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七篇 智慧的博士们和那星（之二）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圣经中星是代表人的

根据圣经，星是什么。神造人及万物的时候，是

先要有光，然后有地，然后到了第四天，神就修造了

两个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就是太阳和月亮。

马上加了一句，“又造众星”（创一 16）。众星是陪

同月亮的。太阳预表神自己，月亮预表祂的教会，是

在黑夜里发光的，是反射出神的光做她的光的。教会
是什么呢？是一班堕落的人，在神的恩典里，蒙恩的
人所构成的。他们是把神的光返照出来。所以，在今
天这个黑夜的时代，教会就成为这个真正的光。但是
陪同、充实、实化教会的光的，乃是我们这些成为众
星的人而构成的。星是什么，星就是指人的。所以，

当主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你的子孙要像天上

的星那样的无数（创十五 5）。这就说出星和人是息

息相关的，人就是一颗星。

七、智慧的博士们一生探讨的高峰是看见那

星的显出

智慧的博士们寻求人生的意义。他们不仅学得多，

他们思考也多，他们不仅思考多，他们的探索也多，

他们好像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个博学的人，

可是又是在智慧里对他们所得着的有探索的人。

1、这显出带领他们到犹大地去，因为他们知

道只有犹太教才有真实的神。

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大的东西，就是那

星，就是话成肉身的星。神是神，人是人。有一天神

要成为人、要成为一个神人；这个神要成为人，话要

成为肉身的神人，就是那个星。这个时候，神要成为
一颗星了，一个特殊的星，是众星之星。这个众星之

星，它显出来了，给博士看见了，这显出就带领他们，

到犹大地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犹大地，他们才有

真实的神。

2、这显出叫智者们认识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临，

就是生下来作王的一位。

那个星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启

示。但是他们懂，平常没有这个星，平常看不见这个

星。这个星也许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出来了，而且是这
样的亮，这样的发光，这样的有产生一种震撼力，他
们看见了，他们就能够领会，一个新的时代来了。

他们也领会了，这个是在犹太地，因为犹太地才

有真神，这一个是联于真神。所以这个星表示，一个

新的时代要来临。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有一位生下来

就是要作王的，真实的王是这个星所代表的。

3、这显出产生了他们的追求——长途跋涉,寻

得耶稣

他们要找到这星，就是生下来要作王的一位。这

星到底在哪里？他们到了犹太地以后，文士很清楚，

就是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

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太二 6）。

很特别，他们什么都知道，结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博士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有追求的心，所以这个

星就在他们前头行，就把他们一直带到主耶稣地方。

你如果现在看见一副图画，一年多两年以前，他

们看见的一颗星，这星以前没有在，没有存在过，突

然显出来了，一颗独特的星，是晚上快要过去，白天
要来临，那样的时候，有一颗星，这个星也可以说是
晨星；这个星也可以说是转移时代的星；这个星也可
以说因着它，黑暗要过去，光明要来的一颗星。

所以他们知道，有一个新的王，要产生出来，有

一个新的时代要产生。这个时候，当他们来根据这个

星所给的方向，长途一直到以色列以后，很自然他们

就到耶路撒冷，也很自然就在那里问，也很自然就得

着了一个答案，星在哪呢？在伯利恒。但是你注意，

现在孩子要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城，有多少户，

有多少家，同时在两年之内多少的孩子，谁知道？

4、那星在他们前头行，说出这异象对追求的

智者们是越来越实际的。

5、这显出也叫智者们产生了最合宜的奉献和

见证

感谢主，天上所看见的那个星好像变得低了，变

得他们可以领会了，可以直接带领他们了，好像可以

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了，好像一个光体一样了，

一直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个地方去。这说出：你可以
看见一个异象，你若不忠心这个异象，这异象永远是
天上的，你若忠心这个异象，这异象慢慢的越来越会
成肉身一样，越来越靠近你、越来越接近你、越来越
临近你、越来越在你的旁边、越来这个星就可以直接
带领控制引导你的脚步往前走，直到寻得救主耶稣。



这是个原则，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生不能随便的！
没有异象你就放肆了（参箴二十九18）！有了异象，
你不可以把它高高地放在天上。我看见了，我看见天

上了，这个星从来没有，现在出现了，大事要发生了，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什么用呢？你不是还在外邦，

一个有知识的探讨者吗？现在我来追寻了，追寻的时

候，我发觉这个星降下来了。你有没有注意，有异象

的人跟随异象，得着启示，不断地有 visions，不断地

有 revelations，不断地有异象，不断的有启示，慢慢你

越来越觉得，你所得的异象是在你身边的，你所得的
异象是在你里面的，你所得的异象就是与你是一的；
你所得的异象可以影响你，可以带领你，可以供应你，
可以祝福你，可以引导你，可以给你加力，可以叫你
觉得我看见了，而且我看见的就是现在我活出的。那

