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敢迎向末世代，
忠心事主走天路」



忠誠
勇毅

走
天國
路

---擁抱苦難
---忠心侍主 09-27-2020



引言：現在地上的國
充滿暴力，

恐怖主義不法之事，
人的思想都是邪惡淫亂

但我們不用灰心喪膽。



走天國路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
悔改！

太四：17

回應上帝:

得救需要悔改，
決心悔改，

靠主走艱難的天路。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這句話看來似乎平淡無奇，
輕描淡寫地脫口而出，
但它卻帶我們進入了

上帝的心。



在創造天地萬物和人之後，
神的國度自此存在了。

那裡有願意接受祂主權的人，
那裡就是祂的國度。



原來上帝的創造是有目的的，
人的被造是與國度息息相關。

上帝
是要在地上建立
一個按公義的原則
治理的神權國度。



國度
本來是上帝
交付與人
來治理的，

但人失敗了，

現在
地上的國
充滿暴力，

恐怖主義猖獗，
不法之事橫行，
人終日所思想的
盡都是邪惡淫亂。



提摩太後書3: 3-5

3 你應當知道，末後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期來到。
那時，人會專愛自己、貪愛錢財、自誇、高傲、褻
瀆、悖逆父母、忘恩負義、不聖潔、 3 沒有親情、
不肯和解、惡言中傷、不能自律、橫蠻兇暴、不愛
良善、 4 賣主賣友、容易衝動、傲慢自大、愛享樂
過於愛 神， 5 有敬虔的形式，卻否定敬虔的能力
；這些人你應當避開。



在舊約聖經裡，
以色列人和神立約，

遂成就了
神國度的憲法與典章。



但神早已知道，
沒有人

能靠遵守律法而得救，
故差派
耶穌來世

為我們設立新約，



現在
耶穌來

要叫上帝的這個旨意成就，
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個
按公義治理的神權國度。



在新約裡，
神給世人

在走天國的路上
有兩大挑戰:

(一)進窄門的挑戰
(二)走小路的挑戰



(一)進窄門的挑戰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
得草吃』」(約10:9)。

你們當進窄門，而窄門所指是耶穌基督；
人們當跟隨基督，
然後走天國的道路。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
卻是不能』」(路13:24)

「努力」一詞，
是必須具備徹底信服主的意願，

靠主去成就一切，
然後跟隨主耶穌基督

所走的道路，以祂作為我們生命的主宰。



第一，要放下罪
「我們既有這許多見證人，像雲彩圍繞著我們，
就應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 12:1

第二，要放下「世界」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
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
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
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約壹 2：15-16

如何努力?



第三，要放下自己
願意謙卑自己，學那個禱告的稅吏一樣，祈求主向他
開恩和可憐他這個罪人！我們惟有乞求神的恩典，才
能走進窄門。

--在於願意交託個人生命主權予主，
--體現如何做個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一個願進窄門的基督徒 --人生是何等釋放，何等喜悅！
--儘管財富有所虧損，
他們也不會難過和傷心，
照樣喜樂地走人生道路。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太四：17



(二)走小路的挑戰

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

若說窄門是耶穌基督，
那麼小路也是耶穌基督。



耶穌在說：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14：6

「主的道路」有兩大特徵：
一)  是真理，叫人得自由，
二)  是目的地，這路的

目的地就是生命
(豐盛的生命)。

如何走「主是道路」?

主不是給我們一張地圖，
而是要我們跟隨祂。





這條天路有三個特點：

1.  捨易求難的生活方式
2.  捨短求長的眼光
3.  免死得生的賞賜



1. 捨易求難的生活方式

容易路 艱苦路

偷、搶、騙、賭、貪污
等

耶穌基督選走的

又快又容易致富的道路 循著正常途徑賺錢的人

是一條滅亡的路 成聖和屬靈操練的路

每天禱告、讀經和行道

成為聖潔需用功夫



2.  捨短求長的眼光

保羅說：「我們言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
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
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
永遠的。」林後4:17-18

短的眼光 長的眼光

本著今朝有酒今朝醉 走進窄門

專走旁門左道和捷徑的人 犧牲眼前的享受

可享無限的祝褔



3. 免死得生賞賜

滅亡生命 豐盛生命

地獄痛苦 進窄門走小路

失去一切的意義 豐盛生命是主所恩賜的

活在地獄痛苦的深淵 走天路的賞賜

活在一個沒有意義的生活 是付出的生命，
不是求擁有的生命

不是沒有苦難的生命，
而是在苦難中有平安





這就是肯放下，願意付出的生命；
這就是進窄門，走主的道路。

路上雖有苦難，
但主卻應允我們有平安有喜樂。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
便心滿意足。

有許多人因認識
我的義僕得稱為義；

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賽53：11



耶穌基督
臨終前高呼「成了」！

在十架上成就的
救恩

給主最大的滿足，
因祂帶給我們
免死得生的賞賜。



問答題

1.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
____了，你們應當 ____！太四：17



問答題

1.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_

天國_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

2.  上帝是要在地上建立一個按公義的原則
治理的神權_______。



問答題

1.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_

天國_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

2.  上帝是要在地上建立一個按公義的原則
治理的神權__國度__。



3.  之前所提在走天國的路上
有兩大挑戰是什麼?

