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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受苦与交托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蒙召为受苦，蒙召为承受福气，都是神的心意。
不能说「我要福气 我不要受苦」
不能说「我要福气、我不要受苦」，
 如果因着犯罪受苦，那就是活该、自己承担吧
 如果是为义受苦，彼得教导我们
如果是为义受苦 彼得教导我们 ─ 这也算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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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与交托
彼得前书之三
保罗是信的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彼得是望的使徒；
彼得前书非常看重的就是盼望 ─

传福音作见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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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因为我们辩论来信主的…
当一个人感觉到受威胁的时候，
怎么会心平气和来听你讲真理呢？

开始播放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要行善 ─ 做合神心意的事，
当有人威胁你的时候、就是为义受苦的时候，不要惊慌。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3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14 你们就是为义

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15 只要
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
准备 以温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16 存着无亏的良心，叫
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存着无亏的良心 叫
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
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有人就会问你 ─ 为什么要信耶稣？
当有人用这样一个问题想要了解的时候，
有
样 个
解
，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三15

当有人愿意问你，你是常作准备，
不是到他问的时候才临时预备
─ 预备心、有盼望的。
我们在相信耶稣的决志祷告，短短的三分钟，
我们在相信耶稣的决志祷告
短短的三分钟
一生都没有办法想清楚，会带给我们多大的福气；
单单就着我信主 得着永远的生命 得着了主
单单就着我信主、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了主，
就够我们一生来感谢的了。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年尾数算主恩 ─ 恩典像年岁的冠冕，我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恩是数不完的、是恩上又有恩的；
信主之后，主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
我知道主耶稣会再来 ─ 他去为我预备地方，
会再来接我到他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亲自应许。
不光有盼望、预备心，还要预备内容，
还要讲得清楚、要有知识、该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
传福音常会说 ─「我传我所信的，我信我所传的。」
 有时
有时真觉得自己拙口笨舌…
 但我不会虚谎，不会里面没有我假装有，
不会虚谎 不会里面没有我假装有
我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你们来信啊！」
但我里面从来不觉得我有平安 有喜乐
但我里面从来不觉得我有平安、有喜乐，

那你怎么传？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 ‧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

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
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 他复
活了。19 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20 就
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21 这水所
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
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22 耶
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
力的 都服从了他
力的，都服从了他。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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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利赛人、文士不认识耶稣，结局不是永生
法利赛人 文士 认识耶稣 结局 是永生
 我们传永活、真道的福音，是主自己为我们成全预备的，
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早就有心了 ─
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早就有心了
有预备、有盼望、有知识的，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
看到有人有心想要了解这个信仰…，你可以告诉他
这明明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信仰，
我们应该是喜乐的、有把握的与人分享。
仰
情
，
信仰、思想的事情不能勉强的，
用柔和谦卑的心、外面的见证、口中的言语，让人明白。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 ‧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主耶稣为罪受苦是一次，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无义的，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受死、然后复活。
三19

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挪亚时代的人是死去的灵魂，
挪亚时代的人是死去的灵魂
耶稣复活时，曾向他们宣告复活得胜的消息
 基督复活之后，向被神拘禁的灵体，
基督复活之后 向被神拘禁的灵体
宣布他的得胜跟审判，不是还有福音给他们
彼得告诉我们不要怕 ─
基督已经复活，宣告得胜、神的审判。
三20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有人抵挡福音，没有办法领受这个救恩。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 ‧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三21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水洗礼不能够让我们得救，乃是借着福音
水洗礼不能够让我们得救 乃是借着福音
 借着这样的见证，让我们明白 ─
我们是属神的 因着耶稣的救恩而得救
我们是属神的，因着耶稣的救恩而得救
 在洗礼中，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跟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 ─
 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跟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形式不一样，但心灵的苦、肉身受苦，是相彷佛的
 靠着主的怜悯跟恩典，
 虽然寄居、但我知道有一位主
 虽然是客旅、我知道我有一个家乡
虽然是
我
我有 个家乡
 虽然有难处、我知道主与我同在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 ‧万物的结局近了

不论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多少，过去的已经没有办法回头，
还有面前人生的日子、在世余下的光阴，该如何的过呢？
彼得劝导我们说 ─ 以受苦的心志作为兵器，
 不一定有这个心志、就一定会受苦
心志
受苦
 但是如果有受苦的心志，就比较能够面对苦难，
不会回头往后走、会站稳脚步，靠着主继续的往前
 有的时候是心灵的苦…
 在特殊地区
在特殊地区不能公开传福音，为福音受苦常被听闻
我们会面对不同情境的困难，
热心服事，可能听到不是很中听的话，
「我这么热 、愿意摆上，得着的不是很肯定，
「我这么热心、愿意摆上，得着的不是很肯定，
「我这么
那算了、我不要服事了！」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 ‧万物的结局近了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
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
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 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3 因为往日随