个星在他们前头行，一直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去，

就叫他们产生了最合适的奉献。

八、那星成为众星，生命的主在祂的复活里

成为众人的拯救。

这颗星就是主耶稣，这颗星就是主耶稣后来宣告

的，我是明亮的晨星（启二十二 16），我要带进一个

新的时代。但是在时间里，这个时代，还不是永远那

光明的时代，他还是在黑夜里的一颗星，这一颗星要

产生许多的星。所以圣经就开始描述基督徒，基督徒

是谁呢？基督徒就是一颗一颗的星。

保罗为着教会起来宣告: 他说，日头有日头的荣

光，那就是神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那就是教

会的荣光；众星有众星各自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

光是不一样的（参林前十五 41）。弟兄，你知不知道，

今天你旁边的弟兄们都是星，你旁边的弟兄们都发光，

有的发强烈的光、有的发叫人得鼓舞的光；有的是暗

淡的。所以保罗才说，这星和那星的光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蒙恩的人从神那里看都是一颗星

弟兄姐妹们，你是一颗星，你是一颗发光的星，

这个光要不要明亮，这个光要不要显出来，这个光能

不能照耀，这个光能不能产生作用，是根据这一个星，

和这个月亮，和这个太阳。月亮返照太阳的光，那个

和返照的程度是绝对相关的。

保罗也说，这个灵在我们里面如何把主照耀出来

了（参林后三 18），你越有主、越向着主、越得着主、
越经历主、越在主里喜乐、越在主里有加力、越在主
里行走、越在主里欢乐的见证你是一个发亮的星。

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星，不要成一个灰暗
的星，不要成为一个放在一边的星，不要成为一个大

家都做礼拜，我也做礼拜，这算什么星！大家都听道，

我也听道，这算什么星！大家都分享，我也分享，这

算什么星。要说，我不仅是讲道或者听道，我是联于
基督的、我是有基督的、我是在基督里得加力的、我
是在基督里得成长的，基督的光是不断地照在我里面
的，我这个星就成为有价值的星。

九、当成为星的爱主的基督徒为教会而活的

时候，他们就成为主手中的七星

这个有价值的星，到启示录，主耶稣行走在众教

会中，祂的右手就握住七星（参启一 20）。这个有价
值的星又成为主握在手里的星，他不光是一颗星了，
他不光是一颗发光的星了，他是联于其他的星，和神
一致的星。七是一加六，我们人是六，神是一，这个
星是有神的星、这个星是联于神的星、这个星是把神
彰显出来的星。主就说，如果是这样，我要把你紧紧

的握在我的手里，然后我要行走在教会生活中。

1、这七星是教会的使者

我们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吗：主是教会的主，带领

教会的主，祝福教会的主，也在教会中做各样工作的

主。但是，主说，不！我在教会中做这么多的事，是

需要我右手可以握着七颗星的，那七颗星，是有神的，
那七颗星，是联于神的，那七颗星，是把神彰显出来
的。所以，我们这里说到，这七颗星是教会的使者。

我问你，你是教会的参与者？你是做礼拜者？你

还是教会的使者？换句话说，神要作工，你是使者；
神要带领，你是使者；神要祝福，你是使者；神要让
教会复兴，你是使者；神要叫圣徒们都起来爱主，你
是使者；神要叫教会成为一个满有追求的教会，你是
使者；神要叫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灵的教会，你是使者。

使者的所是决定教会的健康度

使者马马虎虎的，教会就变成凄凄凉凉的，使者

随随便便的，教会就变成缺少基督的。主耶稣手里握

着，换句话说，我要负你的责任，我要担当你，我要

背负你，我要给你加力，好叫你成为教会的祝福，因

为我知道你如何，教会就如何。

一个使者要说，我可以很平凡，但是我愿意发光，

我可以很平凡，但是我愿意有用。功用从哪儿来？第

一，我是主的手握着的使者，第二，又不是我，是主

的手所握着的；又不光我一个，是有七个，是有一班

有神又是人，神和人调和起来，一同来服事教会的人。

主不喜欢一个单独的作工者，主喜欢有一班是让

主紧紧握住的，是可以见证：主如何，我如何，我的
力量从主来，我的智慧从主来，我的能力从主来，我



的爱心从主来，我的跟随从主来，我的奉献从主来，
我一切的摆上是从基督而来。但是，又不是我，和我

在一起还有六个，我是在配搭里做的，我是在交通里

服侍的，我是和弟兄们连起来的，我是和那些清心爱

主的人一同来祷告追求，一同来祝福教会的。

2、这七星是教会生活的运作者

教会生活不可以只是个聚会生活、做礼拜的生活，

不！教会生活是一个属天的生活、有基督的生活。不

只是主日早晨，而是一周有七天，天天都有基督、天
天都享受基督、天天都供应基督、天天都分赐基督、
天天都传讲基督、天天都高举基督。一个好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一定要有一班这样运作的圣徒。你是怎

