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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下教合

作准各

理查德﹒溫布主德牧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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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百

勾某些人的想法相反，送并不是 一本教你如何組
獄被你之方 “ 地下教金 ” 的秘密基督徒組欽的筒明教
材。遠只不迂是一小人討教金的展望。送小人以他小
人丰富的牧舍生活和牢獄設防以及尸泛的宣教事土提
醒元神拾的共戶主:X.x才世界的成盼。

理查德﹒溫布主德的文章不需要任何介紹。它們
忌是直接而深入， tιu幸者又住以y,�－所宣哄的信息置之不
理。j主篇手稿几乎沒有詮泣任何編輯。其中慣用的一

些表述方式僻明地休現出作者的小性，展示出他希伯
未式的思維、 i吾盲掌家的Fi草、使徒般的持告以及先
知性的預吉。文中的信息清楚元疑。

如果一些基督教領袖所言不康的i舌，教合返早要
面的兩小逃擇：要么勻反基督的勢力迷成社金及政治
上的妥 1誨，耍么引來政治強杖封宗教有組欽的領庄。
遠祥的i舌，溫布主德悅的消一－ �1f﹞必須以現在就卉
始准各。

既然今天世界上件多地方都己經面！描述兩小jz't
擇，我們失在沒有理由相信我們所在之地可以繼按逃
避現尖的命逞。那么，址我們送些基督徒們以現在就
卉始准各自己，使我們的孩子們在需要面封挑織的吋
候可以有一小清楚的榜祥。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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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現在卉始就方地下教合做准各

“並拿尼並回答說： 4主啊， 我昕凡i午多人說，
迷人怎祥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主徒。’ 主X才�拿
尼並說： 4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掠逃的器1111.， 要在外
邦人和君子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拐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
他， 方我的名必須要受許多的苦就 （《使徒行伶》

掘我所知， 在全世界尚未有任何 一所神掌院、 主
經掌校或大字卉坡 一 n美于地下教金的深程。 你也件
在神竿院中掌耳迂賽巴利安教派和里博納里教派。 等
你神掌院半�之后五分料， 你就把它們都忘了。 你可
能永通也不金過見 一小賽巴利安信徒或是亞博利納里
信徒。 主�1f﹞也研究迂哥普特教合以反i!{·t牛多多說1f﹞一

生對中也i年此米不合遇見的小宗派。 世界上三分之
的教金都是地下教金， 那些人挑來都沒有想到他們全
被迫屑于 一所地下教舍。 主全美固j丕在夕之注水凡事件的
肘候， 共戶兌已經控制了十五小因家。 伊斯竺教和人
文主火也正在荻得更大的影n向和勢力。 基督教的牧州
有﹞必須要了解地下教舍是什么祥子， 以及它是做什么
的。 我曾經和一位英園的主教聊了 一小多小肘有失地
下教合的工作。 最后， 他說： “X才不起打斷你一下，
因方你裝在是淡到了我的愛好。 我又

才

教合建筑非常感
失趣。 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所哄的地下的教合是否采用
歌德式的建筑風格？ ”

如果我告訴你送位主教是堆， 你筒直元法想像他
送祥 一位有名望的人怎么金何如此的問題。 地下教舍
的磷比絞餅方人知。 它就在我們的身迎， 但我們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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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各加入也以未方此受迫切︱錄。現在每一小牧師都有
全世界作方他的牧區，而我們必須清楚述一 鼠，因 71

;Jx; 1fJ 可能合經仿困境。即使主拉伯自己沒有在困境監
巾，我們也有責任去都助和教專那些在困境對巾的
人。

在穆斯林因家，在佐色中國以改其他的因家，i午
多信徒成方4西牲者。他們對中i午多人被美避，做獄，i午
多人死在監獄里。我們元法以此方柴。更好的做法皮
也是好好掌司如何做地下工作而不被逮捕。

在俄爭中，那些方自己的祖因獻身的人不如那些
消夾故人的英雄更受人敬重。不是我五立法方我的祖園
去死﹔是我的故人也i亥方他的祖園去死。我敬佩那些
非常懂得該如何工作又不全被逮捕的人。我們必須了
解地下工作。

預各受苦

元洽用何朴方式米衡量，受苦在地下教合中都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受苦皮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短肘間內 ，山：－

f﹞地下教舍的課是不可能的。我
敦促你到自己所在的教區或是教派去，要他們未介紹
几 I﹞美于地下教舍的課程。

一小固家在城酷勢力夸校后金交成什么祥子？在
一些國家中，比如莫桑比克和東埔察，恐怖行功耳上
就卉始了。而在另 一些因家，去H帶米前所未有的宗教
解放。 一切就送么卉始了。有些政杖剛卉始的吋候其
安設有真正的安杖。人民并不站在他 們一方。他們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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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組主只警察和軍臥的人員 。在俄園， 共戶兌 一上台就

立即賦予新教徒級大的信仰白由， 方的是要消夫家正

教舍。 對他們消夾了家正教合之后， 就卉始滑付新教

徒了。 卉始的附段并未持按很久。 在那段吋︱河里， 他

們將自己的人滲透入教舍， 使之成方教舍的領辱人

員。他們找出教合牧肺們的弱息。 有些牧師也件是有

野心的人：有些也i午是陷入討金絨的貪恕。 有人也i午
因 一小隱秘的罪被敲作。送些人威肋牧師們說要把述
一切都公布于狀， 此而得以把他們自己的人推拳成教

合領袖。 隨后， 在一 小特定的肘惘， 大迫害就卉始

了。在9 耳尼里， j主祥的慎庄是在一 天之內友生的。

所有的天主教的神甫， 以及元欽的教士、 修道士和修

女， 都被投入監獄。之后， i午多不同宗派的新教牧州

也被逮捕。i午多人死在了監獄里。

我們的主耶穌告訴里拿尼里： “你去找大毅的把

夢。 他格要成艾！我地下教舍的牧師， 誠地下教金的工
人。’，保步正是遠祥的人一一他是 一 小地下教舍的牧

師。耶 穌均速小地下教舍的牧冊上了一堂速成諜。他

送祥汗始說：F道： “我也要指示他， 方我的名必須要受

件多的苦雄．．．．．．’，

地下工作的預各卉始于芋，司受苦竿， 殉道竿，。索

力＼1.－.尼琴在他的著作《古拉格群島》中， 捉到前亦朕

的警察們要上一 堂逮捕竿的課程一一那是一月教你如

何逮捕人而不被旁人友兌的字肉。如果他們能造
“

逮

捕掌
’，

送小新洞的活， 我們也未造
“

受苦掌
’，

送小河吧。

我們之后金看一 下地下工作技巧方面的肉題， 但

首先我們必須在東里有所預各。 在 一 小自由的因家

里， 要想成方一小教舍的全員， 只要相信和受洗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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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但述并不是以使你成方一小地下教舍的成員。 你

可以相信并受況， 但若是你不知道如何受苦， 你便充

法成﹔Ji)｝也下教舍的成員。 也許你有世上最大的信心，
但如果你沒有預各受脊的活， 你一祥金被警察抓走。

你可能挨了兩巴掌就全招汰了。 所以均受苦作准各是

地下教合預各工作中的要素之一。
一小真正的基督徒在且在獄里是不舍 ，原慌的。 x,J·一

小普通的基督徒米啡， 監獄是一小可以見証神的新場

所。 封牧卿未啡， 監獄則是一小新的教區。 送小教區

且沒有很多收入， 如有板大的工作机舍。 我在我的拙

著《草人牢房中見i正神的同在》中略淡了遠方面的內

容。 在其他的有中我也提到了莫 iF 斯屯俏， 它也是地

下教合培iJll中的一部分。 你可能知道莫永斯屯崗是怎
么 一 回事一一它是一科伶通信息的屯呵。 通迅速手中屯

呵， 你可以向你在監獄的左翎右舍伶福音。 監獄的犯

人且是肘常更換。 一些人以牢房里被帶走， 另 一些人

又被美:it!:來。 神主合i午多失在血獄里的基督徒述祥的机

舍， t上他們使用英示斯屯呵， 使i午多勻他們以未i某面

的人阻入基督。 有些人在很多年之后， 速過到他們追

初通j:j﹔英力支斯屯悶使之信主的人。 說在有些牢房中就

曾有几小送祥的教區。

在自由世界的教眩， 星期天的早晨教堂合 l冉併。

如果人們愿意， 他們就來教舍。 如果不愿意， 就不

末。 如果一令人不喜炊牧卿星期天的游道， 下小星期

天他就可能不來了。 如果下雨的活他就更不可能末

了。 但是道你把監獄作方你的教匠， 你的教區教友一

整天都和你在一起。 自由教恆的人可能舍不耐煩地看

看表悅： “牧卿都拼了三十分付的造了， 他注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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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哪？
”

可是道你被抓起末的吋候， 手表都被沒收

了：你可以一聲令星期狀早到晚都肘你的獄友洪道！

他們沒有別的造擇。 充i:合是在�耳尼里或是俄園的教

全民史 r., ；）人未有任何方式能像在盤獄中使送么多的

人信主的。 所以不要俱怕監獄。 鹿三且把它看作是神賜

論我們的一小新任勞。 我注i己得三且我第二吹被捕的肘

候， 我的妻子在警察要把我帶走的吋候拘抱我說：

“理查德， 氾住經上所說的， ‘你要被帶到君王和掌

杖之面前方我做見証。 ，

送些道理人都能接受。 但那些加在犯人身上的可

怕的刑罰呢？我們過如何面封送些拷打？我們能否忍

受它們？如果我受不了拷打的活， 又有五六十小我所

以i具的人格因我而入獄， 因均逼迫我的人就是想要說

卅棄我身迎的人。 由此看來b人現在卉始均受苦做准各

是何等的必要。 等你被美到監獄里再來預各自己就太

又住了。

我i己得在3}'司尼�IZ.遇到遠祥一件事， 有 一小服事

神二十年之久的牧師和一小女人犯了奸淫罪。 另 一些

牧師們是送祥洽及遠件事的： “ 他所犯的罪不是他過

晚做了什么﹔在那祥的情況下他是沒法拒絕琇惑的。

他錯就緒在二十年前， 道尚未被送祥試探的肘候， 他

沒有提醒自己說： 4在我做牧師送 一生中， 許多不同

的事金︱拖到我。 其中我符合被性欲試探。 我那吋決不

要犯罪。 ’
”

你必須提前方所有可能要友生的事做好

准各。 我們必須預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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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真相

我們每人能受多少苦，取決于我們討心中理念的
執著程度以及遠理念封于我們的份值有多大。

b人送小角度未況，我們在共戶主文因家中曾有迂
非常令人意外的事。在叛徒中既有仿道人也有基督教
唱籍的作者。�耳尼里最好的主持的創作者也創作了
�耳尼J巨最好的共戶：主火頌歌。述一切都取決于我們
究竟是停留在活活的后坎，j丕是勻神的真－三定融方 一

体。
神是另r�唯 一永不改交的真玄存在。主詮是美于神

自己的真理。神半是美于主經送小真理的真理。而好
的排道則只是美于神掌真理的真理。它本身并不是神
自己。只有神才是昔在、今在、水不改交的真理。固
繞著神有著 一整套的盲碎、神字和理拾。但送些在人
受苦的肘候并沒有任何部助。只有神本身才是我們的
幫助。所以我們必須要透迂併道、透j立神字有籍、透
迂一切 “ 言醉 ” 的家西未濃濃抓住神本身的真哀。

我在西方曾啡泣，一些基督徒怎祥被綁在十字架
上四天山夜。那些十字架就放在地上，然后其他的犯
人被拷打，并被強迫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身上、股上方
便。于是有人何我， “ 在遠不中情況下，哪 一常詮文報
助和增強了你的信心呢？ ” 我的回答是， “ 沒有哪 一

市詮文有任何補助。 ” 要況 “ 述一常詮文堅定了我，
或那 一句經文幫助了我 ” ，純粹是宗教虛仿。主佐佐
文本身是都不了什么的。我們都知道《 i寺篇》23篇：

“ 耶和半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且然行迂
死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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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迂患X佳的吋候你就能体合到， 神的本意并不是
要《i寺篇》23篇未堅定你。 堅定你的只能是我們的

主， 而不是併到他要送祥做的i寺篇。 只有待篇是不侈

的。 你一 定要信靠博篇所贊美的那位主。 我們也知道
述旬經文：

“

我的恩典移你用
”

《歌�西后有》 12 章
9 1守 ）。 但詮文是不愈多用的。 移用的是主的恩典， 而

不是經文。
牧師和熱衷于見証主的人往往把主經中的活活虫

成以神而末的呼召， 因而近分強調了活活的重要性。

神的活情只是一科手段， 方要帶我們遊入神的真哀。

如果你和全能神的真妥連站在一起的活， 邪惡河你是
元能方力的， 因方他元法攻破全能的神。 但若是你有

的只是全能神的活， 你是很容易被攻破的。

厲東操錄

地下教舍的准各工作是深奧的屆美操錄。 正如我
們剝 一小洋惹准各使用 一祥， 神也必須宋剝除我們身
上一 切佼佼是吉活和感兌上的宗教享受， 以里明我們
信心的真�狀況。 耶穌悅

“

若有人要跟扒拉
”

就必須
要

“

背起他的十字架
”

， 而耶穌的一 生正里明了送十
字架是何等沉重。 我們必須方此作好准各。

看看世俗的做法吧！ 一小色情奈志或是一 則J.L﹒告

就能激起人們的想像力。 用同粹的舟法， 我們也必微

特厲吏的狀況摟在我們面前來激友我們的想像。 我們
必須遊行厲夷操錄。 令我非常失望的是居美操錄在新

教中几乎不方人所知。 我們一 定要在地下教合中精它

11 



1f﹞愛笑起來。 厲旻操錄曾 一度被天主教淚用， 隨后宗
教改革這功卉始了。 送些改斐就像信中撰的這劫 一祥，
如果一方落入一小板端， 另 一方就落入另 一小板端。

因著 一些人混用了錯淚的厲旻操線， 其他人就根
本奔絕厲旻操錄。 我們不但要有待告傾訴的吋光， 也
要有默怨和沉思的肘光。 攻打﹞要改《希伯未有》十一

章中 i己載的一長串方主受害的信徒的例子， 他們被鋸
鋸死， 受火刑， 被獅子吞噬， 但是我們也必須想像送
些事情。 現在我就在獅子面前， 我被毒打， 我面︱隘被
火燒的危隘， 等等。 在送些情況下， 我該怎么做？

我注氾得我高卉�司尼亞之前最后 一 伙主日竿的
情形。 星期天一早， 我帶了十几小男孩和女孩去了功
物圓， 而非教舍。 在獅鐘前我封他們併： “你們信心
的前輩們曾因方他們的信仰被投入迷祥的野營面前。
你們要清楚地知道你們也合遭受痛苦。 盎然， 你們不
合被丟到獅子面前， 但你們所要承受人手所洶的折磨
只金比獅子更惡劣。 所以， i青你們現在就在遠里決定
你是否要跟隨基督。 ” 他 們含著眼泊[n1答說：
“要！ ”

在弦11'﹞尚未坐牢之前或有﹞就得做好送祥的准各。
因均在監獄里你一元所有。 你被脫光衣服換上囚服。
再也沒有精美的家具， 竿而的地毯和漂亮的窗帝。 你
也不再有妻子和孩子在你身迪。 沒有你的困苦惰， 更
是全色文才看不見 一朵花。 一切址生活充漏情趣的家西都
蕩然元存。 元人能抵拍 一小拋弄一切生活享受的人。
在《歌星P西有》中有 一市經文排到要治死你們在地上
的肢休。 元知而熱心的天主教徒強加 一些迷信和禁
欲。 新教徒則是：將禁欲完全掘弄。 但是封于基督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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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另 一科禁欲，那就是 “ 拋弄 ” 厲世的快尿。只
有那現在就方此預各好自己的基督徒，入獄后才不合
遭受失去 一切享受的痛苦。你可以享用途些屑世的家
西，但不能址自己的感情上賞得滑它們有任何的准以
割舍。

在1<: 小人常做述祥的銘、耳。說住在美園。你能想像
一小美固的超級市場是什么祥子呵？你在那JL金看見
件件多多誘人的京西。我就一 祥 一祥看起﹔去，然后又才
臼己說： “我可以不用途祥和那祥家西：送小看看很
不錯，但我可以不奕：那祥家西我也用不看。”結果
我逛了整小商店去口 一抉絨也沒花。我既享受了欣賞件
多美好事物的示趣，又充漏了那知道自己 一元所需的
喜－尿。

也有i午多自由主文現代派神掌家。他們沒有 一小
股泣折磨。 “方何我要方一 小死了的神和 一本有何題
的主銓舍命？如果並造和夏娃的故事是假的，如果約
有血沒有使太間停住，如果先知的預吉都是事情友生
之后件多年才有成的，如果耶訴不是童貞女所生，也
b人 未 A人死里笈活的i舌，那么主設里的成吉比芳：朕的
《真理扳》注要多。那裁﹔尤！何文l遠不真笑或者至少是

︱可題重重的信仰送命呢？ ”

杯疑生叛徒

我是就太人。在希伯末去﹔中，耶穌自己游的活和
《后示汞》最早的原文里， “ 你疑 ” 送小尚是不存在

的。杯疑就像一 小人用四奈腿走路 一祥有何題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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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用凶祭腿走路的。人直立行走：人不是野善。
杯疑是非人行方。

杯疑金光頗我們每 一令人，但決不要容i午財主經
基本教文一一比如神的存在、耶穌基督的愛活、永生
的存在等杯疑在我們失胞里筑巢。每 一小在神字或哲
掌上的杯疑都有可能使你成方叛徒。你可能允件自己
在研i支主徑，？真各併道吋戶生杯疑。你也可能在享用
美食，或是撰穹著作肘戶生杯疑。久而久之你就合容
許自己有各科大胞的念法和杯疑。對你被捕入獄，遭
受拷打的肘候，送些杯疑就金交成你叛交的理由，囡
﹔句你要決定是否要方送一信仰而付上生命的代份。

地下教金工人屑美操線畫中， 一小很重要的那帝
就是要來解決自己的杯疑。在數字中，如果你解不出
來一小何題，有可能是前面哪JL出錯了。遠吋你首先
要解決送小可能存在的肉題。有了疑惑要設法解決，
決不能置之不理。

折磨的考發

現在i亥併併折磨了。折磨有吋是非常痛苦的。他
們合用通紅的缺棍。有肘就是純粹的毒打。我們小吋
候都挨迂揍，毒打只不迂是另 一科形式的打屁股。一

頓毒打是很容易忍迂去的。耶穌悅泣我們要像小孩子
一祥未到他跟前，倒像是挨揍的最佳人逃！

曾有 一小區生來找我說： “我i亥怎么力哪？我真
想以窗戶跳出去。他們一遍一遍的打屯活給我，i上我
做地下教舍的奸細。他們威盼我說，如果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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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要打我。 我法怎么亦？想到他們要打我真是太
口J怕了。 我肯定受不了。 我只有兩奈路了， 要么做奸
細， 要么以窗戶跳下去。

” 或悅：
“

你足有另 一小逃
擇。 給你丈夫 一根棍子， 址他痛揍你一頓， 看看你能
不能受得了。 ” 不耍怕挨打。

然而， 共戶兌天才付手拉11'﹞決不仗限于毒打一一他們
使用非常文雅的折磨。 你必須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折
磨金戶生兩科截然不同的效果。 它可能合使你更加堅
定， 使你更增強信心決不向警察泄露任何事。 有些小
偷可以忍受任何折磨， 決不出三是那些和他一同作案的
同犯。 你越打他， 他越頑強。 反之， 折磨也可能古垮
你的意志。

現在我要給你明﹔一小捷克共戶兌扳上友表的很有
意思的例子。 在杜布切克統治下， 有一段緩松期， 人
們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友表一些家西。 j主篇文章就是
在那小肘期出現的。 杜布切克的前任， 曾是：＞lF兌的
組裁者i若瓦特尼， 逮捕了他的 一小奈密晶友。 此人是
共戶兌的領袖， 堅定的元神洽者， 并且是兌巾央的一

頁。 （看來不止是基督徒、 沈太人和愛固者金坐牢。
一 小共戶兌民可以把另 一小共戶兌民抓起來， 折磨
他， 就像他又才符其他人一 祥。 ）他們把送小共戶兌領
專人逮捕了， 主拉油夫在 一小牢房里。 屯磁波穿迫他的
牢房， 攪亂他的失賊。 一 小大喇叭日夜重妥地播放
著：

“

你的名字到底是不是約瑟？
”

（他的名字不是
約瑟）

“

好好想想。 你是不是約瑟？美園最大的罪犯
是迪林格， 但你是比迪林格逐大的罪犯。 你叫什么？
是不是約瑟？你是反革命， 你是間諜， 你到底是不是
約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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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想把他搞滅。 所以就送么日日夜夜地折磨

他。 他賞得快要失去理智了。 可是有那么一刻， 他忽

然失搞清晰起末。 “政現在遇到了小努凶板悉的惡

魔。 如果共戶兌折磨一小基督徒的活， 逆不算完全的

罪惡， 因方共戶兌相信他們自己要建造一小共戶主叉

的人間天堂。 而基督徒阻止他們， 所以折磨延督徒是

滑的。 但是造 一小共戶兌貝折磨另 一小共戶兌貝吋，

就純粹是方了折磨。 遠是完全沒有任何理由的。 等一

等。 每一小硬市都有兩面， 每 一根屯鏡都有兩板。 如

果真有 一小努凶板惡的惡魔， 它要跟堆財抗呢？ 一 定

有一小全善的。 一定是神， 他們一定是和神財抗。 ”