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
事，时候已经够了。4 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
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5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主面前交账。6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
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 神活着。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
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8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9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10 各人要照所得
的恩赐彼此服事 作 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的恩赐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11 若有讲道的，要按
若有讲道的 要按
着 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 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 ‧万物的结局近了

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报名探访，一个姊妹带着我去，
我想到人家家探访，一定要穿得整齐，还穿了双新鞋。
 到了一家…不在家；另外一家、也不在家…
 坐了一段车、走路，第三家仍然是不在家
 新鞋子磨我的脚，我的脚都磨破了
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张明信片 ─ 就是这个姊妹写的，
「第一次探访妳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不要灰心，以后还有机会，我们会来找你。」
第一次的探访经验，让我印象这么深…
是这张明信片，
姊妹挂念我这个新手，怕我觉得受挫折，
就写了这样 段文字给我，我记到如今。
就写了这样一段文字给我，我记到如今。
我想这就是美好的一个见证。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 ‧万物的结局近了

当我们面对受苦、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受苦
困难的时候
就会回想曾经有过挫折，没有把你打倒、让你却步，
因为有更大的 激发的力量 让你可以继续往前去
因为有更大的、激发的力量，让你可以继续往前去。

基督跟这个世界是两条道路 ─ 两种选择，
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摩西选择走合神心意的路

来十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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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约书亚受苦的心志配搭这个选择，就一无反顾地往前去…
当我们在世的时候
当我们在世的时候，
可以从神的旨意，就能够度余下的光阴；
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惟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 ‧万物的结局近了

你往日是怎么样
四3

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同奔放荡无度的路。
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同奔放荡无度的路
曾经走入迷途、事奉罪恶，那个时间、年岁 ─ 已经够了！
你该停了 该从里面出来了 事实上你也已经出来了
你该停了，该从里面出来了，事实上你也已经出来了。
你现在又如何
四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情欲，
，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今天应该遵从神的旨意，度在世余下的光阴；
有一天在审判台前交账
有
天在审判台前交账，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去
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回去，
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我们作客旅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作寄居者的时间也不长了，
万物的结局尽了，
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他不会耽延。

继续课程

四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8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9 你们
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11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因
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
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

趁早醒悟、谨慎自守、谨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
在面对混杂的世代，显出基督徒的馨香之气。
四8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不是用爱来粉饰罪恶

乃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能彼此饶恕，
当彼此饶恕的时候，所有的过犯就被爱所盖过去
当彼此饶恕的时候
所有的过犯就被爱所盖过去
被爱所盖过去了
了。
不是粉饰罪恶、帮他掩盖罪，
乃是在爱中我们就超越了，
乃是在爱中我们就超越了
在爱中我们就平息了彼此的不和。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箴十12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爱的实际表现就是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以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四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上帝的恩赐真是很丰盛，每一个人都领受他的恩赐，
祷告希望许多有恩赐的人显出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如果你领受传讲教导的恩赐，就照着神所启示的
好好地分享、传讲，不增加也不减少
 如果领受爱心服事的恩赐，
就照着神所给的力量好好服事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12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13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

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14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15 你们中间
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16 若
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我们起首，
那不信从 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18 若是义人仅仅
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19 所以，那照
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
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
之主。

在作百般恩赐好管家的时候，
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如何过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生活。

‧苦难中自处 ‧苦难中的榜样‧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万物的结局近了

彼得曾经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
耶稣责备他是撒但 ─退我后面去。
四12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我们与主同受苦、就要与主同得荣，
 有一天审判从神的家起首，我们要向他来交账
有 天审判从神的家起首 我们要向他来交账
 非常清楚、严肃的警告 ─
 为义受苦是蒙福
为 受苦是蒙福
 因犯罪作恶受苦，就是得罪神的事了
今天这一段，真理的部分十分丰富
可以慢慢地思想、把神的话读到心里，
然后化作我们的行动。

祷告

谢谢主告诉我们 ─
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别人的问话；
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口中有知识。
你告诉我们来效法你自己，
让我们可以用受苦的心志作为兵器，
来度在世余下的光阴，
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交账。
求主赏赐教会有百般恩赐的弟兄姊妹，
好让我们可以将你的教会
好让我们可以将你的教会、
将你的身体建造得荣美。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