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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路加福音21:12;提摩太后書
註釋：《使徒行述》第48,49章

孤身一人卻非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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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聚光燈

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

“在希臘和羅馬人中，按照慣例准許被告有權雇請律
師出庭為他辯護。這樣的一個律師藉著有力的論據，動人
的辭令，或者由於央告、懇求、與流淚，往往竟為囚犯獲得
有利的判決，即或不能作到，也可能減輕他的嚴重處分。

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

但當保羅被傳到尼祿面前時，卻沒有人敢於出面作他
的顧問或律師；也沒有朋友在場記錄那些控告他的罪狀，
或保存他為自己辯護時所提出來的論據。在羅馬的基督徒
當中，沒有一個人在這苦難的時辰出來站在他旁邊。”
（《使徒行述》第48章，第2段）

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
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提摩太后書4:8）

你

的 看法？

這些苦難。然而
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
信的是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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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羅由於奉耶穌基督的名傳揚救恩的信息而遭
遇劇烈的逼迫。你能從聖經中再列舉兩位因為信
仰或順從上帝而遭遇逼迫的人物嗎？請簡單描
述這兩人的經歷。
1.

走進
故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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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你 不要以給我們
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
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
總要按神上帝的能力，與
我為福音同受苦難。
上帝救了我們，以聖召召
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
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
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
穌裏賜給我們的。但如今
借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
顯現，才表明出來了。他
已經把死廢去，借著福
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
顯出來。

在美國的政體中⋯⋯聯邦法律
在罪犯超過四十項罪名時才批
准死刑，其中包括謀殺、叛國
罪、以及與劫機、毒品走私、民
事權利、暴力相關的謀殺。觸犯
國家刑法之後，包括叛國罪、謀
殺、強姦，大部分州政府也會批
准執行死刑。
處決罪犯的方法在各個州也不盡相
同。大部分州政府對死刑犯採取的
處決方式是注射處死——對死刑犯
注射足以快速致死之劑量的藥物或化
學藥品。其他常見的處決方法還包括
我 為這福音奉
致命毒氣和電刑。（微
軟公司®英卡塔電子百
派作傳道的，作使
科 全 書 ®百 科 全 書
徒，作師傅。
2003。 ©1993-2002微
為這緣故，
軟公司。版權所有）
很多相信上帝的男女因
我也受
為傳揚基督的福音而
被視為罪犯，甚至
被處死。請閱讀聖
經啟示錄20:4，找出他
們會享有何等的賞賜。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
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
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
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
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
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
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
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有
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
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我在上帝面前，並在將來審
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
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
戒人，勸勉人。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
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
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
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
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提摩太后書1:8-12;3:1-5;4:12,7-8）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后書1章8節對提摩太
說，“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
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你曾否因為其
他人的見證而感到尷尬呢？你曾否為一個人的
見證而辯護呢？請加以解釋。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
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上帝。”
（猶24節）
“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
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
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那召你們
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帖前5:23,24）

請再次閱讀本課“聚光燈”這部分。當使徒保羅必須要站
在尼祿皇帝面前受審時，他沒有辯護律師。身邊沒有任何
人為他辯護。當我們需要一位辯護律師的時候，誰會為我
們講話呢？（閱讀約翰一書2:1）
何時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
他而行，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
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
也更增長了。”（西2:6,7）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
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消滅聖
靈的感動；”（帖前5:16-19）
“你當 竭 力 在 上 帝 面 前 得 蒙 喜
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保羅所說的福音是甚麼？

你如何能像使徒保羅那樣將這福音傳給家人、朋友、和鄰舍
呢？

為甚麼傳揚福音的人會遭遇苦難？

言錦囊

名

“我們中間有多少人可以饒恕
那些敵對你，傷害你的人，上帝
卻這樣對待我們。”——扭轉一切
的祈禱，史多美·奧馬森。

聖經中說甚麼事情可以防止我們變得自私、高
傲、貪婪、頑梗、不知感恩、沒有愛心、不
寬恕人、不顧及人呢？

“勇氣幾乎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辭匯。它
意味著對生命強烈的渴望，而同時又以
時刻準備面對死亡的形式表現出來。”——
G.K.賈斯特頓，二十世紀早期英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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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星期三

