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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合一面對苦難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與苦難者同行」 
     「這次撞擊第一時間是非常強烈，倖存家屬心理上受到的衝擊

和驚嚇也是最大！」「罹難者家屬打開棺木，看見冰冷的屍體那

一刻，幾乎都崩潰，尤其要從殘缺肢體中指認親人，心情更是難

過，也很不容易！」  這次台鐵太魯閣號在花蓮發生事故，造成51

人死亡，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與花蓮聯禱會以及長老教會各教

會，一起投入救助工作，並在花蓮殯儀館設立關懷站，輪流派牧

者和志工，提供罹難家屬第一時間的陪伴。約計有花蓮聯禱會、

長老教會東部中會、太魯閣中會、阿美中會、布農中會、安息日

會、聖公會，和門諾醫院院牧部，也都派出志工，全心投入在醫

院與殯儀館的服務。 

      當事故發生之後，長老教會教社部同工很快地趕往清水隧道，

透過一輛輛的車輛接駁，把身體情況較好的旅客載送到安置的地

方。當遺體一一送進殯儀館的時候，救助協會同工也已進來協助

陪伴他們。這次事故當下的撞擊讓家屬受到很大的驚嚇，因此第

一週的陪伴關懷是重要的關鍵。 

       有位受洗不久的父親，兒子在這次事故中罹難，他一邊傷心難

過，一邊也說著：「既然神要接孩子走，就請神好好帶孩子去

吧！」聽得令人鼻酸。有牧者表示他來現場雖然不一定能做甚

麼，但也許可以給這裡的志工們加油打氣，讓大家都感受到關心

與陪伴，也持續為列車罹難者家屬禱告。 

       每次重大事故苦難發生時，總是救難者的無怨無悔地盡心投

入，受難者與家屬極需要陪伴與協助，媒體焦點放在加害人與事

故原因的責任歸屬追，無論是個人因素或體制問題，有時候又陷

入政黨立場與角色責任，是非對錯的拔河。對我們而言，就是真

正做到「與哀哭的人同哭」，也讓上帝的愛與安慰臨到家屬與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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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這個重大災難新聞，讓我們重新來看生命中「苦難」的主

題。苦難的原因很多，但我們要相信上帝的美意。我們如何面對

苦難的態度，可以從保羅的人生來找到啟發。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如何與正在苦難的人同行，透由禱告與其他方式來幫助他

們？ 

2. 若我們正處於苦難時，我們如何一方面體會到自己的軟弱，一

方面靠聖靈「剛強壯膽」？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18-28節》    

21:18 第二天，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長老們也都在那裡。 

21:19 保羅問了他們安，便將 神用他傳教，在外邦人中間所行之

事，一一地述說了。 

21:20 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 神，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

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21:21 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

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 

21:22 眾人必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 

21:23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願在身。 

21:24 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

他們得以剃頭。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

的；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矩，遵行律法。 

21:25 至於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叫他們謹忌那祭偶

像之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與姦淫。」 

21:26 於是保羅帶著那四個人，第二天與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的禮，

進了殿，報明潔淨的日期滿足，只等祭司為他們各人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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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 那七日將完，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裡，就聳動

了眾人，下手拿他， 

21:28 喊叫說：「以色列人來幫助，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糟踐我

們百姓和律法，並這地方的。他又帶著希臘人進殿，污穢了這聖

地。」 

 

二、經文背景 
       聖殿前婦人院的入口，聖經考古學者多認為即是「美門」（參

徒三 2；10），是聖殿的婦人院和外邦人院之間的門。在美門口立

有兩塊石碑，碑文的內容清楚地警告外邦人不得闖入，否則會招

致殺身之禍。若是外邦人的猶太教信徒，像埃提阿伯的太監（參

徒八 27），雖有心從遠地前來耶路撒冷敬拜神，也只能留在外邦

人院。 

 

