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難來到才想起要從他人求得屬靈的能源，是不可

能的；屬靈的資源平時就應預先儲存好才是。

─喬治威廉（George Williams）

怎樣 
預備迎接苦難？

第十三章

Till Armageddon.indd   195 2/28/18   11:10 AM



196

如果你們國家許多大城市突然間遭到導航飛彈或敵軍

轟炸機摧毀淨盡，你怎麼辦？若所有的重要工業、公共設施

和學校都被敵人佔領了，你會怎樣？萬一你被一群恐怖份子

綁架，淪為人質，你又怎樣？假使你沒有經歷過這些恐怖事

件，也許你便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一個基督徒在國家有難時該怎麼辦？他該有怎樣的態

度？他該選擇哪條路？萬一美國的教會也像其他許多國家一

樣遭受迫害時，我們該怎麼辦？

若和世界上其他許多地區相比，美國對於逼迫與蹂躪是

一無所知的。我們整個國家對受苦和犧牲的真正意義是沒有

什麼概念的。

在過去兩、三個世紀裏，當世界上有一些國家的基督徒

深受逼迫時，美國的信徒竟完全免於受害，這是極不尋常的

現象。尤其是近幾年，我們正活在一段反常的時期裏，因為

基督教在美國十分受歡迎，至少在我寫本書時還是如此。你

只要看看每年出版幾百本的屬靈書籍，還有福音電影、電視

和廣播節目等，甚至美國一些資深而著名的雜誌也帶有一些

基督教的色彩。但是，照我個人的判斷，當世俗的物質主義

啃蝕著這個國家的靈魂時，基督教受歡迎的年日真會愈來愈

短了。

在世界其他地方，作基督徒若不遭受逼迫，也總要面對

某些苦難。其實主早已警告祂的門徒：要相信接受祂，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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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人歡迎；反而要為祂的緣故隨時準備面對苦難。

苦難不是反常的事

聖經說：「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

迫。」（提後3: 12）主耶穌說，當祂快來時，「人要下手拿住
你們，逼迫你們。」（路21: 12）

沒有一處聖經說，為基督的緣故我們永遠可以避免肉身

的逼迫。其實我們不受逼迫才是不正常的現象，正常的情形

是基督徒一定會受逼迫。

由於我們在這個國家裏，很少有宗教迫害的經歷，所以

當壓力一來臨，許多人都會否認主。目前在世界其他各地基

督徒所遭遇的迫害，也很可能會發生在歐洲、加拿大、澳洲

和美國。

前英國康德堡的主教唐納柯（Donald Coggan）在倫敦發
表演說中提到，他最近去某個國家訪問，親眼目睹一些信徒

遭逼迫的情形。

他說：「基督徒的信心正受火一般的試煉，他們的見

證何等偉大，我不知道當我們落在同樣處境時，我們怎樣生

活？我們在英國是否太舒適、安逸，無法承受逼迫？我們將

會失敗，還是和他們一樣得勝？」

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索的問題。萬一逼迫臨頭，你我怎

麼辦？其實我們到那時所做的，與現在所做的不會有什麼不

一樣。我們中間那些為信仰大聲疾呼的人，可能最先投降；

許多自誇剛強勇敢的人可能最膽怯。很多人會像彼得一樣

說：「眾人雖然離棄你，我卻永不會離棄。」但他卻是第一

個跑到敵人營火前取暖的人。

主耶穌提到末世時，曾警告門徒說：「那時，人要把你

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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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太24: 9）祂又說：「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
心才漸漸冷淡了。」（太24: 12）

保羅在提到「與空中屬靈的惡魔」爭戰時說：「所以要

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

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弗6: 13）
這裏有五點可用來作為裝備「全副軍裝」的方法。請記