(一)_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_



3.  之前所提在走天國的路上
有兩大挑戰是什麼?

(一)進窄門的挑戰

(二)____________



3.  之前所提在走天國的路上
有兩大挑戰是什麼?

(一)進窄門的挑戰
(二)走小路的挑戰



4. 「主的道路」有那兩大特徵?

一)_______

二)_______



4. 「主的道路」有那兩大特徵?

一)是真理

二)_____



4. 「主的道路」有那兩大特徵?

一)是真理

二)是目的地

5.  如何走「主是道路」?

___a.  跟隨地圖
___b.  跟隨耶穌基督
___c.  跟隨正確的路



4. 「主的道路」有那兩大特徵?

一)是真理

二)是目的地

5.  如何走「主是道路」?

___ a.  跟隨地圖
_X_b.  跟隨耶穌基督
___ c.  跟隨正確的路



擁抱苦難



苦難的定義

舊約，苦難有不同涵意，

如：基本的意義是「痛苦」

或「疼痛」（ke'ev），

指身體和心靈的苦楚；

另一個普遍的用詞是苦難

('amal)指患難和災害。

解釋為

「困苦與災難」



苦難的定義

新約希臘文用詞中，

「苦楚」(Pathema) 

指情緒上的憂苦，

另一個用詞是

患難(thlixis)，

指環境中的艱國苦難。

解釋為

「困苦與災難」



提摩太後書3: 3

3  你應當知道，
末後的日子
必有艱難的
時期來到。



誰想要體驗苦難?

苦難在我們的意識上及主觀上，
是極度不願意去體驗的事。
這包括心靈，人際，家庭，

疾病及貧乏。



神起初創造的世界
本是好的，

但因人類的始祖
犯罪，

懲罰和苦難
便進入了世界。



苦難是人類背棄神之後的結果，
人在罪的影響下，出現了不同層面的失和，

包括：人與地、人與人和人與自己，產生了不同類型的苦難。
有些苦難是神的審判或管教，
有的是魔鬼的作為，我們稱為“神允許的試煉”；
有的苦難是由於天然災害如地震，饑荒等，
有的苦難是因人為之錯失或犯錯而來，
也有些是因政治，社會不公義，和科技後遺症所引致。



神藉著
2017-2020 三年多的加州山火，

向世人發出
且嚴肅的信息，



時間 山火名稱 受災縣 燒毀建築

2017.10 Tubbs Napa, Sonoma 5,643

2017.10 Nuns Sonoma 1,355

2017.10 Atlas Napa, Sonoma 783

死亡人數

22

3

6

2017.10 Redwood Mendocino 546 9

2019.10 Kincade Sonoma 372 0

2019.10 Getty Los Angels 10 0

2018.11 Camp Butte 18,804 86

2020.09 Bobcat Los Angels



從2017年以來，山火對美國加州造成史無前例的破

壞和心理衝擊。



舊金山



2017.10.9. Santa Rosa



2017.10.9. Santa Rosa



2017.10.9. Santa Rosa



2017.10.10. Santa Rosa



2017.10.11. Santa Rosa



2017.10.11. Santa Rosa



這四縣被稱為加州的

酒鄉 (Wine Country)

是舉世聞名的葡萄酒

生產地，共有四百多

家酒莊，以Sonoma

產量最多。

舊金山



翡翠三角

(Emerald 

Triangle)

舊金山

全美最大的大麻產地

Sonoma也有3000-

9000個大麻農場



2017.10.12. 
Santa Rosa
被燒毀的酒莊



2017.10.10. 
Napa
被燒融的酒瓶



山火迫近Sonoma的大麻農場，即使沒被燒毀，煙燻也嚴重損害

產品價值。



1.破紀錄的山火 → 神在說話

2.重災區是加州的酒鄉和大麻產地

1. 破紀錄的山火

2. 重災區是加州的酒鄉和大麻產地

酒醉的人哪，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哪，都要為

甜酒哀號，因為從你們的口中斷絕了。(珥1:5) 