過他被帶到市況官面前的吋候， 他面帶笑容地走

避房間， 并告訴申況官況， 他們可以把大喇叭尖上

了， 因方它已經迷到效果了。 “我已經成方基督徒

了。
”

車而宮何他： “怎么回事？
”

他就告訴了他整

小故事。 送小申況宮況： “等一 下。 ”他叫未几小他

的同志， 況： “清在我的同志們面前在把你剛才啡的

活重笈一遍。
”

送小人就又重笈了一遍， 隨后申況官

又才另 一小警察說： “我告訴迫你送小舟法行不通。 你

做得太述分了。
”

魔鬼不金像神 一祥全智和全能。 它金犯錯。 罪惡

的折磨是我們厲旻上可以好好利用的一小額外的机
三』
Z文。

危机失失

折磨有一小爆友的吋刻， 逼迫你的人等的就是遠

小緊要失失。 我們要學司成姓杯疑， 思考慎密。 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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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小危机失失， 你就准各要穹下或是說出地下教合
同工的名字， 或是秘密印刷「的地址， 或是此笑的
事。 你己詮被折磨得太仿害了， 什么消你都 不重要
了：︱仙

，

我不巨立法遭受痛苦送小事安也不重要了。 在你
得到最后送小結洽的吋刻， 你金友現你己經腔泣了送
小危机失失﹔它帶給你強烈的內心的喜尿。 你感兌到
耶穌在那小決定性的失失勻你同在。 今天獄警們都詮
迫切︱線， 他們意以到有遠祥一小危机失失，如果在那
小肘刻他們元法此你那里得到任何家西， 他們就合放
奔折磨， 因方他們知道鍵接下去也沒有用赴。 我逐是
小年鞋的基督徒的肘候就被教早要每天淒徑。 我也是
遠祥教我的JL子米哈伊， 以他三四步的吋候， 我就每
天法 一 頁圭徑和歪徒或殉道者的生命見証給他昕。 我
i寞了《福克斯的殉道者》。 要i支給你的孩子們昕。 教
尋他們殉道者如何股迂危机失失。

j丕有几小︱可題勻F刑拷打相失。 “不要方明天忱
慮， 因方明天自有明天的忱忠 ”

（《耳太福音》6:
34）。 理解耶穌所氓的途段活是至失重要的。 我在監
獄中度述了十四年。 赫拉帕夫弟兄二十六年。 王明道
二十八年。 在血獄里忍受漫長的步月看上去是几乎不
可能的。 其玄， 你不需要一下子忍受送全部的痛苦。
甚至不要一 次忍一天一一一 次忍一小吋就修了。 每小
人都忍得住 一小小肘的痛。 我們都有迂可怕的牙痛，
汽卒事故一一也可能度�﹔元以言表的痛苦。 你不需要
忍受現在述一分紳以外的痛苦。 使痛苦增加的是我們
那些受折磨的t己也一一被拷打和折磨了送么多次， 明
天他們又要提申我， 逐有后夭。 可是， 明天況不定我
就死了一一或者他們就死了。 明天政府可能就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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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像在�耳尼盟友生的事 一祥。昨天的拷打已銓
迂去：明天的折磨尚未到末。

或是酷刑掌的教授。 一 卉始，戶刑拷打是 一科強
烈的沖古和創痛。接下來就不是送祥了。 紅衣主教明
話仁迪曾主至被強制二十九小星夜不i午睡賞。之后他們
不洽何什么他就招以什么了。怎么回事？經迂几小星
夜的缺乏睡眠，或是几天的戶刑跨打，有一刻你覺得
什么封你都不重要了。你忘了財你妻子和孩子們、X才
你自己的好名青以及財神的責任。你交得河什么都漠
不失心了。送小危急美夫，正是需要你正碗呼吸的肘
候。線三3正碗的呼吸。

呼吸的乞木在印度教和佛教信仰里瑜伽功的研、耳
中非常重要。現在法 一下至經中不同的呼吸。耶直未向
使徒們 “吹穴 ” 。至在經中有道耶穌向使徒們吹圭吏。
所以呼吸有一 手中特殊作用就是伶道主吏。在家正教
舍，洗扎的肘候 ，神父和教父教母要向嬰孩吹『三
吹。耶穌呼吸的吋候，他呼吸的是主吏。 《使徒行
伶》第九章中穹道，打要P “ 口吐威叮凶方毛的i舌
的方三人犯呼吸的是罪惡。 《耶利米有》中穹道，有的
人 “ 向他知舍的妻友嘶育 ” ，遠就是奸淫者的呼吸。
在情緒激功的肘候有一科呼吸的方式。斌一次跟某人
吵架，但同吋要平靜，有可言奏的深呼吸。你金友﹔現你
元法吵架。

正碗呼吸是河付F刑拷打的一神力法。叛斐就意
味著整小教舍的破裂。你是神和i午多人所信任的基督
徒。你被托付了地下教舍的机密。想叛交一 定是非常
強烈的情緒。在你有常奏深呼吸的肘候你充法和別人
爭吵。如果你同祥呼吸的活，你也元法戶生叛交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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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情緒。 在酷刑之下， 要像叛徒所做不到的那祥呼
吸。 有三竹奏的、 靜靜的呼吸一一深深地吸汽車到腳
跟。 吸收氧究生合整小身体一科抵抗力， 能想多平衡你的
反庄， 使你有一小穩定的情緒。

另外有一件事地下工作者必須要知道， 不但耍t己
在失胸中， 更是要銘 i己于心： 他座i亥知道他屑于基督
的身休。 他厲于一小已經被鞭打 2000 多年的身休。 不
f又在各各他， 也在�耳帝固和吽許多多的迫害下， 送
身体飽受創仿。 送身体在納粹統治之下受苦， 在俄囡
遭受迫害七十年。 道我信主的肘候， 我清醒地知道自
己已成均速身体的一 部分。 遠是一小被鞭打的身休，
一小被嘲笑的身体， 一小道P:]i:：弄的身体， 一小帶著荊
棘冠冕， 手腳被釘子的

．

穿的身休。 我接受送些可能成
方我將來的命逞。 我以不令人均耶蛛基督只是在兩千多
年以前被釘十字架。 耶穌在他的厲夷身体里所受的痛
苦， 文才說來說必須成方說要接受的事寞。

至高的愛

至徑教辱我們一些非常推理解的活： “愛父母迫
于愛我的， 不配做我的n徒：愛JL女j立于愛我的， 不
配做我的︱

、

﹞徒
”

（《耳太福音》 10:37 ）。 送些活在自
由因家中几乎沒有任何意火。

你或i午b人 《殉道者之育》的法物上了解到， 在前
芳、朕曾有几千令JL童被強行以他們父母身迫帶走， 就
因方他們知道耶穌。 你必須愛耶穌腔迂愛你的家庭。

對你站在法庭上， 法官告訴你如果你不信耶穌你就可

以留下你的孩子﹔ 否則， 遠就是你最后 一 次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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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你的心可能合破碎， 但你的回答座法是： “ 我愛
神。

”

娜迪如r .斯步波i主萬家坐牢四年。 她的孩子被帶
走了， 但她是唱著歌寓卉家的。 對警察卉著卡丰等著
裝她的孩子們走的吋候， 他們告訴正在歌唱的知姆：
“不要扭心我們。 充洽他們帶或們去哪里， 或﹛﹝﹞永追

不合放弄我們的信仰。 ”他們真的沒有。 對耶穌被釘
十架的肘候， 他所受的不止是身体上的疼痛， 他的媽
媽就在他的面前， 悲痛欲絕。 他的娟娟眼看看自己的
孩子受苦。 他們深愛彼此， 但在美乎神 的茉耀的美
失， 任何人笑的感情都是坎耍的。 我們只有全然接受
迫科規念才能准各地下教舍的工作。

唯有 基督， 送位最大的個牲者， 忱仿之子， 必定
勻我們同在。 在共戶主火囡家中曾友生迂送祥的事
情， 共戶兌的釗子手們將他們用來拷打基督徒的橡肢
警棍丟掉， 何他們： “ 你失上的光圈是什么？方什么
你的股金投光？ ” 主主至對中i己栽了司提反 “ 他的股友
光 ” 。 我們注知道有送祥的例子， 共戶兌的釗子手11'﹞
告訴囚犯： “ 大戶叫， 大戶哭好像我在打你 一祥， 送
祥說的同志就合以﹔人J VG 在拷打你。 但惡化不能打你
了。 ”送祥， 你就可以大戶叫，去P毫友元損。

也有i午多犯人真的被毒打， 有肘甚至致死的情
形。 你要在勻主同死， 方主而死， j丕是要做叛徒述兩
者之間作 一小逃揮。 道你羞于照鏡子， 因均在鏡子里
面合看見 一 張叛徒的隘的吋候， 活著逐有什么意文
呢？

用途祥的方式去思想， 是成洶地下教合一 民的首
要要求， 尤其是地下教舍的牧卿一－x才牧冊的妻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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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更方重要。 她扮演著 一小特殊的知色。 她要未堅

間牧師： 她要來鼓舞他有勇角來做所有的事。 如果她

向他索求看屯影和日常生活的享受， 他就完法成洶地

下教舍的斗士。 她一 定要催促他工作、 爭哉， 甚至個

牲他自己的生命。

學三3沉默

在地下教合要掌司的另 一 門功課就是沉默。 牧師

們閃看他們耳g�的緣故， 都是愛游活的人， 也是常併

活的人。 然而牧卿不一 定，且是要併活。 如果不傾昕，

沒有人能併好道。 對我回失看我和人交往的銓助，我

友現三且我傾昕的肘候比我啡的吋候更能挽救人。 人心

里有件多重扭， 去口元人能耐心地傾昕他們的心戶。 甚

至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都沒有耐心。 后

者注太小， 巴不得早成溜走。 沒有人昕你阱。 如果 一

令人友別有人昕他悅泊， 元需多少言 i若他就被得看

了。 在地下教金巾， 沉默是首要規定之一。 你所說的

每一小多余的字， 都能把人送到監獄里去。 我的一小

朋友是 一位杰出的基督徒作曲家， 就因方基督徒們三！

慣悅： “某某弟兄作曲的歌真是太美了！
”

他就被失

了監獄。 他們贊拐他， 他去H因此而坐做了十五年的

牢。 唱歌可以， 但是不要提是堆穹的途首歌。

你不能等國家政杖顛覆了才學三！沉默。 你必須在
一信主那 一 刻就要掌司沉默的功課。 基督徒座該是 ，惜

吉如金的人。 他合想， 自己說－小河舍不合帶來害

赴。 在地下教合中， 每一小多余的字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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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若只力可笑荻得者索力之仁尼琴在一坎采坊中說，迫
害他最深的人，出棄他的人，就是他的前妻。 《伶道
二，�》穹道，不可說出你心中的秘密，即使是封你的配
偶。遠是神的i舌。神知道我們舍有地下教金，他也知
道在特定的吋候配偶合在某些肉題上生你的呵。黨哲
尼琴的秘有就是在共戶兌板大的庄力下意梁自厚的

（她是被索示仁尼琴的妻子出寞的）。如果索力支仁尼
琴保持了沉默，就不合法﹔生送祥的事。

另 一 店、也非常重要：我方我在草狙監禁中所皮泣
的年日感謝神。曾詮有三年的吋向且，我被美在三十
英尺的地下。 我未曾昕到近一小字。我也未曾說迂一

小字。沒有持。外界的戶音停止了。獄卒 11﹞穿的都是
軟布底JL的鞋：你昕不見他們走來的戶音。后來，隨
著吋︱司的流逝，內里的青音也消失了。我們被灌筍，
被拷打。我忘氾了我所有的神字。我忘 i己了整本主
徑。有 一天，我友現在記竟忘了主持文。ft

一 熹JL也背
不出末了。我t己得它卉始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但
i己不起未接下米的活了。我于是政喜地向神悅： “我
們在天上的父，我已銓忘了主禱文了，但你必定能背
得出 米。你 一天昕几干坎，所以你派 一 小天使替我
背，我只要安靜就移了。”有一段吋f旬，我的禱告就
是： “耶蛛，我愛你。”迂 一 合 JL 再說 一 次： “ 耶
穌，我愛你。耶穌，我愛你。”后來就遙遠祥也太准
了，因方我們被灌了大量摧毀我們去胞的訪物。我們
飢腸嚨攏。 一 周只有一 片面包。拷打，毒刑，光找不
足，逐有其他的事情都使我几乎元法集中注意力來
況： “耶蛛，我愛你。”我后來放弄了，因方政知道
必須如此。最高方式的禱告就是一顆愛他的心靜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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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劫。 耶穌只要昕到
“

扑通， 扑通
”

的青音， 就知道
每一 坎心跳都是方他的。

主自我b人草教監禁中出來和其他犯人失在一起肘，
我昕到他們併活， 就希奇他們方什么併活！我們的活
活中有太多元用的京西。 今天人們彼此很熟悉， 見面
之后 一 小人況： “你好！

”

另 一 小人回答： “你

好！
”

悅送些有什么用？按著一小人又說： “你不兌
得天究很好嗎？

”

另 一小人想想， 說： “沒錯， 是很

好。 ”我們方什么要淡治天司的好杯呢？我們根本沒

有主人真地封符耶穌所說的活， 就是人不是因他所說的
每 一小不好的河受申判， 而是每小元用的洞。 至經中

正是述祥穹的。 在一些因家中閃活就意味著特你的弟
兄送址監獄或是置他于死地。 文才弟兄的一 句贊美的
活， 如果不是必要的活， 可能就意味著大禍的失。 例
如， 有人拜坊你， 你封他說： “噢！你剛剛不在這JL

真是太可惜了一一溫弟兄剛走。
”

未坊者可能是秘密
警察派末的奸細。 現在她知道 w.弟兄就在城里！閉上
你自己的嘴巴。 b人現在卉始竿，起。

主所允許的深略

耍做地下工作就不可能不使用汁諜。 我知道在俄

囡友生的 一小例子。 共-;rr-兌杯疑基督徒在某地有小聚

合， 因而就派警察到街上搜索。 他們知道聚合地成 一

定就在述奈街上。 三迫他們看見一小男孩向他們所杯疑

的聚合地京走去肘， 就拉住他盡肉，
“

你去哪几？
”

送小男孩苦著股況，
“

我哥哥去世了， 我們全家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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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 起法他的遺嗎。 ” 警察昕了很感功， 就拍拍他
說， “走吧。 ” 送男孩成功脫身部并沒有吭吭。

一位弟兄被帶到警察局并被盎何況， “你注參加
聚合時？ ” 他回答 －悅， “警官同志， 禱告金已經被禁
止了啊。 ” 昕了遠活警察就悅， “嗯， 你能服以規
定， 很好。 回去吧。 ” 送位弟兄并沒況他服挑了﹔ 可
他也沒撒謊說他沒有參加聚合。

《殉道者之戶》的一位特使到一小共F全 國家去，
在迪拉的吋候被淘何況， “你隨身帶了什么有？ ” 他
回答說， “我帶了莎士比並和耶和學的作品。”迫警
不想表現得很充知。 耶和學可能是英園的另 一位大i寺
人。 耍悅狀未昕說泣妥在太丟人了。 于是他說， “好
吧， 泣去吧。 ” 送些都是主所允悴的汁策。

如果天使只是像童活故事中所啡的一祥， 我們安
在不需要他們。 天使其突是一神失在， 我們每令人都
有一位守妒天使。 但對基督徒聚集的肘候， 魔鬼也且
是合出現。 我們必須要倚靠天使和三是美未肘抗魔鬼。
我們設有火努肘元神拾的強杖啡老�活， 沒有文努告
訴他們我們在做什么。 他們未查伺我們本身就是一科
元札和越杖。

如果我直接伺你， “你很行里有多少我？ ” 或者
“你每月掙多少錢？ ” 遠不是越界的肉題時？送祥的

伺題根本就不座i亥肉。你不舍去向 一 小女孩， “你有
男朋友喝？你已銓愛上堆了呵？ ” 送些事情她可能并
不想告訴你。 所以如果我不愿意啡的活， 別人也不座
核未盡向我的宗教活劫。 遠是封我私人生活的侵犯 0

元神洽的政府沒有杖利何送祥的肉題， 主化也沒有必要
回答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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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的迂程中， 他們合！可各科各祥的的題。 共"tr

兌合咐我況：
“

你是小基督徒， 又是牧師， 座法說笑

活。 現在告訴我們吧，i住是地下教舍的領柚？你們在

19J� J L聚合？參加聚合的都有堆？不同地方的領中出都是

唯？
”

如果我次活笑說的活， 就含有充欽的人被捕：

如果這些被捕的人也安活要況， 遠祥的逮捕就全 一直

遊行下去。 我們 一 定要阻止送神情況的投生。 如果封

抗的代份是挨打和受刑的活， 你一 定要組自承受， 甚

至付上自己的生命。

我主人淑一小牧冊。 他因方踢足球的緣故， 胸l痛到

了和我豈初挨打吋一 祥的地步。 踢足球的吋候， 我們

可以忍受疼痛。 而且一 旦疼痛消失， 我們又全繼續踢

下去， 即使明知有友生其他意外事故的可能。 足球是

一項体育這劫， 能帶給我們喜沫， 又有括：健康。 所以

我們愿意方它忍痛。 同祥的， 方了避免我們的弟兄被

捕， 說11'﹞也能移忍受酷刑所帶來的痛苦。 由此而來的

最叫：結果就是被折磨烹死。 可死其�是送小世界上最

自然不泣的事了。
一小乞丐來到 一小富翁家門口說， “我可以在遠

JL迂 一 夜呵？我安在是沒有地方睡。 ”育翁回答道，

“滾卉， 努鬼！送JL又不是旅惰。
”

送小乞丐就況，

“X才不起， 我耳上就走。 但我走之前你能回答我一小

肉題時？我看你的房子安在是太美了。 清肉是堆造的

送小房子啊？
”

富翁昕了他的奉承，J惑兌很受用， 就

回答說，
“

遠房子是我祖父造的。
” “

那你祖父現在

在哪 JL呢？
” “

他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 “

他去世之

后堆住在送 JL 呢？
” “

我父素
” “

你父奈逐健在

嗎？
” “

沒有， 他也已經去世了。 ”
“

那現在堆住在

25 



送JL呢？ ” “ 我呀。 ” “ 有一天你也合死呵？ ” “盎
然了。 ” “ 那你去世后准金住在遠JL呢？ ” “ 送小
嘛， 我希望是致的孩子。 ” 送小乞丐就況， “ 那你方
什么要任我走i呢？你況遠不是小旅倍。 送明明是小放
他嘛。 你收拚完京西， 別人搬遊末。 ” 送小故事的寓
意很明星， 址拉伯把它對作我們的人生視。 如果神要
我今天死的活， 他用不著找人來拷打我。 沒有F刑拷
打， 我也可能合因心腔病而死。 所以F刑拷打并不合
使我的生命縮短哪怕 一夭。 最好的餐筒里最精致的美
食也充法延長我的生命哪怕 一天。 我死的肘候就是神
呼召我的吋候。

背叛的爭吵

在地下教舍里連最小的爭吵也不能容忍。 地下教
合中的每 一 吹爭吵都可能辱致逮捕、 拷打、 甚至于死
亡。 我們的故人在監視我們。 他們在地下教合安插有
奸細。 主爭吵友生的肘候， 忌是金有彼此的指責。 一

小金財另 一小況， “ 你和史密斯弟兄在一起的肘候如
何如何．．．．．． ” 于是警察就全逮捕史密斯。

爭吵忌是含有？出名字和事裳。 所以至經中說到，
“主的仆人不可爭竟， 只要溫溫和和的待政人 ” （提

摩太后有2:24）。 我知道�耳尼並有一小小績。 對地
的一家浸信金教金和另 一家教金之間友生了戶童的爭
執。 攻方鬧得不可卉交， 結果兩家教舍的領袖都被逮
捕了。

要做 一小主人的活最好紙今天卉始。 要等到你上
天堂那 一天就太晚了！如果你不紙今天做起， 到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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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卉始。︱司祥的，如果共戶兌寺杖
后你不＠i玄爭吵，最好現在就不要吵。

不幸的是在危隘詞：境中工作的机拘之間也常有爭
吵。送些爭吵庄

、

反思量避免才肘。即使家庭爭吵有吋
都合帶來死亡。我在監獄里曾經遇到一位室友。他很
年鞋的肘候就有了 一小女朋友。后來他又愛上了另 一

小女孩。可他已笙把很多秘密都告訴了第 一 小女朋
友，而她向警方告了密。結果他被判雙身監禁，在獄
中瘋掉了。

方地下工作作准各相封于裝益普通基督工人其三是
是很基本的。只不道它逝行得更加深入和安隊一一直
到成方生活的一 部分。掘我所知，有些因家里的很多
教合就是被教舍里兩小牧卿或者長老之間的爭吵給毀
掉的。爭吵在哪JL都金投生，但友生在受庄迫因家就
合帶來監禁甚至是死亡。

抗拒洗腦

最成功的亦法不是只有肉体折磨，逐包括洗臟。
我們必須掌金抗拒洗臟。洗騎在自由因家里也一祥存
在。根紙、尸播、咆視都在其才我們遊行洗胞。人們本
未沒有必要喝可口可尿。你喝是因方你已經被洗瞄
了。白水比可口可示健康多了。但沒有人作尸告況，
“喝臼水，喝白水。”如果尸告說喝白水的活，我們

肯定金跟著喝白水。
有些人把洗膩的技巧友展到了板至。洗胞的方法

各有不同，在夢耳尼里它基本是送祥的：連接十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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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吋我們被迫坐得電直， 而且不件合眼。 述十七小小
吋里我們就一直在昕，

