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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苦楚，同得安慰
一個聖徒真正明白苦難的意義而不再懼怕，甚至享受苦難中神的恩典之那
一刻起，才能自一切苦難中完全得著釋放，享受藉苦難而來七倍的祝福，並
祝福許多同在苦難中之人。人生便如「武館中的修練」，亦如「競技場中的競
賽」，均為著天國（永遠的家鄉）的榮耀而存在。人生的目的，不在平安無事
屬世的享樂、成功、烏託邦理想國或大同世界之建立。透過地上這七、八十年，
要獲得的就是永生和永遠的冠冕，並賜福將來的世代。為達成此一目標，適
當的挑戰、矛盾、苦難、課題、磨練，是不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世人四處尋找的
那種理想國，是根本不存在於這世上的，也根本不合乎目前人類所居的靈界
和物質世界之現況。其實，神為聖民預備幸福美滿的人生，是遠超過夢想的，
並且已實際地隱藏在聖民目前的各項條件中。然而，一個人直到自己所追求
的理想國完全幻滅，而真正明白事實，面對神所預備的課題與磨練之前，絶
對無法發現神所預備的人生是何等完美。正如舊約傳道書所強調，儘快丟棄
虛空的目標、關注、興趣，恢復創造主在聖民一生中所安排的終極目標（榮神
益人、建國；重生、成聖、得冠冕），願意察驗生命的主宰在凡事上的美意，
並喜愛順從時起，才能真正享受「愛神、愛人的喜樂、吃得喜樂、喝得喜樂、工
作喜樂、休息喜樂」之幸福美滿的日子。儘早明白神為我定的人生意義，勿逃
避苦難，勇於面對天路歷程中隱藏的各種挑戰、矛盾、苦難、磨練時，才能真
正宣告：「我悲哀的日子完畢了！」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的日頭
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
〈賽60:20〉。若能儘早認識這奧秘，並儘早開
始享受那豐盛美滿的人生，有多麽好？但大多數人真正明白此奧秘，是經歷
許多苦難，年事已高、欲振乏力時，才領悟而丟棄那一生緊緊抓住的天真夢
想，這是何等可惜呀！
主耶穌基督，正坐在寶座右邊為聖民祝福禱告：「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
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林後1:2〉原來主所賜既完整又絶對的恩惠、平
安，已永遠與聖民同在。這是「永遠不變的絶對事實」，「絶對的事實」是不受
「相對的條件」所影響。很多時候聖民不能享受這絶對的恩惠、平安，卻常常停
留在不安、憂慮、懼怕的狀態，是因我們的動機、目的、貪心、著急、灰心，且因
不明白、不相信、不順從而來。但願，藉本週的學習和禱告，每個人都能明白
苦難的意義和其所帶出的祝福，從今以後無論任何條件、情況，都能享受神
所預備豐盛美滿的人生。
哥林多後書，是保羅為要證明「自己是蒙主基督呼召的使徒」，並要安慰
與他同受苦難的聖徒，使他們在苦難中同得盼望和安慰，更要使他們享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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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所賜完整的恩惠與平安。保羅為自己使徒的身份辯護，並非為捍衛自己
的名譽，乃是為使聖徒不失去「因保羅所傳的福音信息和展開的事工，是神
親自藉保羅所做之信心而來的豐盛恩典！」因當時哥林多教會有些人，因保
羅傳福音遭遇許多苦難而懷疑他是否為神所重用的僕人，此等眼光不但使神
藉著保羅給他們的恩典大打折扣，也會動搖許多因福音受苦的聖徒和整個教
會。

