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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5日

信仰的高昂代价
圣经故事：马太福音24章;提摩太后书3:12
注释：《善恶之争》第1,2章
存心节：马太福音24:45-46

教学准备

学生将会：
• 知道为什么早期基督徒甘愿为自己的信仰面对

I. 大纲
早期基督徒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得不面对可怕
的处境。我们很难想像人如何才能忍受这些苦难，更不

死亡。（知道）
• 感觉到上帝的真实。（感受）

房

• 选择与上帝建立一种真实并持续增长的关系。
（回应）

必说甘心忍耐了。但是，这些基督徒却寻找到勇气去面

角

对最艰难的环境。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异常牢固，以至于
宁可殉道，也不愿违背自己的信仰。
一种单纯的信念是如何给人这种勇气的。一种坚强

III. 探索
• 一世纪的基督徒

石

的信念可以让人甘心战斗，可以让人去杀人，但却决无

• 逼迫

可能让人有勇气去平静地面对死亡。只有上帝住在一个

• 慈爱、信实、个人化上帝的存在

人心里，才能将这种噩梦般的迫害变成英雄的殉道。

你和学生可以登陆www.connerstoneconnections.net这

在马太福音24章中，门徒问耶稣末期有何预兆。耶

个网站，找到帮助你们探索这些以及其他话题的材料。

稣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祂给他们讲了
一个双重预言。警告他们耶路撒冷将在西元七十年被毁
灭。祂还将末期所要出现的一些兆头告诉他们。如果耶

教学

稣将祂可怕的死亡、耶路撒冷的毁灭和末期的情况一下
子全告诉门徒，他们是承受不住的。
耶稣只把当时他们最需要明白的告诉他们。他们需
要得到耶路撒冷毁灭的警告，好在那即将临头的大屠杀

I. 开始
活动
请指示学生们看课程中“你的看法”这部分。

中幸存下来。他们还需要知道末期的状况，好将这道警

完成之后，对他们的答案进行讨论。

告的信息传承下去。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预言的具体含

给学生提供两个假想的情况：

义，但如果他们为这些兆头而警醒，那他们就是安全的。

情况一：你在一幢着火的建筑物内看见了一个你所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爱的人。你知道，如果你冲进去救他/她，你可能遭遇
死亡，但那人将得救。如果你不去，你仍安全，但你所

II. 目标

爱的人必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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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二：有人告诉你，若是你不否认自己对耶稣的
信仰，就杀掉你。

故事介绍
请用自己的话分享以下内容：

这两种情况，学生们更有可能为哪种情况去牺牲生

逼迫是在别人反对你的信仰时发生的。侍奉是在你

命呢？是什么让他们甘愿为自己所爱之人去死呢？是什么

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上帝时发生的。我们中并非所有人

导致人与耶稣的关系比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实呢？

都能像特蕾莎修女那样，但我们确实可以把上帝吩咐我
们去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然后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安然

例证说明
请用自己的话说明以下内容：

见主。
耶稣告诉祂的门徒们将来信徒要面临的困难。然

特蕾莎修女是近代史上最有名、最具慈善和付出精

而，祂并不想让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不应惧怕大

神的女性。她于1910年8月26日出生，刚开始的名字叫

艰难时期并找个地方藏起来，而是应当想方设法帮助身

做亚格尼斯·冈克西。冈克西到了十八岁，当其他女孩

边的人，将剩下的事交给上帝。

子开始结婚并组建家庭的时候，她却决定要成为一名布
道士，并加入了爱尔兰的罗勒托姐妹修女会。她正是在
这个地方得到马利亚·特蕾莎修女这个名字的。同年一
月，她离开爱尔兰，起程前往印度。
特蕾莎修女在修道院工作两年之后，她获得许可组

房

石

在你和学生读完“走进故事”这部分之后，请将下
列内容用自己的话讲给他们听。

建一个新的宗教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就是去为那些穷

•把将来艰难时期的警告划出来。

人中最贫穷的人服务。

•将关于基督徒如何生活的吩咐圈起来。

1948年8月17日，特蕾莎修女穿着她的蓝边沙丽

角

“走出故事”的材料

（印度女性传统服装，类似长裙），义无反顾地走向印

•在有关耶稣降临之前世界状况的句子前面加一个
星号作标记。

度贫民窟的街头以及那些最贫穷的人中间。她照料那些

•我们自己能够控制多少事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些

患病的和垂死之人，为身上起疮溃烂的人擦洗包裹，给

事情都处于上帝掌管之下，将会帮助我们消除焦

饥饿的人食物，总之她在关注所有被忽略的人。在这样

虑。

独自一人工作数月之后，她从前的一些学生加入到她的
事业中来。

请使用下列经文作为与今天故事相关的附加教学材
料：使徒行传7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12:1-12。

