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PARING FOR A TIME OF SUFFERING 

為著苦難的時期而有所預備 

2001年9月11日雙子大廈受襲之前, 神開始警告我們在紐約市這裡的會眾. 在該年的七月

份, 本教會的聚會非常嚴肅. 有時候, 牧師無法講道, 詩班無法歌唱; 我們甚至無法禱告

. 我們會鴉雀無聲的坐在那裡. 沒有人想站起來, 因為主的同在如此的強烈. 當時, 我們

大家心中都繼續不斷的想到我們在城裡即將面臨非常困難的日子. 人們會非常害怕, 在街

上奔跑. 我們不知道為甚麼, 只知道我們需要有所預備, 好服事他們.  

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聽這信息. 也許有幾百人會下此結論: 「我們來不是要聽這些. 

我們來這裡是要得福的! 我們並不是要來聽見本城將會大難臨頭. 」於是, 他們離開了教

會. 但是, 當雙子大廈受襲時, 那些留下來的人就不可思議的感到有力量, 得安穩. 人們

在服事上已準備好, 便捲起袖子, 說: 「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買了一車一車的水和糧食

, 打發人將之送到街上和災區去. 

我回顧當時的情形, 就受提醒, 有關我們若敞開心靈聆聽主, 神就不會讓我們落到防不勝

防的一個地步. 然而, 這是需要勇氣的; 牧師要勇於傳揚 神所賜的信息, 會眾則要勇於

聽從. 大衛. 瑋克森就是這樣的一位牧師. 

1987年, 神把負擔放在他心中, 他便創辦了時代廣場教會. 主對他説: 「我差遣你到紐約

市去召集一批餘民(即渴望靠著主, 誠心與 神同行的人). 我要你警告該城有關審判將至. 

」主給了大衛牧師有關紐約市一千場火災的一個異象. 衪說, 這些種族之間的動亂所會影

響的, 不僅是紐約市, 更是國中許多的大城市. 我們看看周遭的社會, 便很容易總結説, 

那些日子也許會在我們當中發生.  

我們甘願接受警告, 就能代禱. 我們向來在本教會裡禱告説, 但願在那些日子來到之前, 

上千的復興之火會在本城燃燒; 一千家教會晝夜不關門, 好讓人們能進來尋求 神. 這向

來是我們的禱告, 因為聖經説憐憫的心會勝過審判! 這不是指審判不會臨到, 乃是當男男

女女都尊主為救主時, 神出於憐憫便會從輕發落. 

 



 

火煉的試驗 

我們從聖經讀到, 甚至在教會的初期, 主都信實的警告子民, 有關苦難將至. 比如, 使徒

行傳記載説: 「當那些日子, 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

; 站起來, 藉著聖靈, 指明天下將有大飢荒; 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徒11:27-

28) 初期的教會有何回應呢? 「於是門徒定意, 照各人的力量捐錢, 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

弟兄.」(徒11:29) 他們心中見證警告之言, 便受感動, 為著自己和其他有需要的人有所

預備.  

使徒彼得也警告 神的子民説: 「親愛的弟兄啊,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衪榮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歡喜快樂.

」(彼前4:12-13) 在太平的時期(尤其是教會與世界彼此為伍時), 這種信息是難以接受的

. 神的子民很容易會感到自滿, 而忘記自己所處的社會會頓然敵對主和那些跟隨衪的人.  

當彼得在主後62-63年寫這書信時, 教會普遍被人接納, 且在頗為太平的環境中運作. 然

而, 神的警告果真應驗了; 小亞細亞地區的阻力愈來愈甚, 不久後,更公然的受到政府的

支持. 其實, 一兩年後, 羅馬被燒, 信徒因此受罪, 結果便血染街頭. 聖靈知道這些事情

即將發生, 便感動彼得説: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 

同樣, 你我在未來的日子裡面對強烈的阻力時, 不要感到驚訝. 凡代表 神和真理的人會

愈來愈被人仇視. 根據聖經, 除非 神收回衪攔阻罪惡的手, 不法的事情會大行其道(參看

帖後2:7). 

彼得説: 「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衪榮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

歡喜快樂.」(彼前4:13) 務要因與主一同受苦而歡呼! 這教會和我們如今的觀念多麼格格

不入. 然而, 主鼓勵我們要記得那充滿大喜樂的永恆國度已近在眼前. 基督信仰實在不僅

關乎此時此刻的快樂. 你的生命只不過有如雲霧(參看雅4:14), 你今生的時間也只不過是

短暫的.  

彼得繼續説: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 便是有福的; 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

.」(彼前4:14) 換言之, 若世人接納你, 你就是他們其中的一份子. 但是, 你定意不依從

墮落世界的道路, 接受 神聖言的價值觀, 且相信你與 神同行時, 衪給你的應許都必一一

成就, 你就確實成為了一個新造的人. 你的生命, 言談, 心態和動機都會改變. 所以, 當

世界突然排斥你時, 你不要以為奇怪!  

 

 



 

現在是預備的時期 

正如初期的教會聽信了 神的警告, 且開始有所預備, 如今你我必須同樣如此. 讓我們看

看我們可如何為著苦難的時期有所預備. 