2017.10.北加州山火的啟示



1.破紀錄的山火 → 神在說話

2.重災區是加州的酒鄉和大麻產地

1. 破紀錄的山火

2. 重災區是加州的酒鄉和大麻產地

酒象徵世上、暫時的快樂，大麻也給人快樂的

假象。

2017.10.北加州山火的啟示



詳見【山火的啟示】www.biblepoint.net/topic.htm

1.破紀錄的山火 → 神在說話

2.重災區是加州的酒鄉和大麻產地 → 警告醉生夢死

3.多處瞬間爆發，迅速蔓延 → 災難瞬間來到

4.所多瑪與硫磺火 → 神對世界的審判瞬間來到

5.耶和華的日子 → 主快再來

6. 贖回失去的光陰→ 成為得勝者，有分於被提

1. 破紀錄的山火

2. 重災區是加州的酒鄉和大麻產地

3. 多處瞬間爆發，迅速蔓延

4. 所多瑪與硫磺火

5. 耶和華的日子

6. 贖回失去的光陰

2017.10.北加州山火的啟示

http://www.biblepoint.net/topic.htm


在末世的時代如何回應上帝，
我們應當如何儆醒，
預備迎見主再來呢？

從山火看末日



時間 山火名稱 受災縣 燒毀建築

2017.10 Tubbs Napa, Sonoma 5,643

2017.10 Nuns Sonoma 1,355

2017.10 Atlas Napa, Sonoma 783

死亡人數

22

3

6

2018.11 Camp Butte 18,804

2017.10 Redwood Mendocino 546

86

9

2018年Camp山火的死亡人數，不僅再破加州歷史，財物損

失也居當年全球天災之冠，26,000居民的天堂鎮(Paradise)

全鎮被火夷平。

8,327 40合計



舊金山



加州天堂鎮的歡迎招牌，寫著：「您正上到天堂」。



2018.11加州天堂鎮全鎮被火夷平。



2018.11加州天堂鎮全鎮被火夷平。



2018.11加州天堂鎮全鎮被火夷平。



2018.11加州天堂鎮全鎮被火夷平。



2018.11山火橫掃加州天堂鎮後，現在從Google Map

的衛星圖看，全鎮幾乎全毀，成為荒場。



2018.11山火橫掃加州天堂鎮後，現在從Google Map

的衛星圖看，全鎮幾乎全毀，成為荒場。



時間 山火名稱 受災縣 燒毀建築

2017.10 Tubbs Napa, Sonoma 5,643

2017.10 Nuns Sonoma 1,355

2017.10 Atlas Napa, Sonoma 783

死亡人數

22

3

6

2018.11 Camp Butte 18,804

2017.10 Redwood Mendocino 546

86

9

2019.10 Kincade Sonoma 372 0



2019.10.23在北加州所諾瑪縣爆發的金凱德山火(Kincade 

Fire)，延燒面積達7萬7000英畝，燒毀372棟建築，是加州

2019年迄今最大的一場山火。



2019.10.23在北加州所諾瑪縣爆發的金凱德山火(Kincade 

Fire)，延燒面積達7萬7000英畝，燒毀372棟建築，是加州

2019年迄今最大的一場山火。



2019.10.28在洛杉磯北郊爆發的蓋蒂山火(Getty Fire)，延燒到405公路旁。

猶如高速公路旁的

舞台或廣告看板



2019.10.28在洛杉磯北郊爆發的蓋蒂山火(Getty Fire)，延燒到405公路旁。

猶如高速公路旁的

舞台或廣告看板



10月28日2019的蓋蒂山火，導致20萬洛杉磯居民被

迫撤離家園，其中包括NBA湖人隊超級球星詹姆斯

(LeBron James)等多位名人，同時有240萬人遭到

斷電，被迫疏散時。



時間 山火名稱 受災縣 燒毀建築

2017.10 Tubbs Napa, Sonoma 5,643

2017.10 Nuns Sonoma 1,355

2017.10 Atlas Napa, Sonoma 783

死亡人數

22

3

6

2017.10 Redwood Mendocino 546 9

2019.10 Kincade Sonoma 372 0

2019.10 Getty Los Angels 10 0

2018.11 Camp Butte 18,804 86

2020.09 Bobcat Los Angels



消防員努力將周六對安哥拉114,004英畝的山貓大火的圍
堵從55％增加到61％...



加州消防地圖，山貓大火迅
速向“幾個方向”傳播







https://www.newsweek.com/california-fires-map-updates-

evacuations-bobcat-1532823

加州消防地圖，山貓大火迅
速向“幾個方向”傳播



基督教的苦難觀

以恩典擁抱苦難

怎麼會這樣?



倪柝聲註釋
這段經文說：
「主耶穌
所全心關注的，
不是為苦難
而去受苦難，
而是通過苦難

成全上帝的旨意。」

「我父阿，
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
離開我。」

馬太福音 26章39節



耶穌喝盡那杯，
不是因為
那是一個苦杯，



但這兩樣都不是
我們應該去強調的。

因此，

我們擁抱的是上帝，
而不是擁抱苦難。



你同意這個想法嗎?

“我們擁抱的是上帝，
而不是擁抱苦難。”







林安國牧師分享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使 20:24

在 09-18-2020

Facebook發布



忠心侍主
「你們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馬書 12:1

「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裏火熱，

常常服事主。」

羅馬書 12:11

『你要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

愛主—你的神。』

馬可福音12:30



1. 服事是回應神的愛

2. 服事是選定

一位對的主人來事奉

3. 服事是有應許的



如何儆醒，

預備迎見主再來呢？



禱告: 求主叫我們裡面

有專一的認定，

願意接受在聖靈

管治下所有的訓練和陶造，

使我們成為像神兒子的人，

就是有福的人，

將來能夠得國與祂一同作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