特蕾莎修女甚至在共产主义国家开设救济院，让她
帮助穷人的工作扩展到印度以外的地方。她因自己的工
作受到过无数的奖励。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位身材瘦小的
修女，正在从事着世界上从未有人承担过的工作。一位
女性，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帮助世界上最为贫穷的人，
她的故事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她的足迹，去帮助
社会上最卑微的人们。

分享故事背景
请使用以下教材让学生获得相关故事更多的知识。
用你自己的话与他们分享。
特土良（西元160-220年）论到基督徒在罗马政府
面前的处境时这样说道：“我尊敬的官长，你就干吧。

特蕾莎修女死于1997年，她生前在123个国家建立

如果你牺牲基督徒，百姓一定把你捧到天上。折磨我

了610个基金会。她个人有什么财产吗？一身病痛，两

们，拷问我们，惩罚我们，压碎我们；你们的残忍只能

套换洗的沙丽，以及三双塑胶凉鞋而已！

证明我们的无辜。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忍受这些痛苦的原
因。你们的残忍所完成的工作，再没有比这更彻底的
了。它是我们为自己学校赢得人心的诱饵。我们在何处

II. 故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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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你们杀害，我们在何处的人数便会增加。

"

早期基督徒面临着可怕的逼迫，这其中有多种原
因。刚一开始，人们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教并无区别，但

优质教学的秘诀

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种完全新颖的宗教。它不属于任
何地区团体，传播速度像风一样，这使得敏感的罗马

如何表达欣赏

诚的欣赏。
一味责备青少年会让他们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拉比 101

当学生们做对了某事时，老师要对他们表达真

而走向叛逆。青少年会因别人的批评而感到尴尬并
更加叛逆，因此老师要注意对他们的评价。老师可
以说些更加积极的话，比如说：“你们这个小组相

人和犹太人大为恐慌。
基督徒拒绝敬拜罗马皇帝。他们只敬拜自己的上
帝，并且也不参加罗马人相信能够取悦自己，又以自
我为中心之神明的异教礼拜。他们认为基督徒大大地
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和财产。特土良写道：“百姓把每
一样公共灾难和落在他们头上的不幸都归因于基督徒。
如果台伯河水涨过了两岸淹没了城墙，如果尼罗河水没

当有创造力！”或者发表更加直接的评论：“你们

有涨过两岸灌溉庄稼，如果天上不下雨，如果发生地

这个答案真的很有创意！这一定是经过广泛讨论和

震、饥荒或者瘟疫，百姓就会大声疾呼：把基督徒送去

思考的，做的很好。”

喂狮子！”

另一种表达欣赏的方法是在课下单独对学生谈

当时的基督徒看上去非常狭隘，不知变通。他们拒

话，然后马上打发他们离开，这样当他们受到老师

绝敬拜罗马皇帝，这一点就令周围的人大为不解。稍微

的赞扬时，也不会当众感到沾沾自喜。

敬拜一下皇帝对他们有什么损害吗？尤其是考虑到不敬
拜皇帝的死刑判决，又有谁会吝啬那点向皇帝献上的香

房

火和几句不疼不痒的颂歌而去选择死亡呢？当时基督徒
基督徒的鲜血是种子。你们这种强制逼迫使我们成
了教师。因为任谁看见这样的情形，都会被激动去探询
其中的实情。那些知道真相的人会被基督的爱激励，然
后加入我们的组织，不畏惧忍受你们的折磨和逼迫，因
为这将为他们换来上帝的全部恩典。”

角

的执着让他们饱受一般群众的不满。
除了这些，基督徒还忠于自己的信仰，即便遭受逼
迫和死亡也不肯背叛基督。
相关资讯请见以下网站：www.leaderu.com/orgs/
probe/docs/persecution.html.

结合学生课本…
请学生们查阅他们课程的其他部分。
* 名言锦囊

* 妙语连珠

请学生们回答“名言锦囊”中所引用的内容是

请向学生们指出今天学课中所列出的、与本周

怎样传达本课故事之重点的。

故事相关的经文。要求他们阅读经文并请每个

* 聚光灯

人选出他们今天感受最深的经文。然后，请他

请阅读“聚光灯”中的内容，然后向学生们指

们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

出，这些内容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从本周故事

或者，为选出与他们最有关的一句，你可以请

的注释——《善恶之争》这本书中找到。请

几个学生大声朗读一些指定的经文，然后进行

学生们回答，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和刚刚讨论的

讨论。

“走出故事”的材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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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小结