彼得論到火煉的試驗後, 繼續説: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殺人, 偷竊, 作惡, 好管閒事

而受苦. 」(彼前4:15) 

首先, 我們不可殺人. 你自己認為這警告不關你的事之前, 請謹記聖經聲明: 「凡恨他弟

兄的, 就是殺人的.」(約一3:15)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除去一切種族歧視的心態, 並導至

今天的社會四分五裂的文化因素. 我們必須學習饒恕人, 且不可受這殺人和仇恨的心態所

影響. 主為萬人受死了!  

第二, 根據這節經文, 我們不可偷竊(非法的奪取或留下一些東西, 以致別人受虧損). 我

們不可奪取, 反要施與. 聖經説: 「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 總要勞力, 親手作正經事, 

就可有餘, 分給那缺少的人.」(弗4:28) 我們不可自私自利, 反要活出主的愛.  

第三, 我們必須遠離惡事.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林後6:17) 現在, 務要有所決擇, 脫離某些關係, 離開某些俱樂部, 放

下某些書籍, 離開某個網站. 現在,  務要全然遠離那些既削弱, 又蒙蔽我們的事物. 

第四, 我們不可好管閒事. 也就是說, 我們不可説長道短, 批評別人, 不經思考,口不擇

言.  

保持對 神的確據 

我們的預備不僅如此. 根據希伯來書, 我們每個人都該「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後, 所忍

大爭戰的各樣苦難.」(來10:32) 務要提醒自己, 有關 神何等信實, 曾經如何領你渡過種

種掙扎和試煉! 當你歸信主時, 也許你一家人都認為你瘋了; 你以前的朋友再也不想和你

來往. 同事們會因你定意行事正直而責怪你. 現在, 你再次受人責備, 四面楚歌. 因此, 

你必須回想 神曾經如何自顯為剛強, 領你渡過難關. 衪從未誤事, 是嗎? 在未來的日子

裡, 衪也必不誤事.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 「因為你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 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出, 也甘心

忍受…」(來10:34) 這些信徒許多都沒有親自受過苦, 但他們卻曉得前人受過苦. 「家業

被人搶出, 也甘心忍受」是指他們擱下了自己的計劃和夢想(即他們自己生命上的規劃). 

相反的, 他們甘願接受 神給他們的計劃, 深知某些苦難是在所難免的. 

 



 

經文繼續說: 「…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來10:34) 這實在是預備受苦時期的另

一種方法: 心中充滿確據, 知道這是值得的! 無論我們有何遭遇; 無論人家說甚麼, 或如

何待我們, 致終都是值得的. 請謹記, 我們正在為著永恆的事情而爭戰; 不僅為著我們自

己, 更是為著別人. 我們爭戰, 好讓人們能歸信主. 我們爭戰, 好讓我們能留下產業給後

世的人.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 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你們必須忍耐…」(來10:35-36) 

當事情變得越發困難時,我們不可丟棄自己的確據. 我們大家都需要耐性(即為要不放棄內

在的能力), 既不退縮, 也不極力明哲保身. 毫無疑問, 當人再也不接受福音, 神的百姓

再次遭受嚴峻的逼迫時, 那將會是可怕的時期. 然而, 我們必須保持自己對 神的確據. 

「…使你們行完了 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 那要來的

就來, 並不遲延.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來10:36-38) 總要謹記, 困難時期是短暫

的, 有一天你我都會來到施恩寶座前! 我們都會説: 「感謝 神, 我們下對了決擇! 感謝 

神, 我們願意聽從祂警告之言. 感謝 神, 我們一心歸向衪. 」 

未來的日子將會令人驚異; 我們將會在永恆裡見證有關 神如何保守我們, 與我們同行, 

賜給我們能力, 改變我們, 以及衪如何按照衪的應許賜給我們新的靈! 

在困境中歡呼  

好消息就是永恆並不是我們惟一的盼望. 我相信即使在困境中, 我們的心靈將會充滿深深

的喜樂. 主的肢體將會經歷你我前所未有的相交. 我們聚首一堂時, 將會歡喜快樂; 那時

, 我們實在不想離開 神的家. 主確實會成為我們的力量和詩歌. 而且,在受苦的時期裡, 

衪必讓別人看見衪在我們心中的力量, 從而叫我們得榮幸來榮耀衪. 罪人都會來對我們說

: 「請告訴我們你盼望的原由! 」你要明白, 我們會有指望, 因為我們聽從 神的警告, 

且現在為要有所預備, 而付上時間. 

無論事情會變得多麼的困難, 我確信教會的結局絕不是衰微的. 我看見榮耀的教會; 這教

會將會榮耀主, 靠著聖靈的大能坦然無懼的屹立, 正如使徒行傳所記載其起點一樣. 所以

, 在現今預備的時期裡, 我向來祈求説: 「主啊, 求你除去一切令我心靈軟弱的東西. 但

願那在我裡面的聖靈賜我力量, 好叫我能榮耀你. 」我鼓勵你也去為著你所需的而求主. 

為著勇氣, 耐性和確據而求衪吧.  求衪賜下恩典, 好讓你不會在目前或將來的試煉中放

棄. 我可向你保證, 衪必不誤事! 不僅在受苦的時期, 更是在永恆裡, 你都絕不會因信靠

衪, 而感到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