下來，天天思想它們，並將之付之實行。

看神

第一，我們必須確定自己與神的關係。當先知阿摩司看

到審判的日子臨近以色列時，他就警告人要「預備迎見神」

（摩4: 12）。「預備」二字應是每個人都當留意的鑰字。
說來真奇怪，我們常為許多事做事前的準備工作，卻

不會預備自己迎見神。我們會為婚禮、為我們的事業準備；

我們會為運動員作賽前準備。世上任何一個選手若想參加奧

運代表隊，每天就要苦練幾個小時；也許經過多年的訓練，

才覺得自己準備好了。但我們卻不預備迎見神。甚至我們中

間許多人已經看見天邊烏雲密布了，仍然很少預備自己迎見

神。然而今天就是悔改和相信的時候。現在就是尋找失喪靈

魂的時候。現在就是看看我們靈魂的錨是否拋牢的時候。

與神同行

第二，我們應學習在每天生活中與神同行。

亞伯拉罕與神同行，被稱為神的朋友（賽41:8；雅2:23）。
挪亞與神同行，當洪水來時，他蒙了拯救。摩西在曠野與神

同行，當神的審判臨到埃及時，他已預備好帶領他的百姓出

埃及。大衛作牧童的時候與神同行，當神呼召他統治以色列

民時，神預備他作王。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在巴比倫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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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當危難來時，不論在獅子坑中或在火窯裏，神都與他

們同在。

但是聖經並沒有說，神一定會救祂的聖徒脫離兇惡。我

們若細讀希伯來書11章，就會發現除了亞伯拉罕、摩西、但
以理或大衛外，還有許多信心的偉人，他們也與神同行─

然而他們卻遭身亡。神沒有應許要救我們脫離患難，祂只應

許在患難中與我們同在。

司提反是一個「大有信心、聖靈充滿」（徒6: 5）的年輕	
人。雖然人用石頭打死他，但是他卻得勝地進入天家。如果

你每天沒有與神同行，使裏面的人天天剛強，當危機來到

時，你就會戰兢恐懼，落荒而逃，一點也沒有能力為主站立

得穩。

寶貴神的話

第三，我們需要用神的話來堅固自己。我們要研讀、查

考、背誦，更加殷勤地追求。

保羅說：「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弗	

6: 14）這裏所說的「真理」就是神的話。他又說，「拿著聖靈	
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弗6: 17）我們裏外都要被神的話所
裝備。要能如此，就需勤讀、吸取神的話，並且得著餵養。

我們必須讓神的話成為我們的寶劍和能力，因為神的話是活

潑而有功效的，是靈魂的堡壘。

對很多人而言，聖經只不過是一本歷史事實的參考書罷

了。所以他們不但不常讀聖經，更不會喜愛聖經，把它當作

屬靈的寶劍。很多基督徒都患了惡性貧血，對神的事認識得

非常貧乏有限。結果等到危難來臨時，心中絲毫沒有準備。

我們需要讓神的話成為我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把神的話藏

在我們的心思意念中。一旦聖經被人取去，我們還能記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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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在心裏慢慢咀嚼，消化。

我們聽到許多基督徒在集中營裏，雖然沒有聖經，但早

已把大部分的聖經記在心裏的見證。當他們一遍遍地重覆思

想神的話時，心裏有何等大的喜樂、安慰和力量。有一位基

督徒在集中營裏三年，他告訴我在他被監禁期間，惟一遺憾

的事就是平日沒有背下更多的聖經。

操練禱告

第四，我們需要禱告，使我們剛強。聖經提到「磨難的	

日子」時說：「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6: 18）如	
果我們要在國家危難時，為主站立得穩，就需要重新發現禱

告的能力。主耶穌也教導我們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路18: 1）
初期的教會都深知禱告的價值和必要性。在當時每一次

主要的屬靈復興之前，都有熱切的禱告。五旬節就是因有迫

切同心的禱告才降臨的。

耶路撒冷的教會在遭受逼迫時能恆切禱告，結果「他們

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4: 31）當使徒彼得
被希律王監禁時，耶路撒冷的信徒迫切禱告，彼得就奇妙地

被釋放了（徒12: 1-17）。
保羅和西拉在監獄中禱告，腓立比的獄卒就信了基督；

他們也被釋放了（徒16: 25-34）。
基督教若要在一個無神而崇尚物質的世界中繼續存在，

我們就必須先為著我們貧乏的禱告生活認罪悔改；我們必須

把禱告當作是最重要的事。禱告會應該是任何教會最重要且

最有意義的聚會。

我們在舊約中讀到一個既邪惡又有勢力的外邦國王，名

叫西拿基立。這位亞述王誇下海口，發誓要以大軍殲滅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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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的百姓，侵占他們的地土。在他果真採取行動前，他差遣