样一个人？我是一个在教会生活里满有运作的。圣徒

在糊里糊涂的时候，因着我，他们会明亮过来；圣徒

打瞌睡的时候，因着我，他们会加力起来。我是在教

会生活里有运作的。

我现在问你，克利夫兰教会好不好？你不要说，

好，也不要说，不好，你就问，克利夫兰教会的使者

多不多？那个发光的星多不多？握在主手里的星多

不多？如果这样的星多、那就是带领是强的、供应是
强的、追求是强的、服事是强的、彼此间相互是强的、
福音的广传是强的、整个的教会生活是满了运作的、
满了朝气的。为什么？因为有这样教会的使者。

3、这七星是众圣徒中间的得胜者

这些使者也就是圣徒的榜样，圣徒要说了，弟兄，

我看你这样劳苦，我就愿意加倍地爱主；圣徒要说了，

弟兄，我看见你这样地奉献，我就愿意把自己归给神。

不是说你们都是失败的，我是得胜的；不！得胜者说，

因我这样地活在主面前，我也可以叫全教会照样地活

在主面前。我是得胜的，我愿意弟兄姊妹都是得胜的。

4，这七星是教会生活得着生命供应的分赐者

你的教会生活好不好，就在于主耶稣右手握住的

七星，这七星生命好不好？生活好不好？属灵的情形

好不好？追求好不好？劳苦好不好？最尤其重要的，

供应好不好？有的弟兄，你和他在一起，你就碰见主；

有的弟兄，你和他在一起，你就碰见死亡。有的弟兄，
他的所是就是个供应者：我到哪儿去都供应；和弟兄
在一起祷告，人活过来，和弟兄在一起读一点书，人
活过来，和弟兄在一起读点圣经，人得着亮光。

一个教会生活要健康，要得着一些使者。这些使

者的确是宝贝，他们是教会生活中的运作者，因为他

们，教会生活不平凡，不平淡，是满了运作的；不仅

这样，他们是得胜者，因为他们，圣徒们都会起来爱

主；不仅这样，他们也是生命的供应分赐者，不是搞

是非，你见到他们，你想跟他们讲是非，他们好像不

知道，也看不见。他们会告诉你，我们祷告吧！我们

信靠主吧！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吧！我们多有些爱心

吧！会告诉你，我们多有基督、享受基督、得着了生

命的分赐啊！这个时候，整个的教会是满有活力的！

5，这七星是众圣徒的牧养者

你知道什么叫牧养吗？就是我能把你带到有草、

有食物的地方。我不是陪你看电影，但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叫你得着属灵的粮食，我会叫你看见羊群，我会
叫你看见牧养羊群的可宝，也叫你看见我给你主，给
我们预备属天粮食的可宝。

6，这七星是帮助众圣徒都能发光的指引者

末了，他也的确盼望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中很多的

人才被产生，很多弟兄姊妹为主的见证站住，很多人

会发亮，所以，他们也是帮助圣徒发光的指引者。这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着他们好多弟兄可以成长，因着
他们好多弟兄的份可以显出来，因着他们好多弟兄都
见证出他们健康该有的情形。

有的时候，你到一些教会中去，看见教会生活，

你要说什么呢？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看这些实行多好，

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圣徒是不得成全的：都认识灵、都
知道灵、都懂属灵的事、都会操练灵、都会运用灵、
都明白圣经、都追求圣经、都是热心的传福音的人、
都是热心的照顾圣徒的人。圣徒因着他们，得着整体

的成长，不仅是成长，而且得着指引。换一句话说，

圣徒们的份都会显出来，都可以作职事的工作，都可

以起来劳苦，让主得满足。

十、两颗晨星的见证

这个星的过程很奇妙：在神创造的时候，有太阳

月亮，也造众星；然后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就

像星一样；然后神来成为肉身，神自己要成为那独一

特别的一颗星；因着这颗星，就产生了许多有生命的

星。祂就是那晨星，但是完全的显明还没有来到，那

星发光的时候、发亮的时候、显出来的时候，是告诉

人时代转变了。谁看见了，外邦人--那些追求探讨人

生真实的人--看见了，这个看见也就见证出这一颗星

不是为着犹太人的，这一颗星乃是为着整个的人类的。

怎么来为着整个人类呢？祂是拯救我们，我们得救以

后，都成为一颗星。虽然光度是不一样，都要发光的。

为着你的发光，主要行走在教会中，我要握着那七颗

星，这七颗星就能叫教会健康起来。

1，我们里面的基督要长成为在最黑暗时显出

的晨星，为着白昼的到来。

末了，主耶稣就起来宣告了，我就是明亮的晨星。



什么叫晨星，晚上有很多的星，天要亮了，很多的星

都隐藏了，但是还有一颗星非常的亮，显在那里。祂

是宣告说：黑暗要过去了，白昼要来了，属灵上来说，

这个时间里的一切事物都要过去了，永世要来了。我

就是告诉你，永世要来的那一颗星，这颗星也就是博
士们所看见的星，这颗星也就是生出我们众人成为星
的那一颗星，这颗星也就是把我们握在他手里的那一
颗星，现在祂宣告，我的工作都完成了，我要带进一

