一道曙光。 

 《耶》33:14 上主說：「時候將到，我要實現我對以色列和猶大人民的諾言。」現中

修訂版 

 歷史證實，七十年後以色列百姓果然在波斯帝國興起之後，波斯王讓以色列百姓回到

他們的故鄉。 

 上帝是一位信實的上帝，祂對我們的應許永不落空，祂是值得我們信靠的上帝。 

 

羅素·卡特（Russell Kelso Carter） 

 卡特是賓斯凡尼亞州軍校（Pennsylvania Military Academy）第一屆畢業生。1869 年畢

業後，他留校教授化學與自然科學。1887 年他辭了教職，被衛理公會按立為牧師。 

   卡特 30 歲時，心臟出了嚴重的問題，幾乎處於死亡的邊緣。基督徒作家 Connie 

Christiansen 寫道：「他跪下並向主承諾無論是得醫治或沒有，他的生命從此以後將永遠

地獻上事奉主。」 

 他信靠上帝在聖經裡所賜給我們的應許，他不管他的病會得醫治或不，他都要全心倚

靠上帝，服事祂。結果他活了，他得了醫治。他再活了 49 年，他做了許多的詩歌。 

 

〈堅立在應許上〉(“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這首詩是卡特依據《林後》1:20 所寫：「上帝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

的。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的，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 



 4 

 卡特在人生的困難中抓住上帝的應許，全心信靠主，委身事奉祂，因此產生了這首詩

歌： 

 

1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of Christ my king, 堅立在我主基督的應許上 

through eternal ages let his praises ring; 萬古千秋永將主聖名頌揚 

glory in the highest, I will shout and sing, 榮耀歸至高真上帝，我當歌唱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of God. 堅立在我主的應許上 

Standing, standing, 堅立，堅立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of God my Savior;堅立在我主基督寶貴應許上 

standing, standing, 堅立，堅立 

I’m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of God. 堅立在我主基督寶貴應許上 

2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that cannot fail, 堅立在我主不變的應許上 

when the howling storms of doubt and fear assail, 當疑慮憂驚的風浪肆兇狂 

by the living Word of God I shall prevail, 藉上帝生命言語我穩地堅強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of God. 堅立在我主基督寶貴應許上 

 

 盼望我們將人生建立在主之不動搖的應許上。 

 在聖經裡有許多上帝寶貴的應許： 

馬太 11: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和 

約翰 John 6:37b” …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和 

我們信靠愛我們的上帝，因此天上地下沒有一件事，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of Rom 

8:39） 。 

 

      上帝在聖經裡賜給我們許多寶貴的應許，我們憑著信心去領受。上帝是信實、全能

的上帝，祂必成就一切的應許。 

 《耶》33:14 上主說：「時候將到，我要實現我對以色列和猶大人民的諾言。」和合

本 

 《耶》33:15 「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

公平和公義。」”和合本 

 上帝所預言要從大衛的後裔中興起一位彌賽亞，救主在基督耶穌的出生實現了。上帝

的救贖臨到了黑暗的世界。 

 基督耶穌的來臨，有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基督耶穌就是世界的盼望，我們得著福

音，基督耶穌成為我們的光明與盼望。 

 

III. 尋求上帝的公義 

 

 《耶》33:16 「在他治下，猶大人民將安居樂業，耶路撒冷人享受太平。這城將被稱

為『上主——我們的正義』。」現中修訂版 

 上帝的應許在基督耶穌裡實現，基督耶穌從大衛的後裔中出來，但這是上帝對全人類

救贖的計劃。上帝要藉著基督耶穌將祂的公平公義臨到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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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藉著基督耶穌得以蒙上帝稱為義，意即：我們與上帝恢復了和好的關係。我們作

為上帝兒女的人，也要在世上活出主的公平、公義、赦免、慈愛與恩典⋯等等基督的美

德，使上帝的國度落實在著地面上如同在天上。 

 這個世界教導我們自私、吝嗇與顧自己，但主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甚至要像主

那種犧牲的愛去愛人。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與鹽，藉著我們的好行為來歸榮

耀給祂。 

 位於南美委瑞內拉與哥倫比亞邊界的一間小教堂，在一個禮拜天做禮拜時，一對游擊

隊從叢林中出來衝進了教會。牧師與會眾大家都驚嚇到了，他們將牧師抓出外面要槍決，

游擊隊長再回到教堂裡，命令說：“Anyone else who believe in this God stuff come forward.” 

(還有人相信上帝這種東西的人向前走出來)。大家都嚇住了，他們站在那裡，一段長的緘

默。最後一個人走出來站在游擊隊首領面前說: “I love Jesus (我愛耶穌)”。他被抓

了出去準備槍決。接著又有一些人站出來，他們都被驅逐到外面去。然後聽到機關槍發射

的聲音。當會眾沒有人要再宣稱他們為基督徒時，游擊隊首領進到教堂裡，向停留在裡面

的人說: “You have no right to be here.(你們沒有權利在這裡)。”然後他命令他們

出到教會外面去。當他們一出去，就驚訝地發現他們的牧師與其他剛才出到外面的人都站

在那裏。游擊隊首領命令牧師和那些人回到教堂裡繼續做禮拜，並警告其他的那些人停留

在外面,直到他們有勇氣為他們的信仰站出來。於是那個游擊隊又回叢林裡消失了。 

 如果我們把耶穌描述成游擊隊首領，是否會太過分了呢？耶穌猶如游擊隊長挑戰我們

說: “Do you believe in this stuff? (你相信這些信仰的事嗎?)”“Do you act on 

it? (你照著信仰去作嗎？)” 

 當然，我們都不完全，我們之能夠到上帝的面前來敬拜服事祂，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

典。但以上的故事提醒我們，我們真的相信主的真理，並且願意照著祂的真理去行嗎？我

們願意為見證主的愛，公義與真理而勇敢的踏出我們腳步站出來嗎？盼主的憐憫與聖靈的

幫助使我們得著勇氣與力量為主的慈愛、公義與和平在每日生活中為祂做美好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