使者對以色列人說：「我列祖所滅的國那些神中，誰能救自

己的民脫離我手呢？難道你們的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嗎？」

（代下32: 14）
當時亞述國造出一種大型堅固的戰爭武器，在猶大和以

色列國中肆無忌憚地蹂躪。若要比當時的武器設備，亞述人

一定遙遙領先。他們那些武裝軍隊東征西討就像今天有些國

家的情形一樣，只要西拿基立開口說話，全世界都會顫抖。

猶大王希西家知道，按人看，亞述王確實有理由高傲

自誇：他們的兵多馬快，所向無敵。希西家全然知道，除非

神幫助，否則祂的百姓就要從地上被剪除。這時他默然依靠

神，他的祕密武器就是禱告。

聖經說：「希西家王和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因此禱

告，向天呼求。」（代下32: 20）請注意這個戲劇性的場面─
身為一國之君的王和神的先知，在神前雙雙跪下懇切禱告，

結果奇蹟發生了！

「耶和華就差遣一個使者進入亞述王營中，把所有大

能的勇士和官長、將帥盡都滅了。亞述王滿面含羞的回到本

國……這樣，耶和華救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脫離亞述	

王西拿基立的手，也脫離一切仇敵的手，又賜他們四境平

安。」（代下32: 21-22）歷史上，每當神的子民回轉求告神時，
神蹟便隨著他們。神對我們的應許仍然是：「在患難之日求

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50: 15）
今天這個時代，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個人及全國都肯來到

神面前悔改，否則審判必然臨到。這並不是說一個國家就不

必武裝自己；每個國家都當裝備自己，在國防上鞏固堅強的

防禦力，以免敵人攻擊。然而，軍事的裝備無論如何都無法

取代屬靈的預備。我們需要藉著神的兒子耶穌，與神有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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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的關係，這樣才能產生內在的力量。

不久前我在一份英國報上讀到一篇文章，標題是：「英

國─它活得下去嗎？」作者指出，除非英國有屬靈和道德

的覺醒，否則五年之內它將被另一個無神主義和物質主義的

政府所掌握。

舊約的希西家和以賽亞在國難當頭時，第一件事就是

俯伏在萬能的神面前屈膝懇求。他們沒有求神站在他們那一

邊，卻求神使他們站在神的那一邊。因著他們迫切的祈求和

他們正直公義的生活，神差遣了大隊的天軍來拯救猶大的百

姓。

然而，神也不一定經常會救拔祂的兒女脫離危難。比如

說，七十年代，在烏干達很多人迫切禱告求神解救他們脫離

迫害；烏國當時的暴君屠殺了許多信徒。神拯救了他們，但

並沒有按著他們所求的方式。我們基督徒應該接受一切神所

賜的，心中隨時預備接受革命，甚或磨難和死亡的來臨。

彭柯麗寫過她在納粹黨的集中營裏，怎樣學習禱告的功

課；禱告是她的避難所。她藉著禱告認識基督在她生命中的

真實性；雖然苦難的重擔何等沉重難當，她卻禱告說：「主

啊，教我把一切的重擔卸給你，使我輕省。只有你的聖靈能

教我這個功課。主啊，求你賜我聖靈，我必得著信心，使我

不再擔負憂慮愁煩。」

操練與基督同在

第五，我們必須體認主不斷的同在，使我們剛強壯膽。

司布真有一次說過：「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十五分鐘不感到基

督的同在。」很可惜，我自己不能這麼說。我們必須操練與

基督同在，不僅是在受痛苦和試煉時，就是平常也是如此。

主吩咐門徒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主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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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應許，正可用來鼓勵我們：「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太28: 20）這是對順命的門徒所有的應許，
這應許也包含了一切其他的應許。

韓德里‧慕利（Handley Moule）博士曾為英國國教會的
主教，也是著名的希臘文學者。他說：「『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話，可以解釋作『我必天天、時時與你們同在』。」也就是

說，我們不僅每一天，而且是每時、每刻都可保證基督與我

們同在。祂同在的事實是不容置疑的，因為祂的話不會落

空。我們需要操練每天、每時、每刻感受祂的同在。

幾年前內人不慎跌了一跤，腦部受震盪，有將近一個星

期不省人事。她的腳有五處跌傷，臀部也受傷。當她開始恢

復知覺時，她發現自己喪失許多記憶力。最叫她難過的是她

竟然忘記了過去多年來所背誦的經文。對她來說，這一生中

所背誦的經文比世上一切的財寶都要珍貴。

有一晚當她禱告時，心中實在沮喪；這時不知從那裏冒

出一句經文來：「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她不記得自己

曾背過這句話，但神卻把這句話放在她心中。漸漸地，其他

的經節也一句句的回到她腦中了。有趣的是，當她還在恢復

記憶時，她又背了羅馬書8章31-39節，而且不斷重複地唸著
這段經文：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