請用你自己的話寫出本週存心節
的意思。

在舊約聖經中，有哪些人物因為
行得好而被殺害或者受到威脅呢？
請閱讀以下經文，從中尋找例證：
以斯帖記3:1-9;創世記4:1-8;列
王記上19:1-3

星期日
提摩太后書2:15記載：“你當竭
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
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這裏所說的“按著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是甚麼意思？（如
果可能，請查閱不同版本聖經中
的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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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請填空完成以下的經文：
“主必救我脫離____________，
也必____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
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提摩太后書4:18）

星期五
星期一
請在以下的詞語中選擇近義詞，
填寫在下方的橫線上。
囚犯
審判

虐待
說服

尷尬
辯護人

勸說_________ 俘虜_________
羞愧_________ 判決_________
逼迫_________ 律師_________

星期二
保羅必須要站在羅馬皇帝尼祿面
前為自己辯護。猶太人控告他犯
了褻瀆的罪，而且稱他為異端。
許多猶太人並不接納保羅的教訓：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他們認為這
是褻瀆的行為。他們還認為保羅
違反猶太人傳統的教訓和律法。
他們都是在誣告保羅，保羅是無
辜的。有朝一日，耶穌要來審判
這個世界，但是祂真正的門徒能
通過審判，不會被各樣控告壓倒。
為甚麼會這樣呢？

使徒保羅是基督勇敢的戰士。多
年來，敬畏上帝的人們奮勇宣揚
基督的福音，並且維護上帝話語
中的真理。很多人都會因為自己
的信仰而遭遇迫害。在懷愛倫的
著作《善惡之爭》一書中，她記
載了很多敬畏上帝之人為了擁護
真理而遭受了巨大的磨難。請認
真思考以下關於英國宗教改革家
約翰·威克裏夫的記載。他認為一
般人都應該擁有聖經，以便他們
能親自閱讀並學習其中的真理，
而不是僅僅從學者和主教口中領
受，因為這些人常常教授虛假的
教義：
“威克裏夫在大學讀書時已開始
研究《聖經》了。在那時期，只
有古文的《聖經》，所以惟有學
者才能找到這真理的源頭，至於
一般未受教育的人卻無從尋找。
威克裏夫日後進行宗教改革的工
作，在此時已經有準備。在他以
前已經有不少的學者研究過《聖
經》，並找到其中所啟示有關上
帝白白賜下救恩的偉大真理⋯⋯
“威克裏夫注意到《聖經》，便
認真下手研究；他過去怎樣透徹
地鑽研其他的學科，現在也照樣
地去研究《聖經》。以前他曾感

覺到自己有一種大需要，是他的學
問和教會的教義所不能滿足的。如
今在《聖經》裏他找到了過去所
無法找到的真理。在《聖經》中，
他看明上帝所啟示的救恩計畫，
並看明基督為人類的中保。於是
他獻身為基督服務，決心要宣傳
他所發現的真理。
“在工作開始的時候，威克裏夫
並沒有預料這工作將要發展到甚
麼地步；象後起的改革家一樣，
威克裏夫原來無意與羅馬教廷對
立。可是一個效忠真理的人，至
終不得不與謬論發生衝突。他既
看出羅馬教的錯謬，就更熱切地
傳講《聖經》的教訓。
他既看出羅馬教廷已經離棄了上
帝的真道，去隨從人的遺傳；他
就毫無忌憚地控告神父們，說他
們已將《聖經》置之度外了。他
非要他們把《聖經》交還給廣大
人民，並在教會中恢復《聖經》
的權威不可。
威克裏夫是一個精明強幹的教師，
也是一個富有口才的傳道人。在
他日常生活上實踐他所傳講的真
理。他那對於《聖經》的知識，
辯證的能力，和生活的純正，以
及他那不屈不撓的勇敢和正氣，
博得一般人的尊敬和信任。
多數的民眾既看到羅馬教中所普
遍存在著的罪惡，就感覺不滿，
並公然地歡迎威克裏夫所闡明的
真理；可是羅馬教的領袖們看到
這一個改革家發揮比他們更大的
影響力，就極其惱恨。”（《善
惡之爭》第5章,第5,6,7段）

本週閱讀*
《使徒行述》第48,49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這項
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完一
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