III. 结束

请用自己的话分享下列观点：

活动

早期基督徒面临着严峻的逼迫。但在上帝能力和临

请用一个活动结束课程，让学生用自己的话简单进

格同在的帮助下，他们却能够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坦然面
对死亡。上帝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真实。我们很难想像为

行汇报。
让同学们对以下事情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一代表最

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面临那样的逼迫和反对，但今天许多
国家的人们正在经历早期基督徒同样的试炼。

不重要，六代表最重要。

我们处于宗教自由的环境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平等
•言论自由

敬拜上帝，没有或者很少遇到逼迫。上帝对于我们来说

•为其他国家的人们争取民权

有多么真实呢？上帝对于我们是否真实到能够赐给我们

•促进自己国家人民的权利

和早期基督徒相同的能力呢？如果不能，让我们进一步

•按照自己良心意愿进行崇拜

来认识上帝吧。
上帝正在渴望与我们沟通并与我们分享一种真实的

•隐私权
关注一下学生们把“按照自己良心意愿进行崇拜”
排在第几。最后再问问他们这样排列的理由。

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嘴唇上的敬拜。让我们今
天就决定祈求上帝向我们显明祂有何等真实。

房
角
石

提醒学生坚持阅读计划，就是带他们走近对圣经那出自灵感的注释——历代之争系列
丛书。本课的阅读内容是《善恶之争》第1,2章。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社已经为你对《善恶之争》进行了专门的现代
化改编。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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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信．故事

房

角

石
2014年7月5日

圣经故事：马太福音24章;提摩太后书3:12
注释：《善恶之争》第1,2章

信仰的高昂代价

Photo by Terrill Thomas

房
角
石

5

存心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聚光灯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

“容许义人在恶人手中遭受逼迫的奥秘的神旨，常使信心薄
弱的人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上帝往往让极卑鄙的人顺利亨通，而

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

极良善和极纯洁的人，倒为恶人的残暴势力所苦害，所以有些人

就有福了。”

就想放弃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了。……对于上帝的慈爱，祂已经给

（太24:45-46）
了我们充分的凭据，我们不应该因不能了解祂的作为和美意而怀
疑祂的良善。……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比任何跟随祂的人在恶
人残暴之下所能受的苦惨重多了。”（《善恶之争》第2章，第
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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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看法？

请看以下所写事项，并将其按照你的重要程度进行
排序。其中哪些会让你为之付上生命的代价呢？
神学教义
个人信仰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你的民权
你的国家
别人的权利
让其他人不再受苦
是哪件事在你个人排序中名列第一？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
请说说你的理由。哪些事是你不愿意
着
，
门徒暗暗的来说：
为之付上生命的代价？

走进
故事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
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房
角
石

吗？

你知道
6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
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
来，说：“我是基督”，并且
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
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
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
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我们平时所谈论的早期基督徒所
受的逼迫，并不是发生在今天的北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
美。当别人不同意我们守安息日或
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
者因为我们的信仰而不再雇用我们
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时，我们经常以为这就是逼迫。（其
（“灾难”原文作“生
实更准确的说这叫做宗教偏见。）然
产之难”）。
而早期信徒所忍受的逼迫却是另外一
幅图景。他们面临死亡，面临着极其
那时，人要把
残忍、野蛮的死亡。
你们陷在患难里，
如今在世界上的其他
也要杀害你们；
地方，还有基督徒需
你们又要为我
要面对这种死亡。他
的名被万民
们为了敬拜上帝，不得
恨恶。
不以自己甚至家人的
性命为代价。他们为
了遵守上帝的律
法不惜牺牲自己的
性命。这才是对上帝真
正的热爱和忠诚！
（登陆以下网站，看看复临教会
如何与宗教偏见和逼迫作斗争：
http://parl.gc.advent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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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必有许多
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
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
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
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
到。’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
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
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
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方”
原文作“风”）。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
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
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
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
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
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挪
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
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
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
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
这样。’”

妙语连珠

走出
故事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
我。”（诗50:15）

你想耶稣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信息赐给祂
的门徒？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
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诗23:4）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诗116:15）

这让我们对门徒当时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有何认识？
他们如何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沟通呢？我们如何能做到
呢？

这道信息对于耶稣时代的人有何重要意义？它对今天的我们
又有何重要意义？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
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
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罗8:35）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
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
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
生命的冠冕。”（启2:10）

房
角
石

你想什么人在何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欺骗上帝的百姓呢？

言锦囊

名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除了天父之外，谁也不知道耶稣复临的
准确时间。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想方法来计算出祂复
临的准确时间呢？