讀經：林後1:1-14
1 奉神旨意（聖徒的身份、角色、使命、遭遇、每日應做的，都是奉神旨意而行
的），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聖徒的家庭、團契、教會，都是神親自建造的），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2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保羅能如此祝福哥林
多、亞該亞的眾聖徒，是因為保羅已知他們是聖靈所召聚蒙愛、蒙恩的生命。
因此，保羅如此祝福，本即聖靈的感動。所以，擁有這蒙愛證據之聖徒，必
要享受已恢復在自己生命裡永遠絶對的恩惠、平安，同時也要相信：自己有
感動而為其祝福之人，都是蒙愛的，所祝福的必將成就）。3 願頌讚歸與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聖徒所遭遇任何
事情和情況中，父神都已預備了慈悲、安慰、祝福，只要尋找必能看見），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非僅限於某些患難中，乃是各式各樣、一切的患難，即
目前自認困難的那件事中），他就安慰我們（信神的話，靠聖靈的同時，得
著安慰），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所以，聖
徒所遇的矛盾、難題、苦難，就是肢體的益處，也是聖徒個人的冠冕）。5 我們
既多受基督的苦楚（苦楚，是因聖民成了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而來，也可說是
為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使後來的世代因我同得安慰、同得勝利），就靠基
督多得安慰（在基督裡必有得安慰的答案，並且苦楚越大，安慰越多）。6 我
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傳福音拯救人、安慰人的事工中，
必有爭戰。今日蒙受如此救恩，都是由於歷代肢體們受過的患難而得；今日
的聖徒在傳福音上所受的患難，也都是為了後來的世代。基督的肢體，均為
一體、一個基業、一個命運共同體了！），我們得安慰呢（在苦楚中所發現的
答案和恩典）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
楚（聖靈用前代聖徒所得的答案、恩典，來安慰、堅固後代的聖徒）。7 我們為
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當
看到「在相同苦難中，得著相同安慰」之人時，可知「那人是蒙召、蒙愛的，也
是將來更蒙大恩的人」之確據）。8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
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保羅
曾經在路司得被石頭打死〈徒14:19-22〉），9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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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此即叫人在一切矛盾、苦難中都能得
安慰、得勝之唯一秘訣。無論任何情況下，只要願意捨己而順從神的話和聖靈
就能看見神的幫助和能力彰顯）。10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
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永遠再無問題的，才稱為「基
督徒」）。11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
多人所得的恩。12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
實，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神藉著祂的話、基督、聖靈，
在聖徒心靈、身體、生活裡所顯明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教會的運作，
更要靠神的話、基督、聖靈）。13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並不外乎你們所念
的、所認識的（均合乎所念、所認識的舊約聖經和當時神藉使徒們所寫的書信。
教導聖徒，都要合乎整本聖經首尾貫通的教導，也必要帶來「恢復今日以馬
內利、與神同行」的結果），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盼能認清保羅現
在向他們強調「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的奧秘〈七節〉），14 正如
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
你們誇口一樣（今日所遭遇的每件事情，都與永遠的基業、賞賜、冠冕有密切
關係。特別在「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的肢體關係中所發生的事，具有永遠的意
義）。

1. 目前，聖徒所遇一切的問題和苦難，是為何而來？
苦難的理由有二！
1）因罪而來的苦難：
原本神為聖民所預備的，是「平安、喜樂和一切豐盛的福份」。但當始祖亞當
犯罪，使其一切後裔失去「平安」，而遭遇死亡、疾病、貧窮、災殃、戰爭…等。甚
至在基督裡的聖徒，也跌倒而不悔改時，神的管教就臨到。
2）因成為「基督的身體」而來的苦難：
① 始祖亞當被邪靈欺騙、犯罪、成為肉體，他與他後裔都不信從神（離開神、
不認識神），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邪靈而
活〈弗2:1-3〉。因此，魔鬼撒但暫時成為世界的王〈約14:30〉，抵擋神、並其受膏
者（耶穌基督），抵擋屬於基督的聖徒。
② 耶穌基督和聖徒的生命、心腸、目的、內容、眼光、方法本身，與世界完全不
同，不屬於這世界，是已經與世界分別歸神為聖的。所以在世界上，必遇到
試探或逼迫。
③ 主耶穌一來到世界，便遭受嚴重地逼迫，一生在肉身上受到各種試探和
逼迫。但是，祂是代表屬於自己的所有聖民，並為其勝過一切的試探和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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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最美好的榜樣，也代替聖民受審判、刑罰、在十架上受死，並勝過死亡
的權勢而復活，成為萬民、萬族、萬有的主宰。
④ 基督的使徒們以及歷世歷代所有聖民，在世上均同受各樣試探和逼迫。主
說：「世人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
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
世界就恨你們。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
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約
15:18-20〉。
⑤ 聖徒遭遇苦難，即證明其一生的目的不在地上，乃在天上。聖徒地上一切
的條件和事情，均為著永遠的天國而存在，與聖徒的重生、成聖、得冠冕息息
相關。未被揀選的外邦人則是因神任憑他們的生命，雖然都活在「離開神」之
咒詛裡，但在地上竟過著健康、富有、長壽的日子。詩人亞薩曾說：「神實在恩
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於我，我的腳幾乎失閃，我的腳險些滑跌。我見惡
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
卻也壯實。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
想他們的結局。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沈淪之中。」
〈詩73篇〉。所
以，耶穌的兄弟雅各則勸說：「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
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
〈雅1:2-4〉。使徒彼得也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
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因
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
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
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1:3-7〉
。
⑥ 特別，傳福音、拯救聖民，是一場激烈的屬靈戰爭。但在傳福音上所遇的
苦難，是令傳福音者得著更美好的管道，使他能認出真正的聖民，也使他得
著美好的見證而更多堅固眾聖徒。傳福音者，與基督同受苦難，但在每個腳
步裡並永恒的時光中，能與基督同享受安慰、權柄和榮耀。保羅在傳福音時便
經常遇到各式逼迫和苦難，但他清楚知道苦難所帶來永遠的祝福。因此，他
說：「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1:24〉。

