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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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
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3:8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
心． 3:9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
叫你们承受福气。 3:10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
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3:11	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3:12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惟有行恶
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3:13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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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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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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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3:18	因基
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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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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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受逼迫：第一到第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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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yr烈士：希腊文其中一個意思“witness做见证”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history/issues/issue-
27/persecution-in-early-church-did-you-kno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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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各地，到第21世紀。。。

彼前4:16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 神。



福音朋友的問題：
可否成為一個“信徒believer”而不做“跟隨基督耶

穌的門徒follower”？

3/19/17 6

成為基督徒意味著：
1. 繼續因為自己的罪而受苦；
2. 繼續因為他人的罪而受苦；
3. 繼續因為魔鬼／惡鬼而受苦；

一位弟兄的作業：比较乐观积极的面对苦难的态度：

1. “祸福相依”朴素的辩证法，坏事很有可能会变成好事，所以得一点安慰；
2.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乐观豁达的态度，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并且是锻炼人
的，风雨过后就是彩虹，困难之后就是成功；

3. 孟子所讲“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视死如归的卫道
士——离我很遥远暂时不提。

4. 圣经真理阐述更有能力。比如 约瑟被卖为奴实际上是神的心意。约瑟本人的
性格可能是傲慢的，所以遭弟兄们的嫉妒以致被卖掉。约瑟后来可能因此种种
试炼而变的谦卑，从而成就他个人的成功甚至保全家人和其他众人的性命。

5.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个人的乐观豁达应该建造在对神的信心上，遵从神的旨意。

為義受苦



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
跟随他的脚踪行．

3:8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9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10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11	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12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惟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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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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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各人]

以温柔敬畏的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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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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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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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3/18/17 7

經文結構



在21世紀，我們需要回答：

• 我若覺得在痛苦中，我是否仍要“常做準
備”always	be	ready？

• 我若覺得在難處中，我是否仍要“常做準
備”always	be	ready？（難處：忙，各種需
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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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不“常做準備”的危險
• 看不到自己的問題，沒有悔改的心
• 失落，難維持與神親密活潑的關係，只
好自己來決定

• 對神的認識和信心不再加深
• 面對試煉時常常缺乏能力和信心
• 生活失去見證
• 很難進入神的使命和心意
• 我們以為不常做準備沒有嚴重危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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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預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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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 LSP CSPVSP
VSP:	Voluntary	Separation	Process	 自己停止學習過程
SSP:	Sporadic	Study	Process	 間斷性的學習過程

LSP:	Limited	Study	Process 局限性的學習過程

CSP:	Consistent	Study	Process 持續性的學習過程



我的故事：轉折點

11

Ø自然 (natural)
–徒 20:35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
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時代
藍圖

2000



12

群體性：與時代藍圖相接



我的故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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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自然 (natural)
–徒 20:35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
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Ø主動 (intentional)
–羅 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
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時代
藍圖

2000 2003

教會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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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與神終極心意相接

20112002



我的故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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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自然 (natural)
– 徒 20:35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
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Ø主動 (intentional)
– 羅 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Ø受激勵 (inspired)
– 太 9:36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
牧人一般。 9:37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9:38所以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時代
藍圖

2000 2003 2004 2007 2011

教會
（弗）

宣教
事工
（太）

末世

（太，
賽）

神國
（創－啓）



神和祂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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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

1992 1999 2003 2004 2007

餵養 奧秘 感召 神的國
和主再來

2011

終極
心意

2000

時代
心意

羅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
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8:30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
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啓 19:7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19:8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
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19: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
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 神真实的话。

2015

安提
阿



“主再來”的生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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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的領受
和委身實踐

末世時代
神和祂國度
的彰顯

小心：

困難四起，嚇倒一批
不懂感恩，消失一批
消極懶惰，掉隊一批
心態不好，病倒一批
沒有目標，迷失一批
親人打擊，消沈一批
朋友嘈笑，退縮一批
自己亂做，陣亡一批
不去學習，淘汰一批
學了不用，滯留一批
自以為是，作廢一批
。。。。

不要從“持續學習過程”中出來

順從聖經和
聖靈的帶領



Dodd指出关于实际生活的教导中的七大守则：

1. 新约的基督徒们是受命要改变他们的行事为人。比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
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4：22－24；罗12：1
－2； 13：11－14）

2. 阐明了新的生活方式应有的美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 5：22－23；西 3：12）

3. 阐明了家庭成员中应有的关系（家庭是基督徒群体 首要的单元)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
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你
们作子女的要听在主里从父母’（弗 5：22， 25； 6：1；西 3：18－21，彼前 3：1－7）

4. 阐明了基督徒群体生活的正确关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
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罗 12:9－10；西 3:13－16；腓 2:1－4）

5. 描述了对没有信主的邻舍应有的态度和操守。‘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
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西 4：5－6；彼前 2：
12， 18）

6. 定义了与执政掌权者的正确关系。‘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
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彼前2:13－14；罗13:1－7）

7. 呼召众基督徒警醒自守，‘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
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弗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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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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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音收割

2.我的故事是什麼：今天第21世紀，信仰“世俗化”

和“邊緣化”，我們黨如何來“常做準備”？

3.如何來幫助我們下一代？

4.我們教會如何建立一起學習的群體，合一的團隊？

彼前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
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一粒麥子 (小羊詩歌)

一粒麥子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
不論過了多少時候它仍舊是它自己
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
就必結出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讓自己像種子落在地裡 失喪生命必反得生命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放下自以為應得的權利 在我身上成就祢旨意

呼召如此崇高種子何等渺小
定睛標竿直跑必見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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