“

共戶主文好， 共戶主火好，
共戶主火好．．．．．．﹔ 基督教已經死了， 基督教己詮死
了， 基督教已經死了......：投降吧， 投降吧．．．．．． ” 送祥

用不了 一分併你就兌得元聊透頂。 但你必須要昕漏十
七小小肘， 周周如此， 月月如此， 年年如此， 甚至沒
有任何間斷。 我可以向你保泣， 述一 庶几也不筒羊。
遠是最糟的折磨之一， 比肉体折磨准受多了。 但基督
早就預見到了述一 切， 因均在他并沒有肘︱洶的概念。
未末、 道去、 現在河他沒有分別： 他在創世之初就元
所不知了。 共戶兌友明洗膩太晚了！基督早就友明了
洗胞的消失版一洗心。 他悅， “清心 的人有福了， 因
方他們必得見神

”

（《司太福音》5:8）。
司提反， 方基督獻身的第一位殉道者， 曾面又才數

百人手持大石法要丟向他。 那吋他說， “我看
見 ．．．．．． ”

司提反 的妻子很可能以方他看見事恣危急，
准各逃跑。 但他說， “我看見耶蛛站在神的右迪。

”

她可能悅（主經沒有氾載）， “你沒看見周固送么多
暴徒要向你扔石失時？

” “

是的！我看到下面有一 些
不值一提的小蝸蚊。 或只看見耶穌。

”

他沒有去看那
些要系他的人。 清心 的人有福了。

我在洗腦中度述了超述兩年的吋光。 共戶兌合況
我的脂子迪是太服了。 道他們說

“

基督教已經死了
”

的吋候， 我和其他人就全以同祥的市奏河自己重笈，
“

基督也曾死泣， 基督也曾死泣。
”

但我們知道基督
又狀死里隻活了。 我們氾得我們是不日至徒生活在 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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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相信阻主的主徒在天上的星星中間。 主

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在哪里。
“

我們既有送許多的
班人．．．．．．” （《希伯來 二，＝�》 12: 1 ）。 他們方什么要坐在

星星中間 l呢？他們就在遠JL和真正的成士和受雄者在
一起。 在東界里不分送JL或那JL。 吋︱司和空間的概念

在東界并不存在。 在足1f﹞被孤立在監獄里， 但他們就在

我們周園。 我們感兌得到古今所有主徒的同在。 我小

人就曾強烈地感賞到抹大拉的耳利亞勻我同在。 被洗

脂吋我就想，
“

他們在游什么呢？基督教已經死了？

即使他們是洞的， 又有什么分別呢？即使全世界只剩

下我送一小基督徒， 又怎么祥！呢？抹大拉的司利E只

是寺心愛主耶穌。 如果耶穌死了， 她就愛死了的耶

穌。 豈耶穌死了， 已不能再方她做任何事了的吋候，

她逐是待在他坎墓旁迫， 且然他已充法再方她拳起一

根手指， 行 一小神逃， 或說一句安慰的活活： 旦然他

已不能擦去她的眼泊一什么也不能了。 但他是說們的

救主。 所以， 你告訴我他死了我怎么舟？我迪是像他

活看吋一祥愛他。 即使整小教合都死了或者喪失了信

心， 我也沒有理由放弄我的信心。 ”

我們 一 定要討我們的信仰篤信不移。 技已經併

泣， 在希伯朱文中
“

杯疑
”

送小河是不存在的。 送小

河在i日約中也未出現泣。 我可不可以向你指出另外一

小在希伯未文中不存在的河？世界教合朕合舍的領袖

常常指責我說，
“

溫布主德把秩幕背后的情形面成是

黑白的。 遠是不滑的。 注有灰色區域的存在。 ”我回

答他1fJ＊， 如果他們能指出新約主經什么地方出現了
“

灰色
”

送小祠的活， !le;就接受他們的批坪。 新釣中

有很多利顏色一但黑白混合而成的灰色狀未出現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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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要么是真的， 要么是假的﹔ 或者是肘， 或者是
緒。 白就是白， 黑就是黑。 你要么R良h人世界， 要么跟
以基督。 所以希伯來文的︱日約中沒有 “ 杯疑 ” 送小
呵。 我們天才送些信仰伺題一 定要像封加法表和乘法表
一祥硝定元疑。 二加二等于囚。 遠就是刻的。 我的家
人是活著迪是己遇害、 我有足侈的食物逐是要挨俄、
我是自由的注是在血獄里、 我是挨打了逐是被人攔
抱， 送些教掌上的真碗性是不合交的。 兩次捌抱加兩
吹棚抱等于四次捌抱，兩吹毒打加兩次毒打就等于四
次毒打。

真理的碗掘加上抹大拉的耳利亞般的摯愛金給你
足慘的力量去x,:J抗洗胞。 一定耍抵抗到底。

或不想把自己棕榜成小英雄。 我只是一小普通人
而己， 像其他人一祥， 也有自己的缺 ，忠和弱息。 因此
我們才需要朕合成一小教舍， 好在軟弱的肘候彼此鼓
勵。 在獄中的板度庄力下， 我曾封一位准友一一他是
長老舍的一 位宣教士， 也是小非常好的基督徒一一

說， “ 弟兄啊， 我兌得我已銓失去了我的信仰， 算不
上是小基督徒了。 ” 他股上帝著一 貴的笑容肉我悅，

“ 那你泣去相信述問？ ” 我況， “ 盎然相信泣。 ” 他
況， “ 那就氾住送一帶短文。 對童女耳利里去見以利
沙白的肘候， 以利沙白滑她說， 6 那曾相信他的有福
了。’ 送里相信用的是泣去式。 如果你迂去曾相信
泣， 你就有福了。 生活在遠份祝福里吧。”我元法形
容在道肘的那境下那些活消我的意又有多大。 我不知
道速套神掌理洽是否站得住腳， 但那吋我們不是靠神
學理洽生活的。 攻打﹞那吋只能生活在泣去的i己也里。
因而差經教辱我們要把茉耀如給主并牢氾他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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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即使我們經仿美魂的黑夜肘， 也要牢氾泣去曾
領受的祝福。

克服孤狙

一小地下斗士要面的的最大挑識之一， 就是如何
填朴孤秘。 我們沒有任何桔可以看。 不止是沒有主
銓， 也沒有其他有籍， 沒有紙宅。 血獄中沒有噪音，
沒有任何家西未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我們每天面滑的
只有空堵一堵。 一般人在遠科情況下是要瘋掉的。 悽
-i業美于監獄生活的有（《躁示》或其他笑似的有籍
肘未來的地下工作者都很有教益）， 也只金給你一小

獄中情氛的大概印象而已。 但你已經可以看到常年元
事可做的孤犯是怎祥催人友嘛。 我可以通迂我自己的
銓噓告訴你怎祥避免疚掉， 但遠迋是要靠厲吏的操梅、
未提前預各才做得到。 在沒有主徑的情況下你能忍受
孤松多久？你可以狐赴多長肘︱司都不昕收音机、 不昕
唱片、 等等？

我和其他的件多維友都是送祥度泣的。 我們晚上
此末都不睡。 要睡就白天睡。 整晚我們都警醒禱告。
《i守篇》中送祥說： “耶和學的仆人， 夜間站在耶和

學殿中的， 你們造林頌耶和學 ” （ 134:1）。 夜間的一

小禱告姓迂白天的十小禱告。 所有的罪孽都是在晚上

遊行的。 拾劫、 醉酒、 宴示、 奸淫一一整小的犯罪生

活就是夜生活。 白天大家都要在工「、 字校、 或其它

什么地方工作， 魔鬼的杖勢，且是要等到夜晚才出現。
所以在夜間抵抗它們才尤其重要。 守望是非常重要
的。 在自由世界里， 守望几乎不方人知。 在我們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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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甚至在共戶兌寺杖之前， 我們也懂得守望。 我JL

子米哈伊在三四步的吋候就知道守望了。 我們經常整

晚都以禱告度泣。 三且在兒11'﹞持告的肘候， 三四步的孩子

通常也金眼看禱告一合JL， 然后就合彼此打惘。 送吋

我們通常合切︱！斥他們几旬， 他們合接著禱告一合凡，

然后就不知在哪小桌子底下睡著了。 他們就是送祥在

守望的汽氛下長大的。

在草狙監禁的吋候我們，已是在剔的犯人睡賞的肘

候醒來。 我們用 一小我們充法完成的任勞未填漏我們

的附惘。 我們以禱告汗始， 并借若禱告詞：游世界。 我

們均每一小園家持告， 均每一小我們知道名字的人和

地方禱告， 也均有名的特道人禱告。 送些通常就要花
一兩小小吋左右。 我們方一巳行員、 方海民、 也先！別的

犯人禱告。 主詮告訴我們有一小大喜示是在監獄里也

可以享用的： “勻喜眾的人要向眾
”

（《�司有》

12: 15）。 或因方某小地方有一家人和孩子們聚在一起

淒至經、 卉玩笑， 其原融融而卉心。 某小地方有小男

孩愛上了一小女孩， 和她一起約合﹔ 我也方他們而喜

示。 送JL有小詩告金：那JL有人在掌耳：送JL 又有人

在享用美食﹔渚如此笑。 攻打﹞可以勻送些喜昂的人同
尿。

在禱告中玉不游世界之后， 我就通迂氾紀末i袁徑。
背頌歪詮河地下工人是非常重要的。

只方址大家桂松一下， 注我告訴你一件友生在我

身上的趣事。 一吹我躺在我的光根床上， 5毛t己也閥 i支

《路加福音》中的登山室到︱︱。 我滾到了送祥 一 段，

“人均人子恨惡你｛f] ......道那日， 你們要攻喜跳跌
”

（《路加桶音》6: 22, 23）。 我氾得差徑是述祥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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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別
－ 自己說， “我怎么犯了送祥粗心的罪呢？基

督告訴我們要做兩件事。 第 一 件， 政喜， 我已經做
了。 第一件， 6 跳跌 ’ ， 我注沒做呢。 ” 于是說就卉
始跳。 我A人bk t下來卉始跳米跳去。 監獄且每 一 問牢
房的刊上都有 一小︱

、

〕纜， 好 －u二獄警可以看見里面的情
況。 碰巧我跳來跳去的祥子被獄警告合看到了。 他j丕以
方我膩了呢。 獄中有規定要消滅了的犯人以札相待，
以免他們尖叫、 撞堵， 抗吉L監獄秩序。 那位獄警立刻
遊末， 安慰我說， “我們很快就合放你， 一切都金投
事的。 你在遠JL好好呆著， 我去給你拿去北京西。 ”

結果他給我拿了一 大奈面包。 我們的配額是一周才一

片面包， 我去口有一整奈， 速有奶酪。 是臼奶酪。 永遠
不要只是吃奶酪而己， 先要好好欣賞它的白色。 它看
t去是那么美。 他逐給我拿了一些糖， 又封我悅了些

好 i古就鎖上f﹞走了。
或天才自己說， “ 主化要淒完《路加福音》述一 章再

吃述的家西。 ”我重新躺下， 斌困狀我設背光的地方
接若背。 “ 文才了， 我背到 6 人均人子恨惡你﹛fJ......豈那
日， 你們要政喜 ， ．．．．．．要政喜跳跌因方你們要領受大賞
賜。 ” 我看看手里的而包和奶酪。 沒錯， 主的氛，賜的
碗赴大的。

接 F末的任勞就是思考歪徑， 并在它的基石出上默
想。 每天晚上我都金准各 一 篇叫道， 以

“ 奈愛的弟兄
姐妹 ” 卉始， 以 “ 阿 1fJ

” 結束。 ift.道准各好了， 我就
把它併出來。 然后我金把它們編成筒短的的文以方便
氾化。 送些啡道有的收汞在我的《草人牢房中見怔神
的同在》和《如果獄堵可以排活》述兩本打里。 我一

共 i己住了三百五十篇併道。 述兩本有收汞了五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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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送些游道我只是併給神和天使昕。 天使有翅膀，
他們合把送些思想帶給其他人。 （如今送些併道已經
用多科文字友表， 也被人伶用。 ）我們是遠祥打友吋
間的。 我金絢思文章或i寺歌： 金想到我的妻子和JL
女：每天晚上我注金給自己哄笑活， 而且是我狀未昕
泣的原親的笑活。 送些笑活反映了我過肘的感受。 一

小笑活是送祥的： 一小女人滑她丈夫說， “彼縛， 我
可怎么舟哪？我一不小心坐到了我的假牙上， 把它坐
杯了。

”

她丈夫回答說， “高共息JL吧， j丕好你沒坐
到你的真牙上。 ”我且是去看事物好的一面。

我j丕用面包做了固 l原 象棋， 有用粉電涂成的自
子， 也有灰子。 我就和自己下棋。 不要相信鮑博 ﹒ 費
舍是全世界最好的象棋大州。 他上吹故性斯帕斯基的
吋候人腔二負。 可我在獄中的三年里 一場未負： 我要
么贏臼棋， 要么贏灰棋。

于此告訴你們送些事是因 7-J 送些都是地下工人受苦
吋的秘密。 永道不要i上你的思想荒亮， 不然的活共F

兌就砌成把你征服了。 你 一 定要不停地鍛﹔你你的大
臟。 必須要址它保持活跌， 要不斷思考。 每小人要按
照令人的能力未＊行不同的創作活劫。

其5美身份

地下教舍不是一小新解事物。 在地下教合工作之
后， 我卉始以新的眼光法新釣圭徑。 我滾到《使徒行
特》中使徒和f﹞徒們有了一些狀前沒有的 “ 另4名 ”

，
而且述祥的例子貫穿整本新釣至經（《后示汞》2:17
是小施妙的例子）。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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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叫做巴撒巴， 又林呼就士都的約瑟 ”

（《使徒行仿》 1:23) : 
“約瑟， 使徒稍：他只l巴拿巴 ” （《使徒行伶）4: 3 

6) 
“ 稍：呼尼結的西緬 ” （《使徙行伶》 1 3: 1 ）﹔ 
“林呼巴撒巴的就大 ” （《使徒行伶》 15:22）﹔

﹒ “耶教又林方就士都 ” （哥大步西有 4:11）。
﹔句何雅各和釣翰被稍：﹔句 “ 雷子

“彼得 ” ？我以前b人不知道答案。 我們友現的：多新釣
中的人名改功。 而遠正是現今地下教合中友生的事。
我有件多名字。 三且我去一小城慎或是村庄的肘候， 人
們以不含混溫布主德弟兄來了。 在 一小城里我是瓦西
里， 在另 一小城里是芥奧賽斯庫。 在又一小城里是魯
本， 等等。 主我被捕的肘候， 我是理查德﹒漏布主
德。

我相信封至經文掌意J史上的后示， 而不仗仗在字
面上的后示。 那方什么主經中有些明星 “ 元用 ” 的
河？在《路加福音》巾寫道： “耶穌在一 小地方禱
告。”你肯定要在 一小地方持告。 那方什么要寫 “ 在
一 小地方 ” 呢？至經中又穹道： “耶穌來到 一 小城
市。”每小城市都是一小城市， 但遠正是地下教合所
使用的活盲。 道我旅行回來的吋候， 我金文才我的妻子
說： “我去了某 一小城市， 在某一小地方遇見某一小
弟兄。 我們決定在某 一 小肘1月在某 一 間房子旦見
面。”

耶穌想和他的門徒 一 起吃晚飯（《路加福音》
22:7-13）。 正常來啡， 他座核述么悅： “ 走到某某街
某某寺， 找某某先生， 在那JL預各晚飯。”但耶蛛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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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述么況， 他如況： “你們遊了城， 必有人拿著一瓶
水迎面而未： 你們就眼看他， 到他所造的房子里

去。
”

（在那小肘候 一小男人拿若一 瓶水是很少見的
事情， 因方女人才去井迫打水）我們就正是遠么傲
的。 我們要卉禱告舍的吋候不合告訴地址因均不知道
堆是奸細。 在兄們就送么併： “在

4

那’奈銜的那小街角
站著， 或者坐在公因里， 你合看見一小打藍領結或是
其他信寺的人。 跟著他。

”

如果任何人何其他人：
“你叫什么名字？

”

我們就知道他是秘密警察的奸
細。

地下教舍是在新約主經穹作肘就存在的。 有些批
坪家指責我們所做的事在神面前是不合法的， 因方教
金不座i亥在地下活功。 我們庄i亥順服掌杖者。 世界教
金委貝金指責我們， 但他們部給那些勻政府作滑的游
古趴資助。 在主詮中有道， 掌杖者

，

對笑善胡思。 一小
禁止神的活的政府特它自己划在任何人笑的圈子之
外。 沒有任何至徑的活i巷道用于它。 每 一小政府都有
它自己的法律， 有它不公正和財杖力的說用， 因方沒
有 一小政府是由主徒組成的。 它是由罪人組成的。 每
一小政府都合做滑和緒的事。 原則何題是他們不能阻
止一只毛毛虫蛻斐成蝴蝶。 不能阻止一小花蕾綻放成

花朵。 不能阻止一小罪人成方一小至徒。 只要他們允
件我送些， 我不合指望他們交成航天降下的主徒。 我
希望他們做些好事， 可以兩三年改改那些錯漠的法
律。 我合尊重他們的杖柄。 但若是他們守走我生命的
意文， 就是預各我自己在天上更美好的生命， 我x,Ji主
祥的杖柄沒有任何的責任。 拉伯的使命金堆緩地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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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來幫助在共戶主 X因家和穆斯林因家中的地下教
A 
Z玄。

我只是給你拼了 一 息地下教合有的！可題， 希望你

多多少少河它有小印象。

愿神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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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又住：

基督教快采主叉的個牲

約翰﹒帕波

在一位民經苦瓏的蚤徒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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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坐在理查得﹒溫布主德腳前的那 一刻起， 我就如

同換了一令人。 我真的是面又才若他的腳坐著。 那是在
明尼亦迷州南部的波利主主恩典浸信舍的教堂里， 理查
德脫去鞋子， 坐在排台上稍高的的一 張椅子上。 我后
來才知道， 遠是因方他在步�尼E獄中所受的折磨p

重地損仿了他的腳。 拉伯十几位牧師就送祥坐在他的
腳前。 那天理查德排的內容是苦雄。 他一次又 一次的
重申， 主耶穌是自己逃摔了苦瓏， 而苦誰也不是仗仗

局限予他的身上而己， 苦誰是基督自己逃擇的結果。

“沒有人夸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

（《約翰福音》
10: 18）。 那天他何我們， 是否愿意方著基督的緣故逃捍

苦雄。

理查德寄了一本東修有《向高赴行》， 在二1-5中他

送祥自我介紹悅：沈太籍路德金仿造牧師， 1909年生

于�耳尼亞。 1945年出生地被共戶兌占領， 自此成方

地下教金領禍。 1948年， 勻妻子研比娜一 同被抓， 在
紅色］在獄中度述了十四年。 其中有三年之久， 被美在
一小不見光的地下狙牢巾， 不知年日、 星夜勻四季。
其間所見， 唯有看守和施刑的人。 早在1964年， 在挪
威的信徒友人們就出份一方美金胺芙他的自由。

個牲有多美蘭？

溫布主德游了一小西多金修士的故事（西多舍是

天主教隱修舍之一 ）。 i主位修士在接受意大利一家屯

視台的采坊肘， 采坊者又才西多舍的靜修和退隱生活十

分感失趣， 肉到：
“

假設你在生命結束之肘， 意俱到根

本就沒有神， 你合怎祥？ ”修士回答況： “

主泊、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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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Wi牲本身就是美繭的，即使是沒有天上的座詐。我
仍然是沒有虛度一生。”

然而，只要稍稍探索 一下生命的意火，文才苦其性的
領全就金超j立修士的回答。他的回答給我的第 一 印象
是跌洩、充滿了9漫協克式的茉耀，不知在哪JL就游
不通了，也沒有牢靠的理由，逛 一 定是哪里出了伺
題。起初我找不出，便去研究一小一 生遭受大苦堆的
基督徒一一使徒保步，我震 ，掠地友現保�x才苦堆的看
法勻修士截然不同。

文才于那位采坊者的︱可題，保�清晰地給予了完全
相反的答案。那位采坊者交︱亦是在何： “如果你所信的
是虛妄的，你舍怎祥？”那位修士的回答的笑顏是：
“充洽如何，受苦都是 一科好的生活方式。 ”但是保步
在《哥林多前有》15:19中寫道： “我們若靠基督，只
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成人更可伶。”送勻修士的回答
完全相反。

保－�﹔句什么不贊同修士的現成呢？他方什么不
說： “即使基督沒有笈活，即使沒有神， 一小有愛、受
苦和個牲的生活仍然是 一小好的生活方式”？又或者，
他方什么不說： “ 即使沒有狀笈活而末的1丸，賜，我們也
不需要有人可伶叮方什么他反倒況： “如果我們在基
督里的指望是虛妄的，我們就比任何人都可伶”？

有基督同行的生活更好呵？

文才于教舍，送小肉題至失重要，特別是財那些物
反丰寫、安逸舒遁的美洲和西歐的教舍。在我們昕泣
的基督徒的見涯中，很多是拼成方基督徒后，生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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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更便利、 更容易了。 我最近才昕到 一 位信徒的見
証， 他是取�橄棍球叭的四分豆， 他見i正說， 白紙他
禱告接受基督后， 再吹滑比賽充滅了信心， 深﹔l,j八場
全膛的古拉鑽自豪， 因均速祥他就可以在主日寺心去教
合了。