2. 在基督裡，不但能解決一切苦難，並能得著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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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
1）因罪而來的苦難，在「恢復基督，罪得赦免」的同時，便得解決:
① 蒙召神的兒女，當其相信基督而重生的同時，已進入永遠光明的國度，
完全脫離了「因亞當的罪而來的一切問題」。在基督裡，再沒有「死亡、疾病、貧
窮、災殃」。
② 神以苦難來管教祂的兒女，則只要認罪、悔改、願意順從神的同時，便得
解決。基督徒仍在各樣苦難（管教）之中，是因：① 不明白主的美意，或不
明白福音的精義而不懂悔改之道（解決罪、得義、與神和睦、得坦然無懼的
心）；② 不信；③ 不順從！
2）因成為基督身體而來的苦難，在仰望主的同時，便得著主賜的安慰與得
勝：
① 主必保護、安慰、引導、恩膏：「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
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林前10:13〉；「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詩23:4-5〉。當約瑟
被他兄弟們陷害，推下坑中、被賣為奴隸、受誣告下監獄時，均看見神的同在、
保護、引導與恩膏，神逐漸將他帶領坐上「埃及總理」的位置，而拯救以色列
一族，成全神對以色列的美意。保羅在其宣教上，每當遭遇危險均看見主的
保護和引導。主呼召他時，已對他說：「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徒26:17〉，然後主信實地成全祂的應許，保羅做見證說：「然而我蒙神的幫
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徒26:22〉。
② 唯有全然放下自己，察驗、順從、倚靠時，才能看見主的保護、引導、成全
遇到苦難時，聖徒得勝的秘訣，就在於抓住「永遠、不變、絶對的事實」，來看
「短暫、可變、相對的條件」。無論遇到何種情況，「主與我們同在、愛我們、完整
地保護我們，有主的美意，必引導、賜能力給我們」是絶對的事實。當聖徒帶
著此一眼光察驗所面對的條件時，就能發現聖靈在心靈裡顯明出來，在所面
對的事情上，能明白主的旨意。當心裡深信「我所得著的主的旨意」便是神對
我顯明的時，就能發現心靈剛強起來。然後，完全交託主、順從主、倚靠主時
就能看見主的幫助、引導、開路、賜智慧、能力、成全的光景。更多反覆經歷後，
更能掌握此秘訣，並且所察驗、判斷、跟從的，均更為有根有基，對凡事均以
更確定的心而行。保羅在經文裡，對哥林多教會的聖徒說：「我們為你們所存
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林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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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苦難中看見主的恩惠、慈愛的同時，仇敵的勢力已被打破，所面對的苦
難也已經完畢：會繼續看見主在仇敵面前，為我擺設宴席，用油膏抹我的頭，
看見事情很快自然地得著解決，重要的遇見、管道在前面繼續開啟。無論遭遇
何種問題或苦難，只要願意，現在就能解決！
3）苦難之後，「生命、能力完全不同」：過去對我而言是試探的，現在完全
不能再影響我；過去成為重擔的，現在再也算不得什麼。看人、看事情的眼光
也大大不同；能享受平安、自由、喜樂的程度也大大不同。不怕苦難，反而在
苦難中懂得享受加倍的恩典，所以不會再遇到任何「苦難」。因此發現到，以
前自認為苦難的事，原來不是苦難，乃是自己懼怕、驚惶的心，將簡單的事
情變為苦難了。在家中穿著彩衣天真地享受父親雅各寵愛的約瑟，和經過各
種苦難後成為埃及宰相、統管世界時的約瑟，是完全不同的。
4）所經歷過的苦難，將能成為所愛之人的祝福：耶穌基督受過的苦難，帶
給祂所愛的眾聖徒永遠無限的祝福；約瑟受過的苦難，帶給以色列全家極大
的祝福。今日若我們所忍受的苦難，非因軟弱所帶來的管教，而是因成為基
督身體的緣故而來的話，今日所受的苦難，是代替所愛的人將要面對的苦難
了。

