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可信．故事

房

角

石
2014年5月31日

圣经故事：路加福音21:12;提摩太后书
注释：《使徒行述》第48,49章

孤身一人却非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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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

聚光灯

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

“在希腊和罗马人中，按照惯例准许被告有权雇请律
师出庭为他辩护。这样的一个律师借著有力的论据，动人
的辞令，或者由于央告、恳求、与流泪，往往竟为囚犯获得
有利的判决，即或不能作到，也可能减轻他的严重处分。

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

但当保罗被传到尼禄面前时，却没有人敢于出面作他
的顾问或律师；也没有朋友在场记录那些控告他的罪状，
或保存他为自己辩护时所提出来的论据。在罗马的基督徒
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苦难的时辰出来站在他旁边。”
（《使徒行述》第48章，第2段）

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
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4：8）

你

的 看法？

使徒保罗由于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扬救恩的信息而遭
遇剧烈的逼迫。你能从圣经中再列举两位因为信
仰或顺从上帝而遭遇逼迫的人物吗？请简单描
述这两人的经历。
1.

2.

房
角
石

38

吗？

你知道

这些苦难。然而
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
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
我的）直到那日。

走进
故事

“你 不要以给我们
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
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
总要按神上帝的能力，与
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
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
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
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
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
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
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
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
显出来。

在美国的政体中⋯⋯联邦法律
在罪犯超过四十项罪名时才批
准死刑，其中包括谋杀、叛国
罪 、 以及与劫机、毒品走私、
民事权利、暴力相关的谋杀。触
犯国家刑法之后，包括叛国罪、
谋杀、强奸，大部分州政府也会
批准执行死刑。
处决罪犯的方法在各个州也不尽相
同。大部分州政府对死刑犯采取的
处决方式是注射处死——对死刑犯
注射足以快速致死之剂量的药物或化
学药品。其他常见的处决方法还包括
我 为这福音奉
致命毒气和电刑。（微
软 公 司 ®英 卡 塔 电 子
派作传道的，作使
百科全书®百科全书
徒，作师傅。
2003。 ©1993-2002微
为这缘故，
软公司。版权所有）
很多相信上帝的男女因
我也受
为传扬基督的福音而
被视为罪犯，甚至
被处死。请阅读圣
经启示录20:4，找出他
们会享有何等的赏赐。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
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
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
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
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
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
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
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
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
等人你要躲开。
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
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
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
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
戒人，劝勉人。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
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
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
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
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1:8-12;3:1-5;4:12,7-8）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8节对提摩太
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
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你曾否因为其
他人的见证而感到尴尬呢？你曾否为一个人的
见证而辩护呢？请加以解释。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
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
（犹24节）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
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
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
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帖前5:23,24）

请再次阅读本课“聚光灯”这部分。当使徒保罗必须要站
在尼禄皇帝面前受审时，他没有辩护律师。身边没有任何
人为他辩护。当我们需要一位辩护律师的时候，谁会为我
们讲话呢？（阅读约翰一书2:1）
何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
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
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
也更增长了。”（西2:6,7）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
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
灵的感动；”（帖前5:16-19）
“你 当 竭 力 在 上 帝 面 前 得 蒙 喜
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保罗所说的福音是什么？

你如何能像使徒保罗那样将这福音传给家人、朋友、和邻舍
呢？

为什么传扬福音的人会遭遇苦难？

言锦囊

名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饶恕
那些敌对你，伤害你的人，上帝
却这样对待我们。” ——扭转一切
的祈祷，史多美·奥马森。

圣经中说什么事情可以防止我们变得自私、高
傲、贪婪、顽梗、不知感恩、没有爱心、不
宽恕人、不顾及人呢？

“勇气几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辞汇。它
意味着对生命强烈的渴望，而同时又以时
刻准备面对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 ——
G.K.贾斯特顿，二十世纪早期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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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星期三