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

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

我們嗎？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

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

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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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

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

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

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

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

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我巴不得你也能把這一段背下來，把它藏在你心裏。當

逼迫、痛苦和危難來臨時，這些話會一再地回到你心裏。

如果我們在危難時仍然對神有信心，主對我們就會變得

更真實。說實在的，有誰知道危難還有多久才會來到呢？神

的審判已經可以從聯合國大會中、從政治領袖的會議中、從

世界各大新聞和電視網的編輯室中、從全球各國的人中依稀

聽到。世界瞬息萬變！回轉歸向神的需要已迫在眼前了。

先知以賽亞的話，使那個無神的侵略者驚慌失措；這對

今天的我們也正合適：「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

相近的時候求告祂。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

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

們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賽55: 6-7）
大衛證明了一個人外在的武裝遠不及內在的裝備來得重

要。除非有一批正直、有信心、有目標的人能毫不畏縮地對

主至死忠心，否則這個世界的未來必然是黑暗的。

鞏固基督徒家庭

在我們預備自己，去面對那些無法避免的痛苦和逼迫

時，我們也需要加強基督徒小組聚會，就是所謂「基督徒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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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怎樣預備迎接苦難？

胞小組」。很顯然的，這個小組的建立是從家庭開始。今

天不論是在美國或是許多其他地方，我們看到許多的家庭破

裂，離婚率上升，而沒有結婚就同居的事，也愈來愈平常；

只有堅強的基督徒家庭才能勝過這世界的浩劫。

為了預備面對將要來臨的危機，我們必須鞏固每個家

庭。前面我已提過的幾點也適用於我們的家庭生活。首先，

我們必須以神作我們家庭生活的中心和內容。第二，我們整

個家庭需要每日與神同行。第三，全家一起讀經和背聖經是

不可或缺的。我們沒有一天不需要全家聚在一起交通神的

話；同時，一家人應該同心「讀、記、學並真正吸收」神的

話，作為面對逼迫的準備。

家庭禱告是屬靈得力的第四個要環─這是我們用來抵

擋敗壞世界的力量。全家人一起禱告的習慣是使家人同心合

一、彼此激勵最有效的方法；只有藉著禱告與神有直接的交

通，我們才能帶著安全感與寧靜的心情向這世界作見證。全

家一起禱告，也可以幫助個人在每日生活的壓力中更有效地

禱告；家是學習這個屬靈功課最好的地方。

我所說的這種家庭小組，和今天教會中的各種團契小組

一樣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當主內的弟兄姊妹藉著神的話和禱

告聯合在一起時，他們的信心和見證一定會增強。尤其在痛

苦來臨時，別人的鼓勵更有幫助。聖經勸勉我們「各人的重

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6: 2），要「彼	
此勸慰，互相建立」（帖前5: 11）。這些事在基督徒小組中
最容易實行；若果真如此行，我相信一定會有奇特的事發

生。

舉例來說，我們已聽說中國大陸的教會在受到二十五年	

嚴格的管制後，仍然存在。怎麼可能呢？因為有健全的「家

庭教會」。這種家庭教會是在文化革命期間被迫變成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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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許多小群信徒定期聚會，研讀神的話。雖然在那段期

間，人曾盡力毀壞聖經，然而當一小群基督徒聚在一起時，

因為人背下的幾節甚或幾段經文，有些聖經就這樣被保存了

下來。這些在監獄和勞改營中的中國基督徒，他們信心的火

焰能熊熊地燃燒，並且帶領其他的中國人歸主。

我們美國人呢？這項挑戰是針對我們每個人的。歸根結

底，我們預備接受苦難最好的裝備就是不斷地使我們自己的

靈命進深─就是使我們自己的生活在靈裏深深地扎根。

使徒保羅當年勉勵信徒「要被聖靈充滿」（弗5: 18），
這不只是一個建議─它乃是一個命令。在希臘原文中，這

個動詞用的是現在式，表示一種連續不斷的情形。保羅是說

要「繼續不斷地被聖靈充滿」，這不只是一次特別的經驗，

而是持續的經驗。我們應該作個盛滿神豐盛的器皿；我們

也應像活水的泉源，讓我們豐盛的生命也能供應我們周圍的

人。

這就是我們在面臨危難和試煉時應使用的方法。當危難

的日子來到時，我們不是依靠周圍的環境，而是依靠那隱藏

在我們裏面的那股能力。這股能力不是我們的，而是神的。

我們要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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