在物康生活丰富的西方因家， 似乎大多數基督徒
在併迷信主后的荻益肘， 都況生活因此交方美好， 神
是否存在或者基督有沒有愛活也元美眾要。 送使人想
到心理斤法的效用和各科人隊失系促避的好友！：。 主夷

所錯的果子豈然是仁愛、 喜示勻和平， 如果我們因信
主得到送些果子， 元洽送信仰真奕勻否， 我們不也一

祥泣 一 小高庚童的生活嗎？方什么說， 假如果真如此
如此， 我們就比世人注可伶呢？

保步究竟方什么要遠祥悅︱呢？雄道是他的生活不
丰盛呵？方什么主若沒有愛活， 我們就比世人更可
伶？如果政們一 生是七十步的活， 且然遠七十年， 我
們生活在康幻的喜氏和漪是中， i玄虛幻并不影日向我們
的未來， 又有什么吐人可伶的 l呢？如果j玄虛幻可以使
空虛元意火的生活交方喜示， 活在其中又有什么不好
呢？

答案在于， 保�所泣的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人們
所以方的那科充漏丰裕和安逸的日子， 反而， 他的生
活充漏了患雄。 遠患誰不是強加勻他的， 也不是常人
所能經坊的。 保步相信神， 文才笈活充漏信心， 并且存

著勻基督永過同在的盼望， 但逛 一切并沒有佮他帶來
一小安逸的生活， 就是那元美笈活勻否， 都可以使人

滿足的生活。 恰恰相反， 保步的盼望， 使他逃摔了 一

小患雄的生活。 在送生活中他如有者充法言表的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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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尿。 “在指望中要喜示 ” （《步司有》12:12）， 正是
述指望使他甘愿、胡抱患雄， 否則他不合如此抉擇。 述
指望就是他自己的愛活和那些他方之而受苦的人的愛
活。 如果沒有愛活， 保步自我個牲的逃擇， 用他自己
的活說， 就是板可伶的。

保�因在患堆中有大喜示， 帶宋大果效。 遠喜示
只有1人超乎患雄之上的炊事的盼望而來， 送正是《步！
再唱》5:3-4所i井的， “不但如此， 就是在思維中也是
玖玖喜喜的， 因方知道息就生忍耐， 忍耐生 老綴，
老線生盼望， ” 所以患雅之中有喜，尿。 遠喜示源于盼
望， 而因盼望所受的苦雄， 使我們的盼望更加堅定勻
增加。 因此， 如果沒有了盼望， 保�j主祥的j主持苦准
就里均愚拙， 若他逐尿在其中， 就更是愚蠢了。 保步
之所以如此逃擇苦雄， 是因方三）；；�在在的， 是有此盼
望， 就是那死亡不能拘禁的盼望。 送進摔在那些不明
白的人看來， 是愚拙和可 伶的。 保步回答了理查
德﹒溫布主德提出的肉題， 是的， 若方基督的緣故，
甘愿逃捧苦雄。

沖突和癌症有區別時？

i上我們當且先淡一小另題。 有人或件此吋金肉：
“如何解釋那些我并未造捍的苦誰呢？比如癌症、 丰禍
中喪子或患p重精神庄抑症等等， 本章也包括送些內
容呵？ ”洞此， 我的答案是： 本章大部分所涉及的， 是
方著公卉承主人自己基督的信仰， 而甘愿接納的苦雄，
送些苦文件或多或少都性命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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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勻苦誰有一小明星的區別： 苦誰是因人知道
我們是基督徒后， 因仇恨有意地遊行逼迫， 疾病郁不
是如此。 因而在某些情景下， 造捧公卉承 主人自己是基
督徒， 就是逃擇要方此泣著神件可的患雜的生活（《彼
得前有》4:19）。 也有些吋候， 思維勻我們要述一小基
督徒的生活相夫， 盎然遠里并沒有不信的人封我們杯
有刻意的仇恨。 拳例而盲， 一 小基督徒可能方了宣教
而造捍去 一小疾病蔓延的村落， 因此被仿染， 遠是一

小患泄的逃擇， 而不是逼迫， 是神許可的苦雄， 并不
是出于人的故視。

吐我們當吋停頓 一下米思考， 不准友現， 一小人
若兌信心熱城追求神的茉耀和他人更魂的得救， 他的
一生就像是 一 小基督徒來到遭疾病裘古的村庄。 患又往
是 一小順般神的呼召、 立志跟隨基督而活的人所要付
的代份之 一 。 因著進捧跟隨基督， 走他所帶領的道
路， 我們就造摔了遠奈路上的一 切， 送一切都是在神
的掌管和供庄之下的。

因此， 一切因著順服神而遭受的患雄， 都是勻基
督一 同受苦， 并且是方著基督而受苦， 元洽是癌症或
沖突， 都是逃擇的結果。 筒而言之， 就是我們甘心造
捧順服的道路， 即使迷路上有患雄的到， 我們且不金
因此根怨神。 我們可以禱告， 像保�那祥， 求神挪去
那根刺（《哥林多后有》12:8》， 但若神的心愿不是如
此， 我們就要張卉攻臂迎接送苦雄。 遠也是在天路仿
程中， 我們作﹝﹞徒、 走順服的道路要付出的 一 小代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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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蒙召所受的苦誰是勻基督同受、方基督而受

基督徒在順服的操錄中所經坊的苦瓏，元治是逼
迫、疾病或事故，都有一 小共同的特 ，有：送些思維威
盼著我們的信心，使我們杯疑神是美善的，引誘我們
寓卉順服之路。因此每 一 小信心的得腔、在順服中的
忍耐，都是見 i正神的美好和基督的主貴，元t合我們古文
腔的是疾病、撤旦、j丕是蓄意的迫害。

元洽哪 一科的苦雄，若是基督徒蒙召路上需要承
受的，就是勻基督 一同承受，并且是方基督而受。勻
基督同受，是因方送苦就源自我們先信心勻他同行，
并且靠他所賜的力量可以忍受，因基督是我們的大祭
司，并非不能体恤我們的軟弱（《希伯來二I主》4:15）。
方基督而受，是因均速苦雄斌﹔除并注明我們又才基督的
美好和大能的硝主人，同吋也里明了基督有丰富充足的
恩惠和賞賜。

一祥的苦瓏，神勻魔鬼不同的心意

不但如此，米自疚病和逼迫的思維造有一小共同
之赴：二者都是魔鬼撒旦蓄意而方，方的是要毀杯我
們的信心，但神去日﹔是掌管送患堆的，方的是要僻、冷我
們的的信心。

址我們先未悅逼迫。在《帖撒步尼迦前有》3:4-5
中，保�j句帖撒�尼迦的信徒扭忱，因他們正在受逼
迫中，保�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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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方此， 我既不能再忍， 就打灰人去， 要
晚得你們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
惑了你們， 叫手拉伯的努苦蚵于徒然。”

j在里非常清楚地游明， 那誘惑人的， 他的意
閻就是損杯拉伯的信心。

然而撒旦不是整件事的唯 一 波汁者。 神管繕撒
旦， 魔鬼的任何意園都不能超越神最婆的心意， 而神
的心意， 勻魔鬼的截然相反， 級然是藉看完全相同的
苦雄。 在《希伯未有》 12 章游到， 在思維中不可灰
心， 因 7'JJ哀思維中有神愛的心意。

“另13忍受罪人送梓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兔得疲
倦灰心。 你們勻罪惡相爭， �沒有抵指到留血的地
步。 你們又忘了那劫你們如同劫JL子的活， 況， 我
JL， 你不可桂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各的吋候， 也不可
灰心。 囚均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JL
子。 你們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們， 符你們如同符JL
子。 焉有JL子不被父奈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余子所）支
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JL子了。 再
者， 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 我們尚且敬重他，
何況刀吏的父， 我們豈不更豈順服他得生麼。 生身的
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 惟有方吏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赴， 使我們在他的主浩上有分。 凡管教
的事， 3 吋不兌得快示， 凡3宜得愁苦。 后末去H ﹔均那詮
綜述的人， 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火” （《希伯未有》
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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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里游明苦又住旦然未自于惑人的挑畔，即撤旦插
手其中，正如他向耶穌所行的那祥（《路加福音》
22:3），但遠苦推卸是本中掌管，并且天父藉此以愛的方
式管教我們，使我們得以鯨淨。由此可見，撒旦在我
們受庄的苦准中，杯的是惡意，而恰恰相反，神藉同
一小苦雄，向我們杯有他的美意。

并非唯有逼迫才如此，疾病也是同祥。神的用意
勻魔鬼的意圈可在《哥林多后拍》 12:7-10 市中找到：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局示甚大，就j立于自高，所以有
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告我，
兔得我迫于自高。方述事，我三吹求泣主，叫送刺寓
卉我。他又才我況，我的恩典移你用的。因方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軟弱上旦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攻夸自己
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方基督的錄故，
就以牧弱，凌辱，急雄，逼迫，困苦，均可喜尿的。
因說什么肘候軟弱，什么肘候就剛強了。”

保�在此甘于他肉身里有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
然而，i主患只佳的本身是方了使保步免得迂于自高，一
定不是撒旦的本意。遠清楚表明，基督是掌王杖的，
要腔迂魔鬼毀杯的惡意，要成就他慈愛勻僻、淨的美
意。撒旦旦，已想破杯人的信心，但基督的大能在軟弱
的人的身上旦得完全。

逼迫的苦准和疾病的苦誰有區別時？

另有一小原因也使逼迫的苦就和疾病的苦准不易
區分：二者的彷痛就以區別。理查德﹒溫布主德在�
耳尼里的監獄中，方了主受思折磨，几十年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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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承受著身体上的痛苦。 三十年后， 道他忍受著
仿腳的痛苦肘， 是否也是在受逼迫？再想想使徒保
步， 因是基督的仆人， 他遭受余多思維， 過著船杯三
坎， 一 置一 夜在海旦， 受芳苦， 多吹不得睡， 又仇又
渴， 受寒冷， 赤身露体（《哥林多后有》11 :25-27》。

投想保�在遠j立程中得了肺炎， 送肺炎算不算逼
迫呢？保�并未區別被棍打、 過船出事勻在旅行布道
中受寒冷有什么不同， 封他而言， 的到他的送些苦維
都是服事基醬、 作︱寸徒的代份的 一 部分。 也 一位伶道
者的孩子染上腹泄肘， 我們令人均速也同祥是方信心付
出的代份的一 部分。 其妥若是任何作父母的， 7句著順
服神的呼召， 元洽銓閉的是什么， 付出的代份是等間
的。 使苦又住成方

“

勻
”

基督同受井
“

方
”

基督而受
的， 不是我們的仇故多么有意， 而是我們的信心如

何。 若我們是厲基督的， ︱︱布到我們的就是方著基督的
茉耀和技們的益赴， 元r台送患雄是如何造成的。

吃吃喝喝勻笈活

址我們言如正倚， 回到保步在《哥林多前二，』》
15:19令所作的令人慷昇的隊迷上來一一如果基督沒有
靈活， 那他所造擇的生活就是可伶的。 換吉之， 保�
L人均如果今↑H：生活目的是方了最大限度的滿足享示，

信基督就不是一 奈佳徑。 他也指出了迷到享示生活的

最好之路是吃吃喝喝，
“

若死人不愛活， 我們就吃吃
喝喝吧！因方明天要死了。 ”（《哥林多前有》15:32）。

他在這里并不是寺指甘于究吃喝的享示主火和級酒宴示
的放蕩主火， 遠二者也不能使人有最大的享受快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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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每小人都知道， 目的酒勻暴飲暴食不是好事。 若死
人不愛活， 基督徒的可伶就同目的酒和暴食之人的可伶
一祥。

保步在上帝經文中去H明碗指出， 如果沒有死人及
活的盼望， “ 我們就吃吃喝喝吧！ ” 因方人本意是要
追求通常的享受， 而回避特殊的苦雄。 送科今梢的生
活， 作方基督徒的保步是拒絕的。 因此， 若死人不愛
活， 若沒有神， 也沒有天堂， 他不合址身体遭受這么
多的拳打： 不金拒絕以色只︱隊進方�的工資： 也不合招
致被鞭打五吹， 每次挨三十九鞭子： 也不金忍受三吹
的棍打， 不合在各科境況下冒生命危隘隙， 其中包括
盜賊的危陸、 在伊里？中的危隘、 遭江河海洋的危︱毯，
在城市中、 在友怒的百L民中的危隘： 也不合長期忍受
不得睡、 受寒冷、 赤身露休的痛苦， 不合長期忍受退
縮、 虛仿的基督徒（見《哥林多后有》11:23-29）。 相
反， 他全迂一小舒迢輕松的好日子， 正如道吋受人尊
重、 有看�l主公民身份特叔的沈太人一祥。

“若死人不愛活， 我們就吃吃喝喝吧！ ” 三告保要P
j主祥泌的肘候， 他并不是悅“i上我們都作尋政作示的人
吧！ ” 他的意思是況， 若死人不愛活， 有一科正常、
筒草和舒造的普通生活， 令人以此方尿。 遠耕生活可
使我們享受其中， 不愿去思考天堂、 地獄或罪、 至t古

勻神的事。 然而， 令我震涼的是， 遠也正是許多基督
徒的目棕所在， 并林之先基督教的生活。

保步沒有將他勻基督的美系看作是得到今世肉体
上最大享眾和舒遁的胡匙。 絕非如此！保步和基督的
美系是蒙召而造捧苦瓏， 遠不中苦就是逅非不信神的人
用 “ 有意火 ” 、 “美繭的 ” 、 “ 英雄主火”等字眼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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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 若沒有愛活， 遊入勻基督同在的喜示， 送科
苦誰就是板其愚蠢和可伶的。

河西方基督教几乎准以置信的控告

道我回味溫布主德悅，到的那位西多合修士的故事
肘， 不禁方自己最后的友現而吃憶。 狀保�那截然相
反的現成中， 我明白了 一小几乎准以置信的財西方基
督教的控告。 我是否吉述其妥了？你自己判晰吧。 在
你主人缺的基督徒中， 有多少合悅：

“

若沒有震活， 我所
造捍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是板其愚蠢和可伶的行又

有多少基督徒金說：
“

若沒有愛活， 我方著基督的緣故
而甘愿逃捍的苦誰就是可伶的

”

？在我看來， 送些是令
人震諒的伺題。

基督教z甘愿逃捧苦瓏的生活

“我們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成人
更可伶”（《哥林多前有》 15:19）。 保步的基督徒生活
是在遠地上逃掙個牲， 使我們因此得以在主末的肘
候， 有雨基督和好的喜示。 保步如此說：

“只是我先前以均勻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都

造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 我也格方事都豈有損的， 因

我以主人訊我主基督耶穌方至室。 我先他已經丟奔方

事， 看作糞土， 均要得看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火， 乃是有信基督的火， 就

是因信神而末的文。 使我主人研、基督， 晚得他愛活的大

能， 并且晚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胖立比
有》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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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吹重申， 基督的呼召是要求他的跟隨者泣一

科獻身的、 損耗的和受苦的生活。 若沒有死人愛活，
送生活就是愚蠢的， 送生活是保步有意圾的造擇。 清
昕他自己的抗汶： “若死人不愛活．．．．．．， 我們又因何肘
刻冒隘呢？我抗坎， 弟兄們， 我在我主基督耶穌里，
指著你們所夸的口， 板力的況， 我是天 天冒死
的

’，（《哥林多前有》15:31》。
“

天天冒死
”

， 遠就是
保步所造捍的生活， 他之所以抗坎， 是因方他并非不
得不迂送祥的生活。 他逃擇的是

“

肘刻冒隘
”

，
“

天
天冒死

”

！因此， 他才合況， 若死人不愛活， 他就是
可伶的。 他逃摔了 一 奈帝米困抗和痛苦的道路，

“

我
天天冒死

”

， 送基本上是他每日生活的有照。

方何保�如此行？

昕起來保2}1似乎有些精神失常， 人都是改法逃寓
患稚的。 比如， 我們搬家合搬到比絞安全的地區， 逃
捍比校溫和的伺候， 我們奕空調使生活的空間溫度造
宜， 我們吃阿斯匹林來止痛， 下雨吋要入室避雨， 行
走吋要避卉黑暗的街道， 飲用淨化水。 通常， 我們不
合逃捧 一小肘刻冒隘的生活。 沒有 一奈尸告可以誘使

我們如此。 保步的逃擇不同于常人。
那到底是什么使保�

“

多受基督的苦楚
，’

（《哥林

多后有》1 ：的 ， 并且
“

方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
”

（《哥林多前有》4:10》， 方什么他要造揮使他
“

又仇
又渴．．．．．．、 又赤身露体、 又挨打、 又沒有 一 定住
赴．．．．．．、 被人咒蜀．．．．．．、 被人逼迫．．．．．．、 被人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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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旁．．．．．．， 人注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秒， 方物中的渣
j宰”（《哥林多前有》1:11-13)?

“我也要指示他， :ti我的名必須受件多的苦娃 ”

遠是《使徒行伶》9:15和16令所i己載的。 上面所
提到的伺題， 答案或i午就是保�x才基督命令的草純的
順服。 去大耳士革的路上， 保步遇見大昇象， 眼睛暫
1L不能看凡。 三自主耶穌打皮里拿尼里去卉他的眼睛
叫， 吩咐說： “你片管去．．．．．． ” （《使徒行伶》9:15-
16》， 意即保�蒙召作使徒， 患誰是他蒙召的 一 部
分。 保�x才送常人准以理解的呼召是忠信的， 他甘愿
接受基曾給他的渚多苦雄。

“給他的苦雄 ” 用在此赴是貼切的。 保�在給排
立比信徒的信中林苦雄是一科恩賜， 就如同信心是恩
賜 一 祥。 “因方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
方他受苦。 ”（《排立比.=p;》1:29）， 蒙恩在原文中的意
思是白白的給予。 保歹也指出， 他蒙召作使徒的苦
瓏， 不只限于使徒， 也同祥蛤予了肺立比的信徒， 給
予了整小教金。

元總有偶， 除保!71外， 汪有人也有遠科奇昇的友
瑰， 就是受苦是一 小三迫于長卉攻臂未拘抱的札物。 直力
山大－索然仁尼琴在淡到他獄中的生活、 所遭受的痛苦
肘， 就林其方恩賜， 他悅： “只有過我躺在獄中的位草
k 肘， 才感到里面卉始漏出美善， 漸漸地使我明白，

分別善惡的准繩， 不在政府手中中， 也不在社金等級
或政兌派系中， 而是在人們的心中， 就是全人笑的心
中。 我感謝一生中有一段肘光在獄中渡泣。’，索力支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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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勻保步的親戚相同， 苦維就是一一或者可以成
方一一恩賜， 不仗給使徒， 也給予每一小基督徒。

保�只要表明他是小基督徒

i井到遠里， 或許有人金伺： “保�之所以拘抱苦
雄， 是不是只方了注明他是主耶穌的有信心的門徒？ ”

主耶穌曾悅述： “如有人耍跟以我， 就造舍己， 夭夭背
起他的十字架未跟以說。 因方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
T是掉生命﹔ 凡方我表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路加
福音》9:23-2的 。 因此， 若是沒有背負十字架的生
活， 每日向著肉体死， 就不是真正信仰基督， 正如保
9所言 “我是夭夭冒死

”

（《哥林多前拍》15:31》。 另
外， 主耶穌逆告訴n徒： “你們要氾念我以前消你們所
忱的活： 4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 也
要逼迫你們： 若遵守了你們的活， 也要遵守你們的
活”（《約翰福音》15:20》。 因此， 保步若不在耶穌的
苦准中有分的活， 他必是有些來西沒有得到。 耶蛛方
他們的特道事工捕給了一 個預兆性的困面： “ 你們去
吧！我差你們出去， 如同羊羔 :it!: 入狼群 ”（《路力I﹞福
音》10:3。 所以， 他說： “迫你們的父母， 弟兄， 茉
族， 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 你們也有被他 們害死
的。．．．．．．那肘，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堆里， 也要承害你
們：你們又要方我的名， 被方民恨惡”（《路加福音》
21:16, 《耳太福音》24:9）。

里而易見， 保�并未把送些苦堆的/SY.吟道作單單
方十二使徒預各的， 而是也同拌均教金所預各的。 就
如同他在《使徒行伶》14:22中途祥堅固﹛／［ 徒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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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遊入神的園， 必須詮仿件多的浪雄。’，他也鼓勵帖撒
�尼迦的信徒， 和：贊他們：“ 兔得有人被i者般患維搖
功： 因方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雄原是命定的

”

（《帖
撒�尼迦前有》3:3》。 在苟安合提摩太的信巾， 他更是

特此作方一小基本教專：
“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
穌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提摩太后有》
3:12》。 對保�游到自己所受的苦雄， 并不主人均速些
是唯有他才受的， 他又才教合況：“所以我求你們效法

我
”

（《哥林多前有》4:16）。 挑逗些我們就明白， 保�
之所以調抱苦雄， 只是方了要i正明他是一小基督徒。

如同孩子斷奶， 基督徒藉苦雄脫寓滑自己的信靠

保�因方相信受苦是基督徒信心生活的一 部分，
他也仔細地探究方何如此。 他自身的苦就詮閃， 使他

得以深深明白神勻他JL女之向的愛。 他掌含了神藉著
思維使我們b人 自我依靠中脫高出末， 就像斷奶的孩子
一祥， 址我們可以持自己完全交付佮神。 在里西里助
經患准后， 他悅： “弟兄們，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
們以前在里西里遭遇苦雄， 被庄太重， 力不能腔， 甚
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里也斷定是必死的，
叫我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隻活的神

