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崇拜会                     2020 年 5 月 10 日 

经文：哥林多后书 1:1-5 

题目：“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介绍 

 

1. 生活中的苦楚 

a.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b. 这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2. 为基督耶稣受苦 

a. 这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现实 

b. 这是当今很少人完全理解的现实 

 

3. 从属灵角度理解苦楚 

a. 经历苦楚 

i. 普遍 

ii. 必须理解 

 

b. 苦楚的解释 

i. 可能必要 

ii. 会带来智慧 
 
c. 苦楚的意义的见解 

i. 加深信心 

ii. 让信徒成熟 
 
d. 更艰难的苦楚所需要的明确解释 

i. 有些苦楚会比平常的更艰难 

ii. 有些人受的苦会比其他人多 
 
e. 铭记在心和灵 

i. 伟大的真理 



ii. 当我们清楚地理解苦楚时，我们会更坚强 
 
为在基督里的信心受苦 

 
1. 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教训 

a. 这跟“第八福”有关   《马太福音 5：10-12》 

i.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马太福音 5：10》 

ii. 被辱骂     《马太福音 5：11》 

iii.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马太福音 5：11》 

iv.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 5：

12》 

 

b. 被提前警告有关上帝的事工 

i. 如同羊进入狼群   《马太福音 10：16》 

ii. （被背叛而）交给公会鞭打 《马太福音 5：17》 

iii. 家庭中的背叛    《马太福音 10:21，34-37》 

iv.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马太福音 10:22a》 

v.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马太福音 10:22b》 

 

c. 被提出的强大挑战 

i. 不要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马太福音 10:28》 

ii. 在人面前认耶稣   《马太福音 10:32》 

iii. 不可不认耶稣    《马太福音 10:33》 

iv. 一个配的上耶稣的信心需要我们完全与耶稣起共鸣背着十

字架跟从祂    《马太福音 10:38》 
 
2. 使徒保罗写有关苦楚 

a. 为基督而经历苦楚 

i. 不仅相信祂 

ii. 但也为祂而受苦   《腓立比书 1:29》 

iii. 接受会为受患难的现实  《帖撒罗尼迦前书 3:4》 
 
b. 为职事而经历个人苦楚 

i. 基督患难……为基督的身体 《歌罗西书 1:24》 



ii.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

理传得全备    《歌罗西书 1:25》 

iii. 我为你们是何等地尽心竭力 《歌罗西书 2:1》 
 
c. 保罗所经历的一些苦楚  《哥林多后书 11:22-33》 

i. 受鞭打是过重的   《哥林多后书 11:23》 

ii. 多下监牢     《哥林多后书 11:23》 

iii. 冒死是屡次有的   《哥林多后书 11:23》 

iv. 被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哥林多后书 11:24》 

v. 被棍打了三次     《哥林多后书 11:25》 

vi. 被石头打了一次 （在路司得） 《哥林多后书 11:25》 

vii. 遇着船坏三次     《哥林多后书 11:25》 

viii. 又屡次行远路     《哥林多后书 11:26》 

ix. 遭危险      《哥林多后书 11:26》 

x. 受劳碌、受困苦    《哥林多后书 11:27》 

xi. 多次不得睡     《哥林多后书 11:27》 

xii. 又饥又渴      《哥林多后书 11:27》 

xiii. 多次不得食     《哥林多后书 11:27》 

xiv. 受寒冷，赤身露体    《哥林多后书 11:27》 

xv. 除了这外面的事    《哥林多后书 11:28》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通过基督更显多的安慰 
 

1. 更显多的恩典 

a. 罪在哪里显多  《罗马书 5:20》 

b. 恩典就更显多了  《罗马书 5:20》 

c. 恩典能也会做王  《罗马书 5:21》 
i. 借着义 

ii.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iii. 得永生 

 

2. 更显多的患难 



a. 这或许会发生 

b. 但我们可以提前坚固自己 

c. 我们可以在主里找到力量 

 

3. 更显多的安慰(劝勉) 
a. 主的应许 

b. 通过主耶稣基督 

c. 我们会发现自己可以超乎极限地忍耐更多 

 

保罗如何被所经历的苦楚所影响？ 

 
1. 他的信心 
a. 更确实 

b. 更深厚 

c. 更坚固 

 

2. 他的个人生活 
a. 没有失去他的喜悦 《腓立比书 1:3》 

b. 没有失去他的爱  《腓立比书 1:7-8》 

c. 没有失去他的专注 《腓立比书 1:20-21》 
 
在忍受患难中找到新的激励 

 
1. 回顾古老以色列的患难 
a. 因他们的罪 

b. 上帝惩罚了全国 
 
2. 在患难中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

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恤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

的。 8 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

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 9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



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

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 
《以赛亚书 63:7-9》 
 
a. 维持一个正确的观点 

i. 上帝的慈爱 

ii. 提起上帝的美德 

iii. 祂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 

iv. 祂赐给他们祂的怜悯 

 

b. 珍惜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 

i. 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 

ii. 不行虚假的子民（好儿女） 

iii. 上帝做了他们的救主 

 

c. 我们能从生命中的患难获取真正的安慰 

i.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祂也同受苦难 

ii. 祂以“祂面前的使者”的身份拯救他们 

iii. 祂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iv. 祂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 
 
诗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祂也同受苦难 

 

有时当我们经历苦难时，我们会失去专注； 

当我们悲痛欲绝，我们忘了上帝的慈爱。 

当我们几乎崩溃，我们怀疑是否还能忍耐； 

我们真的需要祈求主安慰我们的心灵。 
 

患难或许会增加，但祂的安慰必显更多； 

恩典、平安、劝勉会围绕我们的心。 

我们不需害怕受苦，因这就是我们与主起共鸣； 

主耶稣自己会是我们的坚固劝勉！ 



 
在我们一切苦难中，主耶稣也同受疼痛； 

祂是上帝面前的使者，愿颂赞归于祂的名！ 

祂富有爱和怜悯前来做我们的宝贵救赎者； 

在祂眼里，上帝所有的儿女都是特殊宝。 
 

祂会用强大有力的手保抱我们； 

祂会从一切危险保佑我们。 

我们不需害怕任何患难； 

祂已应许安慰必显更多。 
 

陈俊成牧师 

启发：哥林多后书 1:4-5，以赛亚书 6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