7

“折磨我们，拷问我们，惩罚

今天的世界与“挪亚的日子”有何相似之处呢？

当你阅读这段经文时，你觉得其中所描述的末期
和艰难的时刻是否会有心中害怕的感觉呢？请
说说你的理由。

我们，压碎我们；你们的残忍
只能证明我们的无辜。这就是上
帝让我们忍受这些痛苦的原因。
你们的残忍所完成的工作，再没有
比这更彻底的了。它是我们为自己
学校赢得人心的诱饵。我们在何处被
你们杀害，我们何处的人数便增加。基
督徒的鲜血是种子。你们这种强制逼迫使
我们成了教师。因为任谁看见这样的情形，
都会被激动去探询其中的实情。” ——特土良，
二、三世纪神学家和基督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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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启示录2:10说，那些“至死忠心”
的人将要承受属天的赏赐。你的
生活中有没有你愿意为之牺牲生
命的事呢？如果有，你为什么愿
意为它们牺牲呢？请看“你的看
法”这部分的列表，扪心自问，
你愿意为其中哪项或者哪些事情
牺牲自己呢？
我们社会上的许多工作非常危险。
请列出三种人们需要冒生命危险
的工作。在每一种工作旁边，写
出你对从事这一职业之人的感受。
他们愚蠢吗？他们疯狂吗？他们
英勇吗？

在马太福音24章末尾讲了一个比
喻，说的是主人远行，临行前交
代一个仆人负责保障家人的饮食
（或按时分粮给家人）。主人回
来时，那仆人若遵行了主人的命
令，他就有福了。
确定三件你相信上帝想让你马上
在生活中实行的事情。这些不必
是什么大事或惊天之举。那个受
托的仆人也只不过是负责安排家
人的饮食罢了。现在看看自己所
列的这三件事。它们的意义何在？
即便过程困难，你在做这些事时
投入的精力如何呢？

星期四
我们或许不会因自己对耶稣的信
仰而面对死亡，但我们确实会遭
到反对。从早期基督徒的经历中，
你从哪些方面可以找到坚持自己
信仰的勇气呢？

今天就向上帝祷告，不仅让祂显
明希望你去做什么，还要把实行
祂旨意的勇气赐给你。

星期五

房
角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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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星期日
马太福音24章中，门徒们问耶稣
末期有何征兆。耶稣告诉他们的
是一个双重预言。头一个层面，
耶稣是在警告他们西元七十年即
将临到的耶路撒冷的毁灭。这是
场极其可怕的灾难，耶稣希望祂
的百姓能够逃脱。怀爱伦说这场
围困中没有一个基督徒丧命，因
为他们一直在守望耶稣当年给他
们的兆头。耶稣所讲预言的另一
层含义，是对基督教的历史以及
祂第二次降临之前世上所要发生
的大事做一概述，而这也是门徒
真正想问的事情。你想耶稣为什
么要这样将信息告诉他们。耶稣
所受的折磨和死亡，耶路撒冷的
毁灭，和世界末了的情形，门徒
当时能否一次承受这么多可怕的
事实？有关上帝如何与我们沟通，
你觉得这件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星期一
当我们思想耶稣再来时，心中时
常担心自己是否预备妥当。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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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浏览一下今天的报纸或网路新
闻，注意一下所有关于人类受苦
的故事。你看到的这些故事都属
于哪些类型呢？好人受苦，这是
一个有史以来人们一直百思不得
其解的问题。对于你所看到的这
些人们受苦的故事，想想上帝在
这些遭受痛苦之人的经历中可能
会如何开展工作？再去看看今天
的存心节。上帝如何要求你去照
料自己身边的人呢？

上帝是真实可信的！如果早期基
督徒没有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
感觉到上帝与他们同在，你想他
们会坦然甘心面对死亡吗？你与
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对于你来说，上帝是否仅仅是一
个概念呢？是否仅仅是一个理想
或一套价值准则呢？如果你在自
己人生中没有以真实的方式来经
验上帝，那么你绝对是错过了某
种激动人心、给人力量的经验。
上帝对你有多真实呢？你希望上
帝对你有多真实呢？

星期三
每当想到早期基督徒所忍受的痛
苦，便会让人心里感到不安。面
对死亡毫无恐惧，这并不是人类
固有的性质。看看本课“妙语连
珠”中的经文。在每一节经文旁
边写出它所提供给你的希望。
你觉得早期基督徒是从何处获得
为了信仰而面对死亡的力量呢？
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事实，如何将
这样一场噩梦般的死亡，变成他
们为了信仰而英勇地站立呢？

本周阅读*
《善恶之争》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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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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