”（《哥林多后
有》1:8－的 。 遠是神在基督所過到所有苦堆中的心

意：在神里越友漏足， 越少因著自己和世界而漪足。

我逐未昕見有人說迂：
“

最深刻的教官︱︱是在舒造安

逸的日子里得到的。
”

但我如昕堅強的主徒們悅述：
“

每一吹主人俱神的大愛和東命成長的一巳跌， 都是此苦堆
中末的。 ”撒母耳．路斯福特曾說， 對他被美在酒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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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受苦楚吋， 他便想到我們的大君王且是：陪他的美泊
珍藏于此。 查示斯司布真也況， 只有那些在苦雄之海
潛游的人， 才合找到稀有的珍珠。

基督是超越一切的精足

那顆至室貴的珍珠就是基督的茉耀。 因此， 保步
強惆悅， 基督那完全充分的恩典所捌有的柴耀， 要藉
著說們的苦維彰旦出末。 在大夾維肘， 若我們草草依
靠基督， 并且他使我們

“

在盼望中喜示
”

， 就表明他
是使人全然漏足的神， 有充足的恩典和力量。 道我們
失去所有， 只剩下 一顆夷魂之肘， 正是里明唯有基督
是我們的渴慕、 他腔述一切的吋候。 基督封赴在患堆
中的保步改： “我的恩典憾你用的， 因 7'J我的能力， 是
在人的軟弱上旦得完全”（《哥林多后桔》12:9）。 保�
X才此的回答是： “所以， 弦更喜炊夸自己的軟弱， 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方基督的緣故， 就以軟弱， 凌
辱， 急雄， 逼迫， 困苦， 均可喜眾的： 因我什么肘候
軟弱， 什么吋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后有》12:9-10） 。
非常明碗， 神文才苦棘的改汁， 心意在于吐我們脫寓自
己， 如同嬰孩斷奶， 使我們全然仰望恩典。 不仗如
此， 苦雄逐使我們友現恩典， 并使他友出柴光。 i乏正
是信心所在， 彰里了基督將來的未見的茉耀。

厲果生活中， 深刻的友現未源于苦雄， 主耶穌自
己便是一小例旺。

“

他盈然﹔lg JL子， 逐是因所受的苦
就掌了順扒”（《希伯未有》5:8）。 《希伯未有》逐告訴
我們， 主耶穌狀未犯罪（ 4: 15）。 因而， 掌耳順服不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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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又是b人不順服交方順服， 也意昧著在神面前的深深降
服， 速降服若不是藉著苦雄， 人就元法詮民到。

充言以表的基督徒的苦就

主保3J'沉思他的主人基督所行的道路肘， 他也踏
上了此路， 跟狀基督。 在途車上， 我再吹方保3J'所哄

的活而掠奇。 至1他描述基督的受苦和他自己的受苦

肘， 他道出了似乎元法用吉清末表述的內容。 他財歌

步西的教合況：
“

現在我方你們受苦， 倒兌得政示：并
且方基督的身体， 就是方教舍， 要在我肉身上朴漏基
督患泄的缺欠

”

（《歌步西有》1:24）。 i主或i午是保3J'j在
捍受苦的最強有力的功机。 遠句活使我充漏了方看基
督的教含而活的渴望， 哦， 方著基督的園度在遠世上
的1t展， 我們要相抱方此所必需經泣的苦雄。

如何朴鴻基督的苦准

保3J'在《哥[X�西拍》1:24市中所甘t·的
“

朴鴻基督
患准的缺欠

”

是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 遠是否貶低
了耶穌方我們 的罪受死所成就的全各救恩的份值呢？
耶穌自己受死吋不是說“成了

”

（《釣翰福音》19:30》
呵？就道不是如《希伯未有》10:14 1守所啡的“ 因方他
一次敵祭， 便叫那得以成主的人永返完全”

， 并且
“ 按

奔不用山羊和牛牧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 一次遊入
主所， 成了永逅的敗罪祭”（《希伯未有》9:12》呵？

保3J'知道并教切︱人， 基督所受的苦誰是完全的、

足侈的， 使我們靠著得以林火。
“

我們靠著他的血林
火 ” （《3J'司有》5:9》。 保3J'教辱人說是基督自己逃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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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受苦， 甚至 “ 存心順服， 以至于死 ” （《雕立比有》
2：的 。 他的順服是我們在神面前得以林文的全然保
障。 “ 因 一 人（宜過）的悸逆 ， 成人成方罪人： 照
祥， 因 一人（基督）的順紙 ， 成人也成方火了”（《步
司有》5:19》。 所以， 保步在《歌步西胡》 1:24 中所
游的， 不是指他的受苦要朴漪基督﹔句替罪人腰罪， 做

成救恩而受的苦雄。
X才送句活有小更好的解釋： 保步的受苦朴漏基督

患堆的缺乏 ， 不是況他在基督的患堆上再加添什么，
而是特基督所受的苦就延伸， 使那些預定要符救的人
知道。 基督患堆的缺乏， 不是送些患又住在f介值上好象
不0多 ， 不足以抵使所有相信之人的罪：保9所言的缺
乏， 是指基督的苦就所有的元限的份值， 在世上不方
人知道并相信。 封件多人而言， 基督的患維和這患泄
的意火， 是隱藏、 不得知的。 神的心意如是要將送奇
妙向方園里明。 所以耶蛛患准的 “ 缺乏 ” ， 是在于述
一切注未在方邦中被人知道勻愛慕， 必須有人格它伶
物。 遠些伶道者， 特基督的患雄b人 自己知道ft延到不
知道的人那且 ， 人“朴漏

”

了基督患堆的缺乏。

以巴弗提z朴鴻基督的患瓏的答案

上述的解釋在《胖立比二t5》2:30 市中有很好的例
怔， j主市詮文所用的字眼勻上文所提非常相似。 在胖
立比的教舍 ， 有位名叫以巴弗提的信徒。 主教金收集
了給保步的供座后（錢財、 拉或其它用品）， 他們派以
巴弗提把供皮送到保�手中。 在履行使命的迂程中，
以巴弗提几乎失去性命。 他病得几乎要死了， 但神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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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了他， 使他未死（《胖立比有》2:27》。 所以保�告
訴排立比的教舍， 三自以巴弗提回去后， 要尊重他（《排
立比拍》2:29》， 并滸明方什么如此吩咐。 保步的原
因和《歌步西有》1:24令所哄的非常相似， 他況： “因
他作基督的工夫， 几乎至死， 不頗性命， 耍朴足你們
供給致的不及之赴吋《胖立比有》2:30》。 i主令所用的

“

朴足
”

、 “缺乏
”

二洞和《歌�西有》1:24市中所
用的完全相同。 在希脂原文中， 都是

“

藉著你們的服
事， 朴足那缺欠的

” ， 遠勻
“

朴足基督患班的缺欠 ”

是一致的。
那又如何理解鼎立比的信徒又才保�服事的缺乏

呢？以巴弗提又是如何朴足的呢？一小世紀以前， 一
位名叫司丁－溫森特的解經家如此解釋：

“ 胖立比教舍生合保步的供庄， 是整小教金
作方一小肢体愛心的奉獻。 所缺欠的， 也是保
�和教合均方此感恩的， 是：將此供IE.奈自交給
保豆子的， 遠在道肘是不可能的， 所以保步林以
巴弗提在此事上因著愛心勻熱忱的服事朴足了
送缺欠。 ”

我想遠正是《歌星P西有》1:24所耍併明的， 基督
已經方世界預各好了一份愛的中L物， 遠本L物是藉看他
方罪人受苦和受死而成的。 遠是一份完美的扎物， 什
么都不缺。 但有一 鼠， 基督沒有采自把它交給方部方
民手中。 神文才此的解決方法就是呼召所有厲基督的
人， 如同使徒保步， 特基督所受的苦就帶給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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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如此行， 就完成了改汁送些苦堆的目的， 那就
是把送些苦就面封面地帶到那些不知其元限份值的人
面前， 遠也就是朴足了基督的苦堆的缺欠。

以苦男籃充浦苦雄

在《歌里？西持》1:24市中， 最令人掠奇的一 底是
保步如何朴足了基督的患稚的缺欠， 正是用他自己的
患誰來朴足！ ” 現在我方你們受苦， 倒兌得政尿﹔并
且方基督的身休， 就是方教舍， 要在我肉身上朴漏基
督思維的缺欠”（《歌星P西有》1:24）。 保�用他自己方
著那些耍拾救的失寰的人所受的苦雄， 來里明基督的
苦雄。 在他的苦堆中， 我們看到基督的苦雄。 因此得
出了如下 ，原人的結洽： 神要藉看他子民的苦維持基督
的苦維呈現給世人。 神要藉著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
舍， 經閃 一些基督所受的苦雄。 因而， 對在ldf﹞伶拐十
字架均生命之路吋， 人們可以看到十字架在我們身上
的印 t己， 并感受到我們身上所流露出來的十字架的大
愛。 我們也是方此蒙召， 用我們所經民的苦雄使基督
的苦維真笑里明在人前， 方他們帶來救腰的福音。

且然基督的肉身不再在遠世上， 但他要他的身
体， 就是教舍， 用自身的苦准未里明他的苦准。 因方
我們是他的身体， 我們的苦誰就是他的苦雄。 �司尼
亞牧肺約瑟夫－特桑送祥形容： “我是主耶穌基督的延
伸， 道我在�耳尼直被打吋， 他在我里面 一 同受苦。
遠不是我的苦雄， 我不迂是有此殊茉在基督的苦堆中
有分。”我們的苦就見i正了基督是何等地愛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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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帝著耶穌的印氾 ’，

因此， 保步把他身上的彷疤林方耶餘的印i己。 在
他的仿赴， 人們也看見了基督的仿口。 “我身上帝著
耶穌的印氾 ’，（《耳太福音》6: 17》。 因此， 人們藉此
就得見耶穌， 址他的愛在看見的人身上功大工。 “身
卡？前帶若耶蛛的死， 使耶穌的生， 也里明在我們身

上。 世︱方我們送活看的人， 是常方耶穌被交于死地，
使耶穌的生， 在我們送必死的身上星明出來。 遠祥看
來， 死是在我們身上友劫， 生部在你們身上友
功

，’

（《哥林多后有》4:10-12）。

殉道者的血是科子

基背信仰的彷播仿史i.iI明了 一件事： “殉道者的血
是科子。’，這是狀基督而末的新生命的手中子。 有近三百
年的吋惘， 基督教就是在浸透殉道者群血的土壤里成
長的。 司提反－內然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宣教史》中指
出， 早期基督徒所受的苦誰是教合得以迅速增長的六
大原因之一。 以下是有中的摘汞片段：

“因著和律法兩不相容， 基督徒只能秘密
地見面．．．．．．， 每小基督徒都知道， 他退早都有
可能要用生命未見i正迷信仰．．．．．．道大逼迫的到
吋， 殉道都是在云集的大庭尸公之下的。 要P 司
公余是有几分心硬的， 是冷酷的人， 但遠并不
表示他們沒有伶惋心。 十分碗定的是， 他們被
絢道者， 尤其是那些在男人旁地一 同跟著受苦
的女于有﹞所持有的念皮深深打劫．．．．．．以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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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己素中， 可以找到河送些殉道者豈吋平靜、 放
容、 端庄的行方本止的描述。 他們平靜地面封

折磨， 充滿
－

勇呵， 向看逼迫他們的人彬彬有
扎， 特苦又住視﹔均是基督帝他遊入天固的道路，

喜原地接受。 史料中也有i午多封不信之人對吋
的消i舌的真妥氾裁， 他們對吋奈眼目睹了基督
徒殉道的整小�﹔程。 必定速有更多未氾我的
人， 鴻章肘的情景留下深刻印象， 在以后的日
子里， 送印象交方又真又活的信心。

”

“我怎能褻淒那位救敗我性命的君王？ ”

保利卡普的殉道就是一小藉苦就見i正基督的強有
力的例子。 保利卡普是伊拉密示（！日：你

“

士菱那
”

， 現
土耳其西部的 一小港市）的主教， 他的宇生愛力拿斯說
他的老肺是使徒約翰的宇生。 保利卡普死肘己經年多己
老近， 因方史料t己載道， �r普里P坎色斯命令他沮咒基
督肘， 他說： “我服事基八十六年了， 他沒有錯待我一

吹， 我怎能褻沒那救敗了我性命的君王呢？ ”

在 一小逼迫的常期， 伊拉密永狂熱的民政喊叫若

要搜尋保利卡普。 那肘他己寓汗， 搬到附近的一小城

鎮。 在他死前三天， 他在步中得知自己要受火刑而
死， 所以對搜捕卉始肘， 他不仗沒有逃寓， 反而況：

“愿神的旨意成就。 ”古老的民史有中如此氾下了他的
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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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到逮捕他的人到了， 他就走下樓梯，
向那些人併活。 那些人看到遠祥一位年老、 堅
貞的長者， 都非常震掠， 方沒料到， 他們費恩



周折， 竟是方了要逮捕一小如此老迫之人。 那
吋己是很晚了， 保利卡普址人給送些來抓他的
人拿來了食物， 按他們所需的接待他們。 他患
求這些人給他一小小吋的自由持告吋1月， 被荻
准。 他就站在一赴禱告。 神的恩典充滿了他。
兩小小肘迂去了， 他j丕是不能停下來。 在一旁
親看的人，除奇方分， 都均速祥搜索一位如此毫
元防御之力的老人而懊悔。 ”
他最咚被帶走后， 被判赴火刑赴死。 至2他們斌探

把他訂在火刑柱上肘， 他i青求他們不要送祥做作， 他
悅： “址我像現在遠祥受刑吧。 神既然准予我受火
刑， 就必定保守我不需被訂住， 也不合萬卉烈火的柴
堆。 烈火好像不能燒毀他的身体， 一位行刑者使用釗
持他刺死。”送小古老的氾栽在結活中穹道： “所有在
場的合成都慷昇于不信之人和被掠逸的信徒之間是何
等不同。”述件事， 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早期教合之所
以得般的原因， 信徒們是藉看苦准而得股的。 述苦准
不仗仗伴隨著他們的見涯， 而且就是他們登峰造板的
見旺。 “弟兄腔迂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恆的
道。 他們直至于死， 也不愛情性命。”（《扇示汞》
12: 11）。

直到殉道者漏足了人數

教舍的成長不是出于僥幸， 而是藉著苦維和殉道
得以堅固， j乏正是神所定的道路。 神的心意是藉著苦
就完成他在世上的救膜， 在《府示汞》中于此有最有

力的i正掘。 在天上的昇象中， 殉道者的東魂呼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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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要等到几吋呢？ ”換句活去肉就是， “在民史
中，要等到什么肘候，你的救胺汁划和申判才成就
呢？ ” 答案在《扇示汞》6: 11咕， “于是有白衣賜
給他們各人﹔又有活封他們況，通要安息片肘，等著
一 同作仆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笨，漏足
了人數。 ”遠不仗是有給那些殉道者的，也是給我們
的。

送里告訴我們，神已汁划好了，方看他救腰汁划
的成就，有 一定數目的人要殉道。對人數漏足了，世
界末日就金未到。芥治﹒歐提斯在1989年耳尼拉本行
的第二次世界布道洛桑委員合上，提出了一小何題，
震 ，除了件多人： “我們在穆斯林因家中的失敗，是否因
方投if﹞缺乏殉道的人？ 一小重生的基督教金是否漏有
力量的成長？年鞋的教金是否需要殉道的榜祥？ ”勻此
同意，他在著作《巨人之末》的結尾，寺寄了一章名
﹔句 “ 危隘的保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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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合赴于政治或社舍的武妨﹔中肘，是否
依然偷偷摸摸的，兔得因著人們鴻基督教的仇
恨被摧毀？迪是要更加公卉的面財主流的東盟
的元知和剝寺？后者且可能方此要付上生命的
代份，去P更合帶未伶併福音的大突破。伊斯主
教的原教主文者宣林，他們信仰上的革命，是
以殉道者的群血方燃料的。遠是否能使人洞察
到，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元法在穆斯林的因家
中共起，就是因方明星地缺乏基督的殉道者？
一小穆斯林的囡体金不合主人真肘待一小躲躲藏
藏的教舍的信仰呢？問題不在于我們的敬拜和



見i正有吋保持謹慎是否明智， 而是若述祥行，
在我們里面有罪疚感之前， j主祥的敬拜和見証
能持鎮多久？我們內疚是因方 ‘ ﹔將在兒們的光放
在了斗底下 ， （參《耳太福音》5:14-16）。 民史
告訴我們， b人耶路撒冷和大耳士革到以弗所和
�司， 使徒們都因方他們的見i正挨打、 被石
砸、 被人同i某反封、 被美入1院牢。 很少肘候，
有人主劫邀清你布道， 有人邀清也以不是使徒
各赴伶福音的原因。’，

勿用置疑， 歐提斯贊同格利高利大主教（公元590-
604）的悅法： “殉道者的死在活看的信徒的生活中汗
花。 ”

血如泉浦一般�a們的街口里流出

在我們現今的世代， 方《哥大步西有》1:24所滸洽
的目的而造捧受苦的例子數不腔斂， 就在遠受苦中，
我們得以特基督的患雄呈現給余人， 以此朴漏基督患
稚的缺欠。 道我于1995年末寄送莉的吋候， 一封未自
伶教士敘述送科苦雄的有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很快
就給送位在非洲的伶教士友了一封屯子郁件想i正失其
事裳。 遠位伶教士夸口和主主事人丹沙交淡， 并得到了
丹沙的件可來引用他信中的活。

“在1980年前后的一段肘惘， 在我所住的
瓦來塔區域， 遭過到共戶兌政府主3地官員的戶
重迫害。 過肘我在政府部門工作， 但我同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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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區域里所有教舍的青年基督教組紋的領

辱。 共戶：先政府官員不斷要求我ti}助教育青少

年有失革命的理洽，i午多基督徒都因巨大的庄

力而屈汰了， 但是我只能拒絕送小要求。

卉始， 他們手只板地向我提出要求， 并以升

取和長工資﹔人j奈件， 但是后來則以美押未成

肋。 第一 、 二吹的美押肘肉相天才校短， 但第三

次我被美押了整整一年。 在遠期間， 一群共戶

兌定期未給我們九位美在一起的信徒（六男三

女一一其中一位后未成方我的妻子）洗臟。 但

是對送群共戶兌人中的一位特交成方基督徒

吋， 我們就因此而被打， 并被迫到很逅的地方

去挑水及搬這板重的石失末清理收回。
在遭迫害最痛苦的兩周里， 監獄看守在沒

有人能看到我們的天亮之前就叫醒我們， 強迫

或有﹞用膝蓋在城里的石失路上走一千五百米。

我們要用大豹三小小肘才能走完。 第 一 天以

后， 群血如泉浦 一般以我們的彷口里流出， 但

我們什么也感兌不到。

此外， 注有小特別殘酷的監獄看守曾命令我

們仰面躺在暴日之下整整六小小肘。 在那之

后， 不知方什么， 我告訴他： “你用烈日古打

我們， 但是神﹔梅奇打你。 ”不久， 送小監獄看

守得了戶童的糖尿病而死了。

道几年后共戶兌政府崩潰之肘， i盜獄看

守長邀i青我們回到血獄來布道。 那肘， 十二小

i某系犯接受了基督。 我們繼接在獄中伶道， 現

在有170人己信主， 多數監獄看守也信了主。



只有神才能在遠科非同尋常的收荻吋刻理清所有

送些因素， 引辱囚犯和且在獄看守阻向主。但是， 人們

不准想到， 丹沙所遭受的迫害是那些在自己的生命中

体瞪到基督真安存在的有力表現。

方基督和救恩而降取

約瑟﹒特桑已經深刻地思考泣： 方基督受迫害是

向世界里明基督的一小方式。 直到1981年道他被過地

政府流放之前， 他一直是�馬尼里奧悅迪里市第二浸

信舍的牧師。 我昕到他又才《哥大�西�》1:24的理解，

他說基督受苦是方了胺罪， 我們受苦是方了伶拐福
音。 他提出不仗《歌星P西有》1:24， 而且在《提摩太

后有》2:10中也把受苦林作是特拐福音的手段：

“方 了吐他們可以接受耶穌基督的救

恩。 ”根掘約瑟﹒特桑的解釋， 保歹要泌的

是， “如果我留在安提並作牧帥， 在那祥一小

富裕和平靜的城市里， 赴于一小充漏了成多先

知和得到美好祝福的教舍， 那就沒人能在里鍋

里和歐洲得救 。 方了吐他們得救， 我必須接受

被杖打、 被刑功、 被石音和被唾弄的待遇， 成

方一小能行走的死人。 但三百我送祥帶者漏身的

街痕和解血走者的吋候， 人們看到了上帝的

愛， 人們昕到了十字架的消息， 他們也就因而

得救了。 若我們呆在丰裕的教金迷祥的安逸

里， 不拉起十字架， 其他的人或i午就元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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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多少人因我們不背負十字架而元法得救
呢？”

他也指出基督徒受苦本身也常常方福音的特拐提
供了各科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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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方一小身居要取的人施洗， 他尚我，
“現在我i亥怎么亦？他們要召集三、 四千人來

批斗說， 他們給我五分紳肘向來自狡辯妒， 我
法怎么舟呢？”

“兄弟， ” 我告訴他， “唯 一我們不該做
的事就是方自己辯妒。 遠是你特別的机金未告
訴他們你以前是堆， 耶蛛怎祥改交你， 耶穌是
堆， 他現在救你意昧著什么。 ”他的眼一下亮
了， 說道， “約瑟弟兄， 我知道我滾怎么做
了。 ”他做得很棒， 以致于事泣之后他被大大
地降限， 他失去几乎 一 半的薪水。 送以后他
一直告訴我， “約瑟弟兄， 現在我在工「里的
肘阿拉、有人迂來肉我。 不洽我走到那里， 就有
人把我拉到一小角落， 如果沒有人看見我們淡
活， 就小吉封我況， 4 給我你教金的地址 ’