3. 既同受苦楚，必同得安慰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
得安慰。」〈林後1:7〉。
1）在基督裡成為一體的肢體們，是都要"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的共同命運
體！
歷代聖徒忍受相同的苦楚，也得著相同的安慰。因為同有一個仇敵、一種爭
戰，也共有一父、一主、一靈、一個得勝、一個榮耀、一個基業。今日聖徒在各樣
苦楚裡，藉著過去許多先賢在苦難中留下的美好見證，今日能得著恩典和安
慰的見證，又將成為後來世代的安慰和能力了。
2）尤其，在同一時代，因同一異象、基業、事工，同受苦楚的同工，彼此之
間交流的恩典、安慰、力量是額外地大，也得著同一基業：
同一時代，得著共同異象，同蒙呼召的同路人，所面對的挑戰、爭戰、得勝
基業均是一樣。一個同工所面對的苦楚，成為全體的苦楚；一個同工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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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成為全體的安慰、見證、感恩。如同摩西、約書亞、迦勒及以色列十二支
派面對同一個挑戰和爭戰，也同受基業；保羅、提摩太、西拉、路加，哥林多
及各處教會之間均同受苦楚、同受安慰；當代各個福音宗派、教會、機構、團契
為著福音事工同受苦楚、同蒙安慰的同工；基督生命堂的以馬內利更新運動
中，同蒙呼召、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的同工們。
3）因此，當遇見同一事工領受同一苦楚的同工時，能知悉、祝福、期待「他
們將要得著的安慰和賞賜」！
保羅看見哥林多教會的肢體中一群因福音受苦的同路人時，他心裡確信他
們必將蒙主大恩。他說：「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
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林後1:7〉。目前，在我們的福音事工中，也看
到相同的情況，也得了許多確切的證據。當看見一聖徒對福音、對傳福音事工
的反應，就能知其和其所愛之人的未來。主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
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毁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
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5:10-12〉。
我是否正為著福音付上代價、遭受苦難麽？應該歡喜快樂，主所賜完整的
恩惠、平安與我同在，應看見並享受，也要對我和所愛之人的未來擁有榮耀
的盼望，必將更好！
並且，當為著因福音受苦的肢體代禱、祝禱時，心裡應相信神必將成全，
與其交通、安慰對方時，必要確定的信心，就是聖靈的感動和安慰。像保羅一
般，掌握這奧秘的聖徒，在其傳福音、輔導、醫治事工上，能彰顯聖靈無限的
能力。

華府基督生命堂

本週禱告題目（10.04.25~）
1）目前，聖徒所遇一切的問題和苦難，是為何而來？苦難的理由有二！目
前，我所遇到的問題或苦難有哪些？我明白那些苦難來臨的理由麽？愛我的
父神為何許可那些苦難臨到我身上呢？是因罪而來的管教？或是因我成為基
督身體而得的苦難呢？
2）在基督裡，不但能解決一切的苦難，並能得著更大的恩典！我已完全明
白：基督已經完全解決了我的一切罪惡、死亡、疾病、貧窮、災殃的事實，並享
受那果效麽？我在苦難中仰望主的時候，主的安慰如何臨到我的生命和生活
裡呢？可以說明其過程麽？我過去或現在所受的苦難，對我的生命、所愛的、
肢體帶來何種好處呢？有何美好的見證沒有？
3）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已加入「為福音同受苦楚，同得安慰」
的屬天團契麽？我為肢體、肢體為我的代禱，帶給何種果效？在我所代禱的
人中，有沒有心裡確定他們那蒙愛的生命必將更蒙恩之人？他們生命裡有哪
些證據，是使我下如此判斷呢？

結語：
「親愛的主，整個以色列、祢的身體，永遠感謝讚美祢的救恩！祢解決了
我們的罪孽、死亡、疾病、貧窮和一切的問題，使我們能享受在祢裡面永遠絕
對的恩惠和平安。感謝祢，當我們軟弱的時候，祢以憐憫、慈愛的管教，引導
我們走義路；當我們為祢的國、祢的義受苦的時候，祢的聖靈以無限的智慧、
能力，安慰堅固我們，使我們能得勝有餘；也以我們所得的安慰，安慰堅固
我們所愛的肢體。主阿，我們真以祢親自所帶領這以色列團契為榮，我們真
因著為祢的身體、祢的教會；以能在我們身上補滿祢患難的缺欠為榮為樂。求
主繼續恩膏堅固我們，使我們所遇、所當的一切，都能成為以色列的好處和
榮耀，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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