个白昼了，我就是那明亮的晨星。如果从这里看，救

主耶稣一切所作的都太好了。

2、主耶稣在时间终结的见证是：我是明亮的

晨星，结束了所有在时间里的黑暗，带进

了白昼——永远

彼得讲了一段很特别的话，他说你要知道，你有

圣经，圣经里有真理，你要看见圣经，你要看见真理，

所以你要有追求，你要认识基督。你越认识基督，你

里面--你所是的那颗星--就越亮，亮到什么地步？亮

到就像那个晨星一样。所以他就说，你们如果在真理
上留意、在追求上留意、在爱主上留意、在跟随主上
留意，那你们就要直等到天发亮，晨星从你们里面显
出来了（参彼后一 19）。

这真是个奇妙的配合：主耶稣在宣告，我就是那

晨星，我要结束所有的黑暗，我要带进那完全的白昼，

我要结束时间，我要带进永远。在这里再没有任何消

极的事物，但是，同时基督徒也讲了，特别那些爱主

的基督徒也讲了，主啊，我真是愿意你快来，把这些
都成就了，因为当你那个晨星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我

里面天发亮了，也就是我里面那个晨星也显出来了。

弟兄，你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的价值就
匹配了耶稣基督的价值，你的存在就匹配了耶稣基督
的存在。这就是你一生追求的结果，这个荣耀的基督，
要从你里面显出来，像晨星一样。就好像主耶稣把祂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祂要起来宣告啊，我就是那明

亮的晨星！

3、圣灵和新妇都说“来”，说出主耶稣是那晨星

的见证，与圣徒们里面显出的晨星一同见证

在这里，圣经就有最甜美的结束：“圣灵”就是

主，“和新妇”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些晨星的人（参彼

后一 19）。圣灵和新妇都说，来！为什么来？时间要

结束，新的时代要开始！我们将在永远里成为神荣耀、

荣光里的孩子。

圣经是一卷奇妙的书，创世记一章说到“又造众

星”，到末了，主耶稣起来宣告，我就是那明亮的晨

星，我们这些人又说了，我们就是星，但是我们的星

在我们里面长，天天长、周周长、常常长、各面长。
这个成长，长到一个地步，天发亮的时候，我们里面
这个星，也要显出来，这个星和那一个宣告一切结束，
新时代来临的那一个晨星，完全匹配起来了。这就是

圣经所说的，圣灵和新妇都说，来！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告诉主：主啊，我曾经是堕
落的人，我成为一颗星，求你叫我成为一颗发光的星，
叫你满足的星，不仅这样，求你握住我，叫我成为教
会生活中的七星之一，叫我和弟兄姊妹们，一同配搭、
一同劳苦、一同带领、一同服事、一同追求、一同见
证、一同叫神在教会生活里得荣耀。不仅这样，我愿
意成为一个多有主的人。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
我就是那晨星，我们也就说了，哦，我里面的晨星，
天也发亮了，也要显出来了。

现在才有这么美妙的结局，圣灵和新妇都说，来！

来结束所有旧造的一切，结束黑夜中所有的一切，带

进了真正的白昼，就是永远。

我们要感谢主，说到这些，会叫你里面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喜乐和赞美：主啊，没有想到你的工作这么
好，这么甜，却是在我的身上，愿意我不辜负你的恩
典，愿意我成为发光的星，愿意我成为教会的祝福，
愿意在我里面的星，可以长出与你匹配的那晨星，好
叫你再来。求主怜悯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智慧的博士们一生探讨的高峰是什么？他们认识

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旅程？带进了什么结

果？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

2、“那星”如何成为“众星”？你要怎么成为一个

发亮的 、有价值的星？

3、“七星”是什么？“七星”对教会有哪六面的祝

福？藉着“七星”的这段信息，你有什么启发？

对你现在的服事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调整？

4、两颗“晨星”的见证是什么？这给我们什么样的

盼望？

二、彼此分享：
1、哪些话，最触动你？

2、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4、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三、诗歌：
生命诗歌 683 首 《无限无价的你》

生命诗歌 723 首 《我不敢稍微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