，

或 ‘給我併併耶穌 ， 或者你能給我一本主銓
時？ ’ ”

每手中受苦都金交成別人得到福音的一小机
在



j,J方圓的緣故逃捧受苦

那么我就得出遠祥的結洽， 對保歹說，
“

若我們
只是今生才封基督有盼望， 我們就是世人中最可伶

的。 ”他指出基督徒就是要逃捧并遵守方基督受苦而

活看， 但若基督被証明虛妄， 那么我們就真的很可

伶。 倘若沒有在愛活肘勻主遠合的盼望， 基督徒的生
活就不能丰丰富富、 令人漏意。 并且， 我們已經看到
遠不中委身受苦不仗仗是我們鴻基督的見怔， 也是注人

看得見的一小表明。 我們的受苦t主政人了解基督的受

苦， 人們就能看見基督封我們的那神愛。 偕著佮那些
未奈眼見耶穌受苦的人展現出我們本身活生生的受苦

的情景， 我們就朴足了基督的患雄。
其令人震僚的意又在于， 基督在方因及我們的翎

舍中所施的救敗之目的只有在基督徒逃捍受苦吋才能
完成。 在遠科受苦的雙板， 殉道者的數目并未漏足

（《扇事汞》 6: 11 ）。 沒有他們， 就不能把福音伶到

世界地板的最后jft疆。 逐有， 那且說算不上是與板受
苦， 也是以 一小仆人財主愛的行功， 不逃擇奢侈的安
逸生活， 而自愿在肘肉和便利及金錢方面付出代份，
遠就座了《耳太福音》 5:16 的活：

“

你們的光也造這

祥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方， 便址茉耀！日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

但遠是基督教的享原主火呵？

大E ﹒茉溫斯通曾經說迫他伶道事奉所受的苦不

是
“

物牲
”

， 原管﹝在其它地方﹞我引用迫他的活， 我
迪是特述章粽﹔句

“

受 苦： 基督教享示主 X者的稿

67 



牲。 ”在遠里我并非不同意或要勻大E ﹒茱溫斯通所
況的活相矛盾。 活是這么說的， 意火是很明了的。 迫
他說受苦不是個牲肘， 他指神的祝福大大超迂了損
失。 道我悅受苦是個牲肘， 我指的是那些損失一一巨
大的損失。 對你意俱到我同意大E ﹒萊溫斯通， 草草
是因方祝福是巨大的。

但我逐繼續使用個牲送小字眼。 痛苦太強烈， 損
失太現玄， 以至我們不可能假裝我們可以不淡及牠
牲。 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定文清晰明了。
我們的答案是， 是的， 有甘于受苦的基督徒。 整本新
約主詮都是在基督徒甘于受苦的涵火上米封待受苦
的。

對保�逃捍受苦的吋候， 就到他在追求深切持久
的喜朱時？ 一一他受了送么多的苦， 以至于人們要伺
若沒有狀死里笈活， 他的生活該是多么可悲又可伶
呢？︱可題的本身其安回答了伺題。 f又 ﹛又是愛活﹝那是可
能的！﹞， 就使保�痛苦的生活造擇成均不仗不可伶而
且值得獎賞， 而且完全是他滑笈活的希望和追求托住
或驅使他委身受苦。 述事宴上正是他所泌的： 他把所
有人通常的杖利至1作損失， “以至于技能令人i則基督﹞
并晚得他愛活的大能并能勻基督一同受苦﹔方的是我
也得以以死里笈活（《胖立比有》3:10-11）。 他的目
粽是遠祥泊著一一而且受苦一 一好叫他碗信紙死里妥
活。

68 



付出一切來得到基督

方什么？因方笈活意味若整小身心同基督永恆的
朕合。 遠是保步希望的中心。

“

我已銓丟奔方事看作

糞土， 先要得看基督
”

（《肺立比-=t:5) 3:8）。 得看基

督是保�所做的一切的最大追求和目林。 “活者均了
基督， 我死了就有說赴

”

（《排立比有） 1 :2 1 ）。 益

赴！益赴！途是他活和受苦的目的。 保步情愿高世勻

基督同在。 因方遠是
“

好的元比
”

（《胖立比有） 1: 

2 3 ）。 ”

好的元比
”

不是一小利他主文者的功机。

遠是一小基督徒享月之主火的功机。﹛呆夢想使他的生活

得到一小最深切、 最持久的漏足， 那就是勻主在茉耀

旦同住。

但不是草狐勻主同在茉耀里！

沒有 一小主人俱主并愛主的人能移浦足于1直自一人
來到主面前。 他柴耀的頂 ，白是：

“ 你曾被菜， 用自己

的血狀各族各方， 各民各園中英了人末， 叫他們如于

神
” （《扇示汞》5:9）。 若遠是基督榮耀伶憫的終

板， 那么那些靠神來得到他們級大益赴的人， 就不能

移方狙白的快尿而活看。 坐在基督右迎的快示是公卉

的， 勻灰人同享的快尿。 至2保歹說均要得看基督， 他
已丟奔方事， 他的損失是方了公人信主。

“

我以看r,f/1

(/glif10仿供獻的祭物。 我若被混莫在其上， 也是喜

示， 并且勻你們合人一同喜氏
”

（肘t立比有2:17）。

在受苦中敵出自己的一切盎然是
“

先要得著基督
”

，

但也是先得到方園的信心，以彰里基督的伶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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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喜笨， 我被大喜眾的冠冕！

遠就是方什么保�林那些贏得信心的人均他的喜
尿。 “我所棄愛、 所想念的弟兄們， 你們就是我的喜
示， 我的冠冕！我素愛的弟兄， 你們座豈靠主站立得
穗 ” （《胖立比二I古》 4:1 ）。在�們的盼望和喜眾并所夸

的冠冕是什么呢？也不是我們主耶蛛來的吋侯， 你們
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時？因方你們就是我們的架耀、 我
們的喜眾

”

（《帖撒步尼迦前有》 2:19, 20 ）。 教全
是保步的喜示， 因方他們在主基督里的喜尿使他在基
督里的喜月2更大。 基督更多的伶↑肉在因方十字架而不
斷增加的皈依者身上得到充分体現。 所以至全保�逃捍
心甘情愿地方尸伶福音而受苦肘， 說到他的目林是方
“得看基督 ”

， 他指自己勻基督同在的喜示金更大，
因在天園里特有更多的人得救并得享勻主同在。

息管我沒有像保�那祥熱愛教舍， 我感謝神在我
人生的美健肘刻肘把我以荒涼的境況中解救出來。 固
，也道我大字早�后卉始神取工作的肘候， 60 年代末的
角氛殉道地教全是板其不利的。 我仍t己得在 1968 年秋
天的札拜天早晨常走迂帕肝迪納的街道， 自肉到底這
家教金迷有沒有前途一一如同一奈金杯疑水的份值，
或一支耳其才鳳和空司的原因庚疑。 是神珍貴的恩典把
我航速愚昧之中解救出來， 并給我一小和神的子民同
在的家。 那就是在湖浪教舍的述三年， 吐我看到我的
牧卿一一雷﹒奧特佮地的心。 送位具有和保�同祥精
神的人， 看厥若他的羊悅： “我的喜笨， 我級大喜眾
的冠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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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又有那么一 瞬間的危机投生了。那是
1979年10月的一小晚上，我站在我的桌﹔'d1穹日i己。
我的伺題是，我巨立法繼錢在主地學院扭任主經研究竿
的教授，逆是古辛取去過牧冊。在那些日子里神所做的
事情之 一，是址我更深切地熱愛教合一－ 3主群人每周
都聚集，一起成長，是伶道的肢体，他們越來越像基
督。教-i=5是一大喜示，是小很大的呼召。但那天晚上
另 一小激情浦上來，神在以后的几小月里，帶領我到
伯利恆浸信舍。道我在穹送些的吋候，15年己迂去
了。想到遠群人財我意昧著什么肘，若我不克制自
己，就合禁不住落下泊來。我希望他們知道我最大的
喜示是 “ 得看基督 ” 。并非我搞錯，他們碗豆定皮i亥知
道我活若是方了 “ 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避，又喜
眾 ”

cm卡立比有1:25）。我每作和伶道的目的就是方
星明述兩小相同的目衍。一小罪人得救和成主比我做
一百件常規瑣事更注我得看基督。 “ 基督就是說的事
眾 ” 同 “ 伯利恆是我的喜眾 ” 是一祥的視法。

若受苦中的事法是值得敬仰的，追求它吧l

保�在《哥大步西有》1:24說道， “ 現在我方你們
受苦，倒兌政示，并且方基督的身体，就是方教舍，
要在我肉身上朴漏基督患堆的缺欠。 ” 且然昕起來不
足自然，但也不鹿三生址我們兌得意外。換句活況，對
我把基督的患准以我小人的肉身在患准和痛苦中表現
給你↑汀，以朴漪基督患瓏的缺欠的吋候，我就喜示，
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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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快示洽只是現保9所作的是好的、 值得
敬仰的， 我們座核去效仿他。 若把受苦中的喜示述祥
特大的厲美事情以均是小事或偶然的、 不值得追求的
活， 那筒直就是褻潰。 我是非常小心地悅送些的。 主
束自己做了述祥一件佛大的事情， 就址人們清楚地看
到基督受堆中的完全， 但是如果況， “我們可以詮仿

方他人受苦，但不必追求喜示
”

， 遠就近乎于褻滾。 基
督的神遠不只是受苦， 而是受苦中的喜尿。 而且我們
是真正地追求它。 在《帖撤步尼迦前有》1:6- 7中， 保
歹說道， “你們在大雄之中蒙了去完Jjj,殷殷著：辰， 使
你們ft7耳其頓和並 i亥里所有信主人的夢伴。

”

注意
到兩件失鍵的事情： 第一， 磨堆中的喜示是主吏的工
作﹔第二， 遠是其他人效仿的榜祥。 小心那些現受苦
中的喜示是好中L物但不是好目粽的人， 他們送祥況就
是經視了上帝至吏的神迎。

在迫害中喜辰， 你的獎賞是根大的

甘于受苦的基督徒主人方， 一小基督徒有不同的方
式在受苦中大喜， 我們都座追求像所有送些基督徒一

祥來表述神那令人充妥的丰富恩典。 耶穌在《司太福
音》5:11-12中說： “方文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方天
因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耳你們， 逼迫你們， 捏造各
祥杯活啡i旁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

（參見《路加福
音》6 :22-23）。 在受苦中人喜尿的一小方法， 未自把
我們的思想裝袋地定在愛活肘我們所能得到的板大獎
賞上面， i主科定時仰望的效果， 使我們眼前的痛苦勻
格要的到的相比小很多。 “我想現在的苦楚， 若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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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要里于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 《�司有》

8:18。 （參考《哥林多后有》4:16-18）。 方能承受苦
雄， 方我們的笑賞而大喜眾也使我們能移去愛， 如同
我們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 “你們倒要愛仇故， 也要
善符他們， 并要借給人不指望佬述。 你們的賞賜就必
大了 ” 《路加福音》6:35。 善待努人因方他們沒有什
么"i:iJ1ll:嘻嘻忘鼠。 “至6文人支活的吋候， 我們必扳答
你 V （《路加福音》 14:14）。

在患堆中喜笨， 加深我們的硝掘！

患堆中政喜的另 一小方法， 來自受苦的作用一一

使我們的希望得以保証。 患球中的喜示植根于笈活的
盼望， 但是我們恩准的經民也依敕于述一希望的根
基。 例如， 保步況道： “在思維中也是玖玖喜喜的，
因方知道患維生忍耐， 忍耐生老綴， 老錄生盼望 ”

（《�司有》5:3-4）。 送里， 保步的喜尿不仗仗扎根
在大笑賞之上， 也因患誰是方堅固那獎賞里希望的效
果。 患又住戶生忍耐， 忍耐戶生一料理解， 那就是我們
的信心是真寞的和安在的， 遠就力日固了我們得看耶餘
的盼望。

理查理﹒溫布主德描述了一小人怎祥熬迂方基督
受到板度痛苦的迫害的附刻。

“你被如此地受到那么多的摧殘， 以至什么
都充所謂了。 若什么都元月lri冒了， 哥拉伯的生存
也就元所i買了， 若什么都元所清了， 那么我不
i亥痛苦的想法也就充所滑了。 在你送到那能得
出的最后結洽肘， 你就合看到你：︱每姓泣一小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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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佳失失， 你合感到巨大的喜示勻你同在， 你感

到耶穌在那定寺的吋刻勻你同在。

遠不中
“

巨大的喜眾
”

來自藉著主耶穌的幫助你可

以忍受的感兌， 銓迂火的t式綴， 你己鱷﹔除成真。 你 、沒

有放奔信仰， 基督在你生活中是真裝的。 河于你來

悅， 他就是那奈自宣林使我們完全漏足的神。 遠似乎

是︱
、

﹞徒在《使徒行仿》5：“所描述的經坊。 道他們被

打之后，
“

他們寓卉公舍， 1/)J/J.%1(萃， f!ffilt算是!!il；沙

拉·�安辱。 ”遠不中炊喜來自一 不中想法， 就是他們的信

心在神看未是真寞的， 而且甘心通迂思維之火得到印
旺。

勻基督同受苦肘喜悅吧， 因方它彰里神的榮耀！

患 ,x{t吋大喜的另外一小方法是抓住 一小真理， 即

我們喜示之本身已被証明是通向架耀的途徑。 受苦之

中的喜尿不仗未自1 ）定晴在我們的獎賞上面。 2 ) 

我們堅妥地努力在受苦中感受我們信仰的真妾， 也來

自3）神的皮i午， 即受苦中的事原格堅固未未永生的

喜示。 ︱
、

〕徒保�述祥表述：
“

倒要攻喜﹔ 因方你們是

勻基督一 同受苦， 使你們在他柴耀呈現的吋候， 也可

以政喜快尿。
”

（彼得前二It 4:13）目前受苦中的喜示

是通往基督再來的最后大喜所指定的道路。 彼得呼召

我們現在追求受苦中的喜示（他命令我們送么做！）
洶的是我們能移在基督再來吋丸J-A.多大喜汀徒中的一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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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他人受苦大事，他們得以看見基督l

受苦中大喜的第四小方法是我們已經看見的，來
自我們意俱到通迂我們的受苦，其他人得以看見基督
的份值，并因我們火一般的信心而站立得穩。 保�肘
帖撒 9 尼迦說： “我們若靠主站立得穗，我們就活
了。我們在神面前，因尋寄：你們甚是喜尿。﹔句述一切喜
示，可用何等的感謝方你們板苦的神呢？ ” （《帖撒
步尼迦4=5》 3:8-9 ）。 遠是《歌林多前有》 1:24 中所描
述的喜朱： “我在受苦中方你們喜示 ” 。

在我們受苦之中，我們向其他人己示基督的愛及
基督的份值，因均每小新信徒在信心中站立得諧、就是
一小耕新的，如梭鏡般反射出那令我們完全漏足的基
督的茉耀。我們在他們身上感受到的喜示勻我們狀基
督那 JL得到的喜示沒什么區別。基督的榮耀是我們的
“巨大得著 ” ，因他我們可以承受失去任何及全部家

西。每小看到并相信我們至高的受苦的人都是那至高
份值的另 一小形象和i正掘一一所以遠就是喜氏的另一
小原因。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勻耶穌同行的十字架道路不是 一 奈沒有喜眾的
路。它且然是 一 奈痛苦的路，但又是一奈板其快示的
路。道我們逃捧短暫的舒造和安全而放奔方福音和基
督及愛去個牲和受苦，說if﹞就沒有逃捧喜尿。弦if﹞就
拒絕源源不息的泉源（《以賽更有》 58:11 ）。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是那些体殺到一科神秘的人，即 “基督在
他 的心里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 （《歌里？西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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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浦足了他們至深的渴求， 并注他們能移由他

們在世界上的患就未延伸基督的患雄。

神”于召我們方基督而活并經防患雖未成全。 基督

逃捍受苦， 并不是患准 l描到他， 而是他逃捍受苦作方

創立和完善教舍的途徑。 現在他呼召我們逃擇受苦，

遠就是： 他呼召弦1f﹞背起在兄們的十字架， 在十字架的

路上跟隨他 ， 并且否定我們自己， 方牧莽教合而獻

身， 并向世界介紹耶穌的思雄。

安德魯弟兄帶領一小名﹔句
“

卉放f﹞戶
”

的差伶机

梢， 他也因1967年出版的《神的走私者》 一 拍而著

名。 他在有中描穹道，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基督的

呼召是述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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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先耶穌作見怔， 世界上沒有一扇門是

美朗的．．．．．． 給我看 一扇失朗的汀， 我合告訴

你怎么能逝去。 然而， 我不合保i正你有出
路．．．．．．

耶 穌沒 有說，
“

如 果f﹞是敞卉的就去

吧，
”

因方它們不舍。 他沒有說，
“

如果你接

到邀清或受到紅地毯的政迎款待， 就去吧。 ”

他悅的是， “去。
”

因方世人需要他的活
活．．．．．．

;Jx: 1fJ 需要一 小全新的方式未宣教一一一小

棋板的、 玄，磁性的、 福音性的、 沒有任何框榮

和模式的方式．．．．．．一科卉拓的精神．．．．．﹔

我們不得不詮泣必然的死亡之谷、 各科威肋的

赴境和流血之路， 但我們終金到述那里。



若我們令人真去做述事， 神就全挪去那拉阻
我們的障禱。 若我們況： “ 主啊， 不惜任何代
1fr ......” 一一除非他們真正要神垂昕， 否則
就不要送祥禱告一一因方神合皮i午我們的禱
告。 昕起來挺昨人的 但我們必須銓垃逛 一迂
程，遠就是迂去二千年來主經中所友生的事
情。

所以三自我們面的潛在的危雄肘期肘， 我們
也必定要詮民送些。 我們去教舍， 也了解基督
信仰， 但心里并不火熱。 我們甚至并不意俱到
我們是溫吞水收況．．．．．．我們座核方我們的信仰
付上代份。 《提摩太后有》3:12指出： “不但
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穌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
要受逼迫。 ”在信仰受庄迫的因家里， 教金己
清冷很多。

不方直笑說的的能力而渴了神的珍貴

又才送 一呼召的答案是甘愿方基督受苦的一 大跨
越。 我們逃捧受苦， 并不草草因方別人告訴我們要送
祥去做， 而是因方那告訴我們的人要我們把受苦造作
一奈通往值久喜示的途徑。 他呼召我們順服受苦， 不
是方里明我們致力于我們的責任， 也不是方彰旦我們
道德品庚的監宴， 更不是要注明我們討痛苦的耐力：
而是以小孩子的信心， 未表明那元限珍貴的， 令我們
完全漏足的座詐。

摩西 “ 于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暫肘享
受罪中之忌。 他看方基督受凌辱， 比埃及的財物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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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

（《希伯來拍》 11:25,

26）。 因此是他的順服而不是刻意受苦， 茉耀了神的

恩典。

甘愿受苦的基督徒的本廣

遠就是甘愿受苦的基督徒的本肢。 在通迂受苦追

求喜眾的迂程中， 我們昆明了丰富充足的喜示之源。

在說有﹞痛苦的原夫， 是神自己那架光的內耀。 若說們

沒有伶送出他 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和患准中喜尿的土

壤， 也就失去了受苦的最重冬意火。 i主意火就是： 神是

賜予的神， 神是賜予的神， 神是賜予的神。

人的主要目板是茉耀神。 道我們在神里面最漏足

的吋候， 我們就在最大程度上榮耀了神， 述一 店、在息

又在之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正碗。 因此， 我的禱

告是求神的主夷混灌他在各地的子民， 吐他們在任何

事上都消至高的神心里火熱。 并且我禱告神， i上我們

清楚地主人俱到元洽什么痛苦， 在我們追求在主里面的

喜示， 就是封神的至高和丰富充足一小有力見渣。 并
且道我們

“

完全了基督思維中的缺欠
”

， 世上所有的

人都合看到基督的愛， 并在信心的喜悅中大大彰星了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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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 查徑和演游大網

米力之頓. -1b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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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合的功能
（《司太福音》 16:18) 

I. 基督建立了他的教合并差遣教金去作他的工（《耳
太福音》 16:18 ﹔ 28: 18一20)

A. 若我們的聚合赴被美悶， 是否也意味看我們在
基督里的信仰也隨的而結束？

B. 早期的教合并沒有合堂或聚合寺用的場所。

II. 早期教合遭到戶仿的逼迫， 他們是如何＠.X才的？

A. 他們在家里聚合（《使徒行伶》 5:42)

B. “平信徒
”

忠心地分享他們的見証（《使徒行
伶》8: 1, 4) 

C. 他們利用每一小机合未見i正（《使徒行伶》
16: 12, 13) 

D. 他們到︱︱諒叮徙（《使徒行伶》 11:25, 26) 

E. 他們彼此交通、 彼此造就、 在一起學併（《使
徒行伶》 2 ：“， 47)

F. 他們在各村各祥的那境下敬拜神（《使徒行
特》 16:23-25) 

III. 不同形式的敬拜、 交通、 和見証

A. 家庭聚合是普通的聚合形式（《�司有》 16:3-
6，《哥林多前有》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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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逼迫的基督徒和
“

未注冊登i己
”