请用你自己的话写出本周存心节
的意思。

在旧约圣经中，有哪些人物因为
行得好而被杀害或者受到威胁呢？
请阅读以下经文，从中寻找例证：
以斯帖记3:1-9;创世记4:1-8;列
王记上19:1-3

星期日
提摩太后书2:15记载：“你当竭
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
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这里所说的“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是什么意思？（如
果可能，请查阅不同版本圣经中
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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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请填空完成以下的经文：
“主必救我脱离____________，
也必____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
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提摩太后书4:18）

星期五
星期一
请在以下的词语中选择近义词，
填写在下方的横线上。
囚犯
审判

虐待
说服

尴尬
辩护人

劝说_________ 俘虏_________
羞愧_________ 判决_________
逼迫_________ 律师_________

星期二
保罗必须要站在罗马皇帝尼禄面
前为自己辩护。犹太人控告他犯
了亵渎的罪，而且称他为异端。
许多犹太人并不接纳保罗的教训：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认为这
是亵渎的行为。他们还认为保罗
违反犹太人传统的教训和律法。
他们都是在诬告保罗，保罗是无
辜的。有朝一日，耶稣要来审判
这个世界，但是祂真正的门徒能
通过审判，不会被各样控告压倒。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使徒保罗是基督勇敢的战士。多
年来，敬畏上帝的人们奋勇宣扬
基督的福音，并且维护上帝话语
中的真理。很多人都会因为自己
的信仰而遭遇迫害。在怀爱伦的
著作《善恶之争》一书中，她记
载了很多敬畏上帝之人为了拥护
真理而遭受了巨大的磨难。请认
真思考以下关于英国宗教改革家
约翰·威克里夫的记载。他认为
一般人都应该拥有圣经，以便他
们能亲自阅读并学习其中的真理，
而不是仅仅从学者和主教口中领
受，因为这些人常常教授虚假的
教义：
“威克里夫在大学读书时已开始
研究《圣经》了。在那时期，只
有古文的《圣经》，所以惟有学
者才能找到这真理的源头，至于
一般未受教育的人却无从寻找。
威克里夫日后进行宗教改革的工
作，在此时已经有准备。在他以
前已经有不少的学者研究过《圣
经》，并找到其中所启示有关上
帝白白赐下救恩的伟大真理⋯⋯
“威克里夫注意到《圣经》，便
认真下手研究；他过去怎样透彻
地钻研其他的学科，现在也照样
地去研究《圣经》。以前他曾感

觉到自己有一种大需要，是他的
学问和教会的教义所不能满足的。
如今在《圣经》里他找到了过去
所无法找到的真理。在《圣经》
中，他看明上帝所启示的救恩计
划，并看明基督为人类的中保。
于是他献身为基督服务，决心要
宣传他所发现的真理。
“在工作开始的时候，威克里夫
并没有预料这工作将要发展到什
么地步；象后起的改革家一样，
威克里夫原来无意与罗马教廷对
立。可是一个效忠真理的人，至
终不得不与谬论发生冲突。他既
看出罗马教的错谬，就更热切地
传讲《圣经》的教训。
他既看出罗马教廷已经离弃了上
帝的真道，去随从人的遗传；他
就毫无忌惮地控告神父们，说他
们已将《圣经》置之度外了。他
非要他们把《圣经》交还给广大
人民，并在教会中恢复《圣经》
的权威不可。
威克里夫是一个精明强干的教师，
也是一个富有口才的传道人。在
他日常生活上实践他所传讲的真
理。他那对于《圣经》的知识，
辩证的能力，和生活的纯正，以
及他那不屈不挠的勇敢和正气，
博得一般人的尊敬和信任。
多数的民众既看到罗马教中所普
遍存在着的罪恶，就感觉不满，
并公然地欢迎威克里夫所阐明的
真理；可是罗马教的领袖们看到
这一个改革家发挥比他们更大的
影响力，就极其恼恨。”（《善
恶之争》第5章,第5,6,7段）

本周阅读*
《使徒行述》第48,49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这项
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一
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