的教舍利用

生日、 婚札、 葬札的机合未聚合。

C. 你是否能建放其他形式的聚合？

IV. 在教合受逼迫中撒旦常用的一些摧毀基督徒的方

法

A. 撒但用孤立作工具來反封教舍。
B. 撒但用罪的控告或攻古來反封教舍。

1. 邪惡者是那小
“

控告弟兄的
”

。
2. 撒但的控告是連績不斷、 挑不止息的。
3. 撒但常等著我們沒有言人罪的吋机來攻古

我們。

4. 或有﹞要特別地氾住勻主有持縷的朕合勻

交通。（《約翰一有》 1:8-10)

5. 我們若不面封撒但述祥x1我們小人攻

音， 送祥的攻古金交成非常的房害， 以致最鑄成方很

p重的肉題。

6. 撒但最擅長吐基督徒在罪得赦免后， 逐

鍵縷背負
“

虛假的罪惡感
”

。（《步耳有》 5:1, 2 ﹔ 
8: 33, 34) 

7. 用何
“

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
”

未取代

我們的杯疑和
“

方什么？
”

基督徒一定金受逼迫
（《彼得前有》 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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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受苦的＠i年（《彼得前有》2:21﹔4:12﹔《帖撒步尼
迦前有》3:3,4﹔《使徒行伶》14:22﹔《提摩太后有》
3: 12﹔《司可福音》13:9,13﹔《胖立比有》l :29) 

II. 受苦的目的（《彼得前有》4:12﹔ “火的斌僻、”
《釣伯氾》23:10﹔《侍篇》66:10) 

A. i正明我們的信心。
B. 道我們宣林我們的信心肘， 也必須証明我們所

宣林的信心的安隊。
D. i正明我們信心的深度

1. 多大的苦誰合使我們的信心功搖或偏
高？

2. 摺在裁｛f﹞面前的障時有多大， 況明或｛f]
．的信心的力量有多強。

III. 勻基督分拉他的受苦（《彼得前有》4:13) 
基督徒安隊要經助基督所受的苦， 遠苦不是上十字
架， 但全是來自人手所加的苦。

A. 主被人民弄。（《釣翰福音》1:10, 11) 
B. 主被人憎恨。（《約翰福音》15:24﹔ 《 以賽里

有》53:3) 

C. 主寓卉天父舒造的家。（《釣翰福音》3:16) 
D. 主沒有自己的住所。

E. 主甚至沒有錢未交稅。（《耳太福音》17:27)
F. 主沒有放枕失的地方。

G. 對人i巫告主的吋候， 沒有人均他辯妒。（《彼得
前拍》2:22,23) 

H. 主沒有技墓。（《以賽里有》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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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主成方貧夠。
J. 《排立比有》3:10﹔《彼得前有》2:21﹔4:1﹔ 

《路加福音》2:20﹔6:12, 17﹔ 《 使徒行伶》5:41﹔
《希伯未有》12:2﹔《帖撒步尼迦前有》2:2。

我們道如何回座？ （希12:2)

IV.受苦的能力，或帶領我們經迂受苦的能力。
（《彼得前有》4:14) 

主夾住在那些受苦的基督徒中惘。在︱日約中，
玄彩代表著神的同在，送云彩被林jJ神的茉耀（《列
王i己﹒上》8:10, 11）。藉著歪吏，同祥的茉耀耍︱陷到
那些方主受苦的基督徒。主史來充滿、遮蓋、包容、
托住、幫助、加添力量、代持、朴足我們的缺欠。我
們在司提反身上看到遠祥的架耀（《使徒行伶》6:5-8﹔
7: 55, 60）。夜色越深，群星越明亮（《哥林多后有》
12:9,10）。

V.受苦中的危隘（《彼得前有》4:14-16) 
A.均主受苦和均自己的罪或愚蠢而受苦是不同

的。
B.以受苦均取l﹔。
C.在受苦中沒有喜法和感恩，如漏有苦毒。（《出

埃及氾》15:23,24﹔16:2﹔《帖撒歹尼迦前打》5:16-
18) 

VI.通迂受苦得到淨化（《彼得前拍》1:7﹔4:12) 
A.受苦被周末妳淨、除去或﹔燒毀 “ 浮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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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苦本身不能﹔除淨我們， 只有神的恩典能解、冷
我們， 但受苦能吐我們看到我們需要神的恩典。

1. 受苦幫助:fx:1fJ 了解靠攻打﹞自己的能力什
么也不能做。

2. 受苦能吐我們x-J·罪更敏感。
C. 藉著受苦我們可以掌耳全然地依靠主。 （《哥

林多后有》 12:9, 10) 

D. 我們至1如何回座？把我們的東魂交在神手里。
（《彼得前有》 4:19 ﹔《使徒行特》 7:59 ﹔路加福
音）23:46)

信徒生命中受苦的部份

文才每一小人來況， 受苦都是很普遍的（《約伯
i己》 5:6, 7）， 所以一小基督徒受苦也是正常的事
（《提摩太后告》 3:12 ﹔《使徒行伶》 14:22 ﹔《彼得前
拍》 2: 21）。

逼迫可以表現在不同的是坎上面： 庄力、 羞辱、 歧
視、 威盼、 財物被剝寺、 或者封肉体的暴行等等。

I. 常見的決解
A. 受苦是封罪或做錯事的忽罰。（《彼得前有》

4: 19﹔3: 14﹔4: 16) 

B. 主人均受苦中決不鹿三告悲仿。（《彼符前打》 1: 16) 

C. 令人均只有基督徒受苦。（創 3: 16-19) 

D. 不健康地著迷于受苦。
E. 迂份地害怕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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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主經里美于受苦的教專
A. 基督徒合受苦。 （《約翰福音》 15:18-21 ﹔

17:14 ﹔《 約翰一拍》 3:13)

B.受苦可以神是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彼得前
有》 4:16 ﹔ 2:21) 

C.受苦在神几女的生活中有其目的。 （《彼得前
有》 1:6, 7 ﹔ 《哥林多后有》 12:7-10) 

D. 我們益﹔lg51..受苦。 （《耳太福音》 5:10 ﹔《 彼
得前有》 4:15) 

E.神祝福方火受苦的。 （《耳太福音》 5:10-12 ﹔
《路加福音》 6:22,23)

F.受苦il:我們向上看。 （《�司有》 8: 16-18 ﹔ 
《歌�西有》 3:1-3) 

G. 我們不古以受苦方耳止。 （《彼得前有》 4:16 ﹔ 
《希伯未有》 13:12, 13) 

H. 手拉伯必須效法耶穌的榜祥。 （《彼得前有》
2: 19一25)

I.在受苦中我們必須像主那祥做。 （《耳太補
音》 5:38-48 ﹔《�司有》 12:14, 17-21 ﹔《 彼得前有》
2:21一23)

J.我們可以得腔。 （《約翰福音》 16:33)

III.准各受苦
A.知道受苦是豈有的事。 （《彼得前二t�» 4: 12 ﹔ 

《肺立比有》 1:29)

B.知道神活活的教辱。 （《肺利凡有》3: 10 ﹔ 
《 P司打》 6:3-5 ﹔《釣翰福音》 8:31,32)

C. 朕于基督。 （《約翰桶音》 15:4)

85 



D. 每天順服圭吏的帶領。 （《以弗所有》 5:18 ﹔ 
4:30) 

E. 安息在神的旨意中。 （《以弗所持》5: 17 ﹔ 
《希伯未有》 4: 1, 9-11) 

F. 在受苦中教專劫戒你的弟兄。 （《歌步西4=5》
3:16,17 ﹔《 以弗所有》 5:19-21)

文才教舍的各科攻古

I. 逼迫的焦息。 （《約翰福音》 15:18一21 ﹔《歌里？西
有》 1:24一27)

所有的逼迫和攻古拉是且永退是x,J看我們的主。
得腔者的活

II. 那得姓者的活。
A. 征服者鼓起勇司的字眼一一 “ 克服” 。 （《肩

示汞》 2:7, 11, 17, 26 ﹔ 3:5, 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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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得腔的秘決。 （《扇示汞》 12:11) 

1. 靠著羔羊的血。 （《扇示汞》 12:lla) 

（注：掌耳室血的重要）

果：

a. 在神里面有平安。
b. 在我們的良心里有平安。
C. 生活中有能力。
d. 我們合失去送小梅腔的武器， 如

血。
1) 靠著自由神學一 一沒有室



2) 靠著解放神掌 一一 沒有十

字架。
3) 靠若沒有負扭的宣教一一

沒有能力。

2. 
“

靠著弟兄的見i正
”

（《店示汞》 12: llb) 

a. 撒但想、址：此有﹞不卉口， 不作見証

未寄去我們的得肢。

b. 我們
“

內部
”

的故人。

1) 合成中的紛爭。

2) 害怕。

3) 不信。

4) 缺乏愛心。

5) 被一些肉題糾纏而不能考

注在人的東勻魂。

c. 刻－我們的家庭缺乏照廠。

d. 汁划和項目不是神的旨意。

e. 任何止我們生活不平衡的事。

3. 
“

他們且至于死， 也不愛惜生命
” （《店

示汞》 12: 11) 

a. 妥協不是出路。
b. 基督徒受苦的例子。

C. 不光是肉体的生命， 有肘我們必

須個牲我們的地位、 杖力、 和雄心大志。

III. 通常的遊象。

逼迫在各小因家并非千篇一律， 逼迫可以是來

自共戶主叉的政杖、 宗教的逼迫、 或組裁政板的逼

迫。 但過逼迫卉始肘， 有一些通常的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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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J·宣教的限制。
1. 不容件基督徒旅行或逃捧他們的工作。
2. 所有基督徒的屯台或屯視令自被取消。
3. 禁止教堂以外任何宗教的聚金。
4. 崇拜的吋﹝司被限制， 除了規定的吋肉，

其餘吋何不能聚合。
5. 政府人貝或暗探出現在聚合中。

B. 文才基督徒刊物遊口的限制。
1. 送祥的印刷品被主人均是不必要的。
2. 在有些情形下， 主詮被切于黃色有籍。

C. 外國宣教士被驅逐。
1. 依法限制神取人民去改園。
2. 依法限制外固人民在本因工作， 或者外

固人只能作方旅游在特定的地區旅行或暫居。

企』
Z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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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威肋或用暴力宋封付外因人。
D. 基督教的領柚被威肋或遭到戶房的歧視。

1. 信件被拉查， 牧師只能排規定的內容。
a. 若任何帶有政治性的家西偶然被

提到， 就取消兔稅的杖利。
b. 用抓牧肺1f﹞孩子作方成盼， 未使

牧冊（﹝﹞勻政府
“

保持一致
”

。
2. 不容i午牧師用他們所有的吋向來牧莽教

a. “

他們必須成均消社舍有貢獻的

人
”

， 送意味看他們必須成方攻取�I拉者。
d. 他們或件被分配去做那些需要他

們全部的能力勻肘間的工作。



3. 不容i午牧師去探坊合成， 或分友福音材
0
 

．
．
 ，
鈔
，
．貼，

4. 不容吽教含有打印机、 屯胞、 或其他印

刷改各。

5. 牧州有﹞或吽金受到各祥方式的打抗。
a. 他們或件合被伶況伺活。
b. 他們或i午合被迫參加政府

“

洗

臟
”

的課程。
C. 各祥的威逼利誘。

1) 給予某科形式的特杖。
2) 吐他們的几女遊那些通常

限制造的大半或工作草位。
d. 他們或吽合被突如奇來的家庭搜

索而騷拔。

e. 他們的聚合或i午合被政府人員打

斷。

6. 牧肺11'﹞或i午被分派到偏逅的地區去工

作。
a. 其目的在于〉陪他們勻其他的基督

徒和周園的人隔卉。
b. 牧肺1f﹞或i午被分配做非常有失身

份或吐人蒙羞的工作。
7. 牧州伯被捕、 被

“

再教育
”

。
a. i主可以包括折磨。

b. 或是公卉的羞恥。
C. 假見i正控告。

E. 強迫教金登t己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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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的教舍的領袖必須取得政府的批
准

2. 所有的併道都要穹出來，先經述指定的
人民或部汀看泣。

3. 牧師被容i午併道前，必須笠暑一些保
i正。

（如： “ 不合向未信的人特福音 ” ）
F.強迫不同的宗派朕合起來。

1. 限制宗派的數目。
2. 所有的宗派都在全因性的教金枷舍的管

理的下。
3. 一小全因性的教合被 “ 建立 ” 。

G. 限制基督徒受教育和就�的机舍。
1. 只允許特定青年因体的成員遊入大字。
2. 基督徒不能做匿生、律州、教授、或社

合工作者。
3. 基督徒不能造揮他的工作或就虫。

H.禁止1857 以下的宗教教育。
1. 禁止家庭掌校。
2. 基督教家庭的孩子被迫參加有美元神

洽、遊化洽、性教育、或另 一科生活形志的 “ 特別教
育 ” 課程。

3. 犯了法的父母，就要失去他們的孩子。
L 禁止基督徒彼此幫助，道家庭中 一小成員被

捕，送小家庭就失去一些 “ 杖利 ” 。
1. 送些杖利可以包括享受監汗、住房和食

物的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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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小家庭被孤立起來， 不容吽他們接她
其他的信徒， 甚至送小家庭的其他奈戚。

J. 教合被美悶。
1. 教合被移作它用。
2. 基督徒被分配到偏遍地區， 以便于孤立

，AT－－
 

﹒
咐
心

，
A
q
i
 

3. 基督徒被禁止勻其他基督徒有朕系。

IV. i!f多基督徒碗信送一切決不合友生在他們身上。
A. 不知什么原因， 他們相信自己是例外。
B. 且然封 “ 被提 ” 有不同的解釋， 但遠并不成方

我們可以逃脫受苦的保涯， 我們設有理由相信神合在
受逼迫的事上特別封攻打﹞阿卉一面。

V. 信徒主主竿的功課
A. 迫切地方我們的囡家和因家的領辱人禱告。

（《巾I�撒�尼迦前有》 2: 1-4 ﹔ 《步司將》 13:1一7)

B.決心方基督作一小得腔者。（《店示呆》 12: 11) 

一些可能的逼迫形式
（《彼得前有》 2: 19-24) 

受苦是每小真正的信徒生命的一部份， 至少有31科信
徒可能受苦的方式。
1. 方火的緣故。（《耳太福音》 5: 10 ﹔ 《彼得前
有》3: 14) 

2. 被啡i旁（被惡意的扳告）。（《侍篇》 31:13 ﹔ 《釣
伯氾》 19: 18 ﹔ 15:12-14 ﹔ 《路加桶音》 6:22) 

91 



3. 羞辱、 公卉侮辱， 就像我們的主被人侮辱 一一 他的
出生、 或者是被赤身露休地被釘在十字架上。（《希伯
來二，吉》 13 ﹔13 ﹔11:26) 

4. 被i誣告。（《詩篇》 35:11 ﹔27: 12 ﹔《耳太福
音》 5:11 ﹔《路加福音》 23:2, 5, 10 ﹔ 《司可福音》
14:55-60 ﹔ 《使徒行特》 6:13 ﹔16:19-23 ﹔26:2, 7) 

5. 被人改汁陷害、 被人千方百汁地找藉口來指控。
（《但以理胡》 6:4,5 ﹔ 《路加福音》 11:54 ﹔ 《司太
福音》 10:16-18) 
6. 成方開諜的財象。（《撒母力支氾﹒下》 15:12 ﹔創
37: 18 ﹔ 《哥林多后有》 11:32 ﹔ 《使徒行伶》 9:23) 

7. 被人汎笑、 嘲弄（《i寺篇》 42:3）、 成了別人耳目看
的戒景。（《釣伯氾》 12:4 ﹔ 《耳太福音》
27:29,31,41 ﹔ 《使徒行特》 2: 13 ﹔ 17:18,32 ﹔ 《希伯
未有》 11: 36) 

8. 被人背奔 一 一遭到奸作、 叛逆、 虛仿之財待。
（《司太福音》 24:10 ﹔ 《路加福音》 21:16 ﹔ 《i寺篇》
41: 9) 
9. 被鄙視一 一不被尊重、 被人灰奔、 被人看作什么都
不是、 沒有尊戶。
10. 方家人所恨。（《司太福音》 10:21, 34-36 ﹔ 
《妳迦有》 7:6 ﹔ 《路加福音》 21:16) 

11. 方他人所恨。（《路加福音》 21:17 ﹔ 《耳太福
音》 10:22 ﹔ 《約伯氾》 19:19) 

12. 人格被滸濟、 中仿。（《恃篇》 31:13 ﹔ 《約伯
i己》 19:19 ﹔ 《彼待前有》 2: 12 ﹔ 《哥林多前有》 4: 13) 

13. 方自己之人所害怕。（《使徒行伶》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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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面封特別之斌探。（《哥林多前拍》 4:9-14 ﹔
《哥林多后有》 11:23-28) 

15. 被美入監獄。（《路加福音》 21:12 ﹔ 《使徒行
伶》 4:3 ﹔5:18 ﹔12:4 ﹔16:24 ﹔ 《哥林多后有》 6:5 ﹔

11 :23 ﹔ 《希伯未有》 11:36b) 

16. 被鞭打。（《使徒行伶》 5:40 ﹔16:23 ﹔ 《哥林
多后有》 6:5 ﹔11:24 ﹔ 《耳太福音》 10:17) 

17. 被駁斥。（《使徒行伶》 13:45) 

18. 被困攻。（《使徒行特》 6:12 ﹔13:50 ﹔14:2, 19 ﹔ 
19:23, 25, 26,29 ﹔21: 27) 

19. 被帶到執政者面前。（《使徒行恃》 18:12 ﹔
《司太福音》 10:17,18)

20. 被成肋。（《使徒行特》 4:18,21 ﹔ 5:40) 

21. 被石失砸。（《使徒行伶》 7:58,59 ﹔14: 19 ﹔哥

林多后有 11:25 ﹔ 《希伯來拍》 11:37) 

22. 常受痛苦。（《提摩太后拍》 3:11 ﹔ 《恃篇》
34: 19) 

23. 被驅逐。（《使徒行伶》 13:50 ﹔ 《約翰桶音》
16: 2a) 

24. 板度的疲倦困乏。（《哥林多后有》 11: 27) 
25. 仇俄勻干渴。（《哥林多后有》 11:27 ﹔ 《哥林
多前有》 4:11) 

26. 成方別人現看的演景。（《哥林多前有》 4:9 ﹔

《使徒行特》 9:16 ﹔20:23 ﹔21: 11 ﹔ 《希伯來＋�»
10: 33a) 

27. 在肉身之需耍上受苦。（《哥林多前有》 4:11 ﹔ 
《哥林多后打》 6:4 ﹔ 《排立比拍》 4:12 ﹔ 《希伯未

有》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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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殉道。（《路加福音》21:16﹔ 《使徒行特》
7:59 ﹔ 12:2 ﹔ 《約翰福音》16:2) 
29. 忍受苦雄。（《提摩太后二防》1:8﹔4:5﹔ 《耳太
桶音》24:9 ﹔ 《恃篇》34:19 ﹔ 《哥林多后有》 4: 17 ﹔ 

6:4 ﹔ 《希伯來有》10:32,33 ﹔ 11:25,37 ﹔ 《歌步西
�》1:24 ﹔ 《帖撒�尼迦前有》1:6 ﹔ 3:7 ﹔ 《雅各
拍》5:10) 
30. 貧夠。（《哥林多后持》 6: 10﹔ 《僻立比有》
4: 12) 
31. 物廣上的損失。（《希伯來唱》10:34b) 

經肪逼迫而得腔的一些必須做的事

I. 技著新約的教辱， 逃持并切︱︱線厲夷之領袖。（《使
徒行伶》14:21,22﹔ 《提多有》l: 5) 

A. 送些頸、禍不因他們的地位而研傲。（《提摩太前
有》3:6 ﹔ 《彼得前有》5:3) 

B. 送些領袖是真正的仆人。（《彼得前有》5:2 ﹔

《釣翰福音》13:14-17) 
C. 送些領柚是被自己周園的人共同汰同的。
D. 送些領柚是正直、 城笑的人， 他們的正直、 城

妥不光方基督徒所看見， 而 是所有的人都看
見。

E. 送些領袖具有特別之勇呵， 使他們能移堅持真
理、保持其裳。

II. 花吋i可作﹝﹞徒i/11緣。（《提摩太后才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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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造持有限教目之神所掠遁的人來做 fl徒之切︱︱
緣。（《路加福音》 6:12) 

B.花肘（可勻Q. 所引︱︱線的人在一起。（《耳可福
音》 3: 14) 

C.言伶身教。（《哥林多前有》 4:15, 16 ﹔ 《胖立
比有》 4:9 ﹔ 《約翰福音》 13:14一17)

D.提供筒浩明了的教辱。（《使徒行特》 20:26, 27) 

E.位查所布置的川徒需傲的事工。
F.教專他們負責任并培莽他們的品格。（《提摩太

前工p；》 4:12-16) 

G. 每天特別提名方他們代禱。（《以弗所有》 1:16 ﹔
《肺立比有》l:3-6 ﹔ 《歌星P西有》 1:3) 

III. 必須要保妒我們的家庭。
A.磷定家庭中每小成員的得救，并以基督是家庭

之主。（《歌星P西有》 1:9-13 ﹔ 《哥林多后有》 13:5 ﹔ 
《�司有》 8:1一14)

B.預各我們孩子面封特耍的到的夙暴。（申 6:4-

9,20一25 ﹔11: 18一21 ﹔30:2 ﹔ 《鐵言》 6:20一24 ﹔有
24: 14, 15) 

C.搜集方家庭成員隨肘可用的詮文和基徒教資
料。

D.決不忘i己勻有需要的人分享。（《�司有》
12:9-18 ﹔13:8 ﹔15:1 ﹔ 《哥林多前打》 16:1 ﹔ 《使徒
行恃》 20:35 ﹔ 《路加福音》 6:2)

IV. 尋找其他可替代的方式、方法來繼錢方主作見
旺。（《司太福音》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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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持年桂成員的手只板參勻。
B. J乏可能地了解其他人在受苦中的情形， 并拜坊

他們。（《希伯來工，古》 13: 3) 

C. 藉若失杯所有之人， 未表明我們充仿的愛， 尤
其在需要的吋候， 例如分享食物、 在生病中、 有特別
需要肘、 或在喪事中的彼此照頗。（《耳太福音》
25:35-40 ﹔ 5:43-45 ﹔ 《雅各有》 1:27 ﹔ 《提摩太后
拍》 1:16-18 ﹔ 《步司有》 12:20) 

D. i.堇防所有的苦毒。（《步耳守主》 12:14, 17, 19, 21 ﹔ 

《耳太福音》 5:38-48) 

且 不要以忍扳惑。（《耳太福音》5：“﹔ 《路加福
音》 23:34 ﹔ 《使徒行特》 7:60 ﹔ 《哥林多前有》
4: 11-13 ﹔ 《彼得前有》 2: 23) 

F. 方你的仇故禱告。（《耳太福音》 5:44) 

黑暗持到， 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約翰福音》 9:4)

不管已有怎祥的宣林， 目前至少仍有40小因家， 特
福音拒絕于汀外， 另有一些因家則赴于漸漸失去宗教
的自主勻自由。 在那些因家里， 人們支魂的景況如何
呢？ 《耶利米拉》 8:20可說是他們哭求勻跟誰的穹
照。 我們必須

“

趁著白日作那差我來者的工
”

（《釣翰
福音》 9:4）。

I. 思考基督的活。
A. 什么是黑夜呢？充洽何赴， 只要沒有基督的地

方就是黑夜。（黑暗一一缺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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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人們反x-,j福音、 反封基督， 那就是黑
夜。（《耳可福音》5:17

2. 豈宗教狂熱到失控、 憤恨、 攻古神肘，
那就是黑夜。（《耳太福音》17:20一25)

3. 對信徒生活中有未承主人、 未放奔的罪，
那就是黑夜。（《約翰一有》1:5, 6) 

4. 3基督﹔句自己的緣故再來肘， 那永逅的
光特耍的到政多的人。（《耳太福音》24:30, 31) 

B. “ 作工 ” 代表什么意思呢？
1. 避行神的旨意， 就是 “ 作主的工 ” 。

（《約翰福音》9:4)
2. 道我們注基督在我們身上或經由我們作

工一一就是 “ 作主的工 ” 。（《司太福音》 5: 15, 16) 

II. 道沒有人能作工肘， 黑夜是如何恰到的呢？
A. 黑暗的杖勢特黑夜帶遊世界， 尤其是一些特定

的地區（《以弗所有》5:11﹔6: 12）。 其方式有世俗的
人杖主火、 新紀元這劫、 崇拜政治杖力、 邪教、 不道
德、 及墮落。

B. 撒但﹔︱每黑夜的科子放在人的心里、 教舍、 及社
金對中。（《司太福音》13: 24-28) 

III. 3沒有人能作工肘， 方何黑夜要1拖到呢？
A. 遠是自然的法則， 自登�﹔去黑暗就來。
B. 我們所住的是小尸大的邪惡世界， 狀至經可以

看見世界越來越敗杯。（《提摩太后�》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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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軟弱的基督徒就如同暗淡、 冷卸的光， 〉將充法
影吶世界。（《司太福音》6:22,23﹔5: 13-15﹔ 《后示
汞》3:15, 16) 

D. 在厲吏的黑暗吋期， 人們看不到罪， 也不主人均
罪是緒波的。 那是小沒有絕X'J林准的吋代， 以自我方
中心、 或以周回到：境7月J考量的道德林准漸漸拾失。

（《提摩太后有》3:1-9 ﹔ 4: 3, 4) 

IV. 我們！蓋章做什么呢？
A. 善用自星有光的肘候。

1. 充洽福音的︱可是卉、 或美眷， 我們必須
遊到門里面。（我們必須把福音以最短的吋肉， 最有效
的方法， 特給最多的人。）

2. 分辨何赴是桶音收割的工坊。（神的東在
特定的吋問及地鼠， 合預各人的心。）

3. 了解那些地區財福音是 “ 卉放、 不排
斥 ” ， 就抓家机合方福音工作准咎。 就像保�每到一

小城市， 就先避到全堂， 教專他們封神的主人圾， 及其才
神清清的了解。（《使徒行特》13:5,14, 15 ﹔ 17:1-3 ﹔ 

18:2,4﹔19: 8) 
4. 在福音新工場古敗 “ 邪教 ” 及一切的

“主火 ” 。
B. 不要方了教合建筑物、 文化、 或世俗化宗教，

個性了純正的福音信仰。
C. 是行功的肘候了。（非洲淒清：趁太陌迪是熟的

肘候趕快跑）
1. 每小人在神面前禁食禱告， 熱切3地尋求

神。（《以賽里有》55:6,7 ﹔ 《i寺篇》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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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必須浩淨自己， 放弄一切已知的
罪。（《以賽里有》1:16, 17 ﹔耶 4:14 ﹔ 《步耳有》
12:9 ﹔ 《釣翰福音》17: 17) 

3. 靠著三是美作工， 贏得更魂。（《�司有》
13: 13 ﹔ 《路加福音》5:25 ﹔ 《以弗所有》4:1 ﹔ 

5: 15, 16﹔ 《歌步西有》1:10﹔ 《以弗所有》2:14-16) 

化斌嫁'1得姓

（《雅各有》 1: 2-12) 

游士云和教專常常合宣告悅： “基督徒的生活是
沒有任何維赴的。

”

但以至詮的現鳥來看， 3比11'﹞可以友現上帝是
“奇妙事工

”

的主專者。 經由苦雜的事工， 神吐方事
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赴（《�司有》8:28）。 祝
福有肘包裹著咒訝的外衣， 真正的喜示有肘用衷彷仿
裝著。 經由斌，將、、 困苦、 和逼迫， 神要在我們身上成
就一些事情。 我們如有正碗的問店， 神決不合浪費吋
伺勻精力。 如非因犯罪的緣故， 過神使i式﹔憶和逼迫l陷
到肘， 基督徒座以正常的心境而又才它， 視其先l自然的
事。

快示勻不快月2的差別不在于有沒有過到維赴勻問
題， 它們的不同取決于你如何而又才它們。

面又才斌餘的兩科反座

1. 神的方式一一方神成就所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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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的方式一一私欲的反庄， 其結果是怨恨、 苦
毒、 和提早夾亡。

我們座主人俱到各村不同的那境不只是机舍的組合， 而

是神在掌管一切。
1. 它們是以神而來。

2. 它們是好的。

神符合使：
1. 斌﹔除交成姓利。
2. 受帶者交成得姓者。
3. 十字架交成冠冕。
4. 逼迫交成架耀。
5. 搏斗交成得姓必徑之路。

《雅各有》 1 :2一一 致算
1:3一 － i人淑
1 :4, 9一一愿意
1:5,6一一尋求

性利超越法餘的四大要素
1. 喜月1的恣度（2°fJ")
2. 明白它的目的（3哲）
3. 順服的心（4哲）
4. 愿意相信的心的一8哲）

I. 把一切都數算成喜添一一喜眾的恣度。（《雅各
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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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表決定結果， 恣度決定反座。
B. i式﹔底是可預期的。（《雅各有》 1 :2﹔ 《彼得前

有》4: 12) 

C. “道你們落在百般的斌妨﹔中
”

（《雅各有》

1: 2b）， 試﹔除有千交方化的形式。（就像耍：的－碎布拼成

一件毯子， 以毯子的背而看肘， 所見的只是粗糙、 暗
淡、 一囡古L、 沒有任何美感。 但此正面看肘， 投汁的
囡案、 美闊的顏色， 就合呈現出末。）所以神精各科

不同的銓助， 組合在我們的生活旦中， 使我們的信心
經述磨銘、后更加成長。

D. 份值決定評份的方式。
1. 如果有人看重舒造重于品格， 那么成嫁

就充法送到神所要成就之目﹔你。
2. 如果有人看重物反及肉身上的需要高于

厲支上的需要， 那在i式﹔除章中他符合很悲慘。
3. 如果有人看重現在而非特末， 那斌僻、所

帝末的符合是痛苦而非何腔。

II. 主人淑一一了解斌娘的目的。（《雅各有》 1: 3) 
A. 信心必須經泣考毯， 如果未經考設， 那可能是

小沒有真正得救之信心的信寺。

B. 神i式強亞伯拉罕， 使他信心增長能祝福別人。
1. 神狀斌墟中帶出最好的果效。
2. 撒但狀i式強勻i式探中帶出最杯的結局。

C. 斌3金是為了成就我們， 而非阻拍我們。（《�司
有》8:28)

D. 合渲的i式熄幫助政們成熟。（《�司二1
：

�》5: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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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幫助我們在意志、 耐心、 忍耐、 預各、
耐性、 能力等方面的成長（起來、 卉始、 鍵錢、 繼續前
j蓮、 完成竟賽）。

2. 耐心不是一小被劫、 充耐、 言人命地接受
周道的一切， 而是英勇地忍受所面洞的逼迫勻瑕堆。

3. 沒有耐心勻沒有信心， 是形影不高的。

III. 愿意一一順服的心。（《雅各有》 1: 4) 

除非我們愿意， 否則神不合在我們身上作工。
如果我們過到法噓吋沒有一顆順服的心， 我們特表現
出像小被究杯、 墮落、 自私、 自我方中心、 不成熟的
小孩、
尋求一愿意信靠的心。（《雅各有》 1: 5, 6) 

IV. 我們巨主持告求什么呢？求智慧。（方什么不是求
恩典或力量？）

A. 學肉就是知淚， 智慧就是$.用的掌肉。
B. 有看智慧， 我們才不合浪費神所賜的机舍。送
些机金都是方若我們的好赴，C. 幫助我們的
成長， 以及茉耀神。
D. 撒但用各祥的事情阻挽我們成長，神用各祥的

事情幫助我們成長。

讀腔杯疑勻忱處

（《排立比胡》4:7﹔加3:23﹔ 《彼得前持》1: 5) 
1. 址神的平安在政1fJ 內心勻生命中， 成方浦流的泉
源。（《排立比有》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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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弄一切的，你疑勻恍慮。（《肺立比有》 4:6 ﹔ 《雅
各有》 4:7)

3. i堇守心思、意念， 思想純浩、 美善的事。（《胖立比
有》 4:8)

4. 持我們心思、 眼目注視著主和主的事。（《以賽里
有》 26:3 ﹔ 《歌步西有》 3:1-3 ﹔ 《耳太福音》 6:33) 

5. 在所有的層支爭故中， 使用厲吏的武器。（《哥林
多后有》 10: 4-6) 

6. 穿上神的全副軍裝。（《以弗所有》 6:10-18) 
7. 先看信心前遊。（《耳太福音》 6:25-34 ﹔ 7:7-11 ﹔
17:20 ﹔ 21: 22 ﹔ 《耳可福音》 11:22-24) 

8. 靠著至支行事。（《路加福音》 5:16一26 ﹔ 《歹司
有》 6:14-23 ﹔ 8 ：卜13)

9. 草草信靠神。（未 3:6, 12-14 ﹔ 6:11,12 ﹔ 10: 19一

23,35-39) 

10. 特一切的忱慮卸給神。（《彼得前有》 5: 7) 

基督徒受苦的美賞
（《彼得前有》 4:13) 

1. 厲天的榮耀。（《哥林多后有》 4:17, 18 ﹔ 《彼得
前有》 5: 1, 10, 11) 

2. 永逅的安慰。（《哥林多后有》 1: 7 ﹔ 《�司有》
8: 17) 

3. 基督的名被監明。（《哥林多后有》 4: 11) 

4. 址別人得到生命。（《哥林多后有》 4: 12) 

5. 神的恩典被彰里。（《哥林多后村》 4: 15) 

6. 神必有公文的甫判。（《帖撒�尼迦后有》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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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勻主一同作王。（《提摩太后有》2:12a) 
8.神的架耀勻我們同在。（《彼得前有》4:14) 
9.神得到柴耀。（《彼得前有》4:16) 
10. 喜示的原由。（《彼得前有》4:13,14)

基督受苦的七重意Jl..

（《彼得前有》2:21一24 ﹔ 3:14一17)

1.均主受苦。（《彼得前拍》2:21 ﹔ 《司太福音》
16:24 ﹔ 《約翰一拍》2:6)
2.是充罪的。（《彼得前有》2:22 ﹔ 《以賽里有》
53:9) 
3.沒有班作。（《彼得前拍》2:22) 
4.被羞辱中仍有愛。（《彼得前拍》2:23 ﹔ 《以賽里
有》53:7 ﹔ 《步再唱》5:3 ﹔ 12:14 ﹔ 《耳太福音》
5:44-48 ﹔ 《雅各有》 1 :2-4) 
5.被威郎中有耐心。（《彼得前有》2:23 ﹔ 《步司
唱》12:12 ﹔ 《路加禍音》21: 19) 
6.交托給主。（《彼得前拍》2:23 ﹔ 4:19 ﹔ 《路加福
音》23: 46）信靠神、道行神的道路。
7.神是公文的。（《彼得前有》2:24）公正、充偏
見、不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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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方逼迫所准各的課程
財主人勾仆人的功告

以至鍾的活浩劫戒廳主句廣工

《以弗所有》6:5-8﹔ 《歌星9西有》3:22-25
1.在凡事順以主人。（《以弗所有》6:5﹔《歌步西
有》3:22) 
2.有責任一一存敬畏勻晶兢。（《以弗所有》6:5﹔

《歌步西有》3:22)
凡事敬畏神（不是逃揮我們喜政或不喜攻，不

是只造持做喜悅的事，而不愿做不喜悅的事）
3.不是只有眼前的事奉。（《以弗所有》6：“﹔ 《歌
步西有》3: 22c) 
4.道行神的旨意。（《以弗所有》6:6a﹔《歌星F西
有》3:22a) 
5. M心里遵行。（《以弗所有》6:6﹔ 《歌3}'西有》 －

3: 22c) 
6.正碗的心志一一甘心、喜尿。（《以弗所有》6:7) 
7.且不方人所主人可，但必均主所以可（《以弗所有》
6:8﹔ 《歌星P西有》3：鈍，25﹔）。主必獎賞（《路加福
音》6:7-9）。

《提多1$》2:9, 10 

1. 順服主人。（《提多有》 2:9a）凡事付他的喜
攻。（《提多二，－�》 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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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頂撞。（《提多有》 2: 9c）不抵蝕、 不使他

人維堪。
3. 不偷窈。（《提多拉》 2: 10）不偷取、 不作
取、 不偷肘間、 不降低工作品煩。（《路加福音》
16: 10）元洽大小事情， 凡事有忠心。（《路加福音》
16: 10) 

《彼得前者》 2:18一20

1. 要順服。（《彼得前打》 2: 18a）順服的、 能托
付的、 有田庄的、 能信靠的、 有責任的、 能被約束
的、 能接受別人的管轄。
2. 要敬畏。（《彼得前有》 2: 18b）肘別人的杖位
有以知勻尊敬。
3. 能忍受冤屈。（《彼得前守主》 2: 19, 20）有耐

心， 不夸大所受的苦。
4. 遵行基督的榜祥。（《彼得前有》 2: 11-23）呼
召跟隨主的腳踩。

我們厲東爭拙的本JJt

（《以弗所有》6: 12 ﹔ 《哥林多后有》 10:3, 4) 

靠著基督我們必然得腔。（《步司有》 8:32, 37 ﹔ 
《哥林多前拍》 15: 57）在世界各赴有所多的爭哉， 我

們看到 l嘴敗、 撤退、 被拒絕、 厲吏的失敗、 甚至死
亡。 但元洽如何的景況， 下面的一些原則可以牢氾在
心， 鼓舞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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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神仍然方王，仍然掌管一切。（《以賽里有》40:15﹔ 
《但以理有》 2:20-22﹔4:35﹔ 《釣伯氾》12:14-23﹔ 
“寺篇》75:6, 7﹔76:10﹔ 《耶利米拍》 27:5一7﹔
《鐵盲》 1:24一31﹔ 《希伯來拍》 13: 8) 

II. 神的巨�z-v午永不落空。（《哥林多后有》 1:20﹔ 
彼后 1: 4) 

在主經過中有超迂7000小皮i午一足移每一位
信徒的需要。（-=t:5 21 :45﹔23: 14﹔王上8:56﹔ 《希伯
來拍》 6: 13-18﹔ 《使徒行伶》7:5﹔彼后3:9。相美
遠的座件： 《希伯未有》 2:3﹔ 《以賽里有》30: 18﹔ 
《能吉》 16:20﹔ 《耶利米拉》 17:7,8) 

腔利是必然的，因均遠是主所命定的。，
在主給我們的每一奈斌命，他都賜下移用的恩

典，吐我們去履行或完成滅命。（《哥林多后有》 9:8﹔ 
12:9﹔ 《以弗所有》3:20) 

III. X才于順服的教金，主有遠祥的座件：
A. 他的能力一一杖柄（《耳太福音》28:18) 
B. 他的同在（《耳太福音》28:20) 
C. 他的供座（《排立比有》4:13-19) 

IV. 因均主必再末，所以我們一定得腔。（《帖撒步
尼迦后二防》 2:8) 

在主的茉耀里。（《店示表》1:5-8﹔19:11-16﹔ 
《胖立比有》2:9-11﹔ 《以弗所有》l:19一22﹔ 《步司
有》16:18﹔ 《以賽里拉》11:3一5﹔ 《釣伯氾》4:3-9﹔
“春篇》9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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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里絕不舍袋生

1. 人們如何田庄挪里的信息？（《耳太福
音》24:37-39)

2. �耶穌告訴彼得符合受苦、被承肘，彼
符悅什么呢？（《耳太福音》16:21, 22) 

3. 耶穌封彼得的反座如何？（《耳太福音》
16: 23) 

4. 在另外的場合，耶穌如何提到即特受的
苦？（《耳太福音》26:31) 

35) 
5. 彼得的反座如何？（《耳太福音》26:33一

6. 豈事情友生肘，彼得真正的反皮如何？
（《司太福音》26:69一75)

時？

7. 彼得方什么不承主人他的信仰？
8. 遠不中事情，只金友生在彼街身上嗎？
9. 你能幸出過人ifJ遇到相同抉擇的例子

M.至詮章中：

以世界對中：

10. 《帖撒步尼迦前有》5:3里如何況到人相
信沒有什么家西可以破杯他們的安全保障？

11. 彼符－必須在自己的生命中，以主基督那
里掌到功課。 i青解釋述例子（《耳太福音》14:29一

31)。

12. 9得因著允件自己跟著那境走，他做了
錯漠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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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的逃擇是什么？（創13:10, 11) 
b. 結果如何？（創19:15-26) 
C. 均何步得沒有想到那即格的到所

多月、 蛾摩拉的夾雄？
d. 他的女婿們反座如何？（創19:14) 

13. 在耶穌比喻的故事中， 什么事情忽然 l拖
到財主？（《路加福音》12:16一21)

14. 主告訴我們道夾雄、 迫害來的肘， 我們
j宣告做什么？（《路加福音》21:8一28)

至經失于逼迫的原則

1. 根掘《約翰福音》15:18-21， 基督受逼迫的原因是
什么？
2. 使徒們如何被保步和巴拿巴所堅固？（《使徒行
仿》14:22) 
3. 2支隊上逼迫所要消付的是准呢？（《使徒行伶》
9:4, 5) 
4. 根掘《提摩太后有》3:12， 受逼迫是不可能、
可能、 或是不可避免的？
5. 列主詳一些基督徒放奔主基督的原因。（《茍太福
音》13:20-21)
6. 在耳太福音16:24， 基督期望我們那三件事？
7. 主座i午那三件事給那些預各受逼迫的人？（《耳
太福音》5:10-12)
8. 主的座i午几乎都有先決奈件。 如《店示汞》
3:20。

奈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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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什么？
9. 列拳三赴美似的經文。
10. 《申命氾》11:22， 神文才以色列人之皮悴的先決
奈件是什么？
11. 我們何吋可以仰敕神文才

a 平安的血汗（《以賽里有》26:3) 
b. 政治穩定的＠.i:,午（《提摩太前有》2:1一3)

12. 我們座以何志度財符逼迫我們的人？
a. 《耳太福音》5 ：“

b. 《路加福音》23:34
13. 道約翰和彼得因信仰而被攻打肘， 他們的反皮
如何？（《使徒行伶》5:41)
14. 道使徒受逼迫肘， 他們禱告的內容方何？（《使
徙行特》4: 23-30) 
15. 《�司有》8:35一39所提到的受苦有那些？
16. 至經在�司有8:31-39月fr提到的得腔有那些？
17. 列拳至少三赴基督徒符合受逼迫的經文。
18. 且然成爭和逼迫合越未越多， 但我們得姓是必
然的。 方什么？
19. 你有何詮文可以i正明？
20. 每一小基督徒要如何做才能得腔？（《以弗所
有》6:10-18) 

21. 在你令人的生命道中， 最缺乏那方面的屆美裝
各？

22. 你愿意有那些改交呢？清悅明。
23. 《扇示汞》12:11提到腔泣撒但的三科方式。 是

那三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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