保羅回耶路撒冷前有先知告之是「危險之旅」但保羅願意走

十字架道路。保羅抵達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獲教會接待。保羅

回去的目的有：一是要向耶路撒冷教會報告第三次宣教；二是帶

著奉獻回去求合一。並聽從雅各的建議，陪同四位「拿細耳人」

入聖殿還願，當時猶太人誤認爲保羅把以弗所人特羅非摩這個外

邦人帶進了聖殿，拿住保羅要把他治罪處死（參徒 21章），保羅

因此上告該撒被解往羅馬，二年在囚禁羅馬期間寫作了以弗所書

等書信，一直到殉道。 

保羅受苦給我們作了一個很好榜樣，像主耶穌定意走向耶路

撒冷，走向各各他，“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的冠冕。。

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來二：9 - 10）。保羅也定意走

向耶路撒冷，“現在我為你們受苦。。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

的缺欠。。要把上帝的道理傳得全備，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

藏的奧秘。。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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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一：24 - 27）  

   

三、 啟示: 
(一)   剛強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原來保羅開始要走一條耶穌的十架道路，他知道自己要上耶

路撒冷，要因為耶穌的緣故要受許多的苦。大方向他是很清楚

的，至於每一個細節保羅都在調整的過程中，有甚麼事情會臨到

他，是完全不在他的預計裏。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沒有辦法預計到

我們的下一步確實有甚麼事情會發生，我們只可以依照自己心中

所領受的大方向去作正確的抉擇。 

 

保羅在米利都接待以弗所的長老，為要跟他們話別，並把牧

養的恩膏傳遞給他們，也交代「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

了。」(徒二十:25) 保羅曾有三年多的時間在以弗所，自知很難割

離他們對他的愛，所以他刻意不停留以弗所，以便話別後可立即

繼續趕路。我們看見保羅心裡早已做了這個選擇，他沿途繼續勸

勉教會，建立門徒，但他一心要向耶路撒冷走去。他很具體地實

現耶穌基督的呼召──捨己背負十字架跟從主，這是連第一代跟從

耶穌的門徒都無法做到的。但到了保羅的日子，教會真的完全明

白這呼召的意義，也因著聖靈的降臨，使他們有這樣的生命力去

跟隨、吃苦、背十架，讓我們看見第一世紀的基督教會，是一個

個地願意殉道跟隨主，以致基督信仰翻轉整個羅馬世界。 

 

保羅去到耶路撒冷，進入苦難的開頭。保羅再三被勸不要去

耶路撒冷，但保羅不聽，仍上耶路撒冷；門徒及亞迦布所領受的

沒有錯誤，保羅也沒有錯誤，這樣，究竟是誰錯呢？這道是要說

明什麼呢？是要說明聖靈掌管一切，聖靈掌管整個序幕、行程、

苦難，是聖靈要保羅上耶路撒冷，在那裡有苦難。聖靈感動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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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亞迦布的預言是對的，但苦勸卻是出於人意，並不是神的心

意；而保羅就摸著神的心意。其實神在預備保羅及門徒，特別是

預備保羅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面對苦難。保羅聽了門徒的預

言，心中有感動，但不聽門徒的苦勸，只聽從神而來的信息。 

 

「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

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徒二十

一 13)可看見保羅的心，他為主耶穌的名，死也願意，何況只是捆

綁，他為了耶穌的名，願意面對捆綁苦難，最終門徒說「願主的

旨意成就！」(徒二十一 14)保羅明白到一切預言是正確的，但他願

意自己走上這條受苦的路，因為他有一個更高的呼召，以致他可

以這樣走上去。 

 

（二）順服聖靈走向合一的道路 

      在使徒行傳二十一章這裏，保羅與拿細耳人一同行潔淨的禮，

並替他們繳費，就是與他們聯結，這樣，四個人就成了五個人。

按照雅各和耶路撒冷眾長老的話，如果保羅與拿細耳人一同行潔

淨的禮，並替他們繳費，所有信主的猶太人就可知道，保羅自己

是按規律而行，遵行律法。但保羅是遵行律法的麼？當然不是。

但雅各和眾長老吩咐保羅與那四個拿細耳人聯結，好叫猶太信徒

看見他遵行律法。 

       謠言滿天飛的時候，使徒希望採用人的方法解決問題，忽略更

深的求問神。保羅當然有他屬靈的看法，但他卻謙卑跟從使徒的

決定，願意承擔危險。教會增長，卻沒有用禱告，只用人的方

法，恩賜漸漸消失；外邦教會，在保羅帶領下，教會愈發興旺。

保羅上耶路撒冷的目的，是為合一委身。在使命中前行，靠的是

恩典和聖靈的啟示。外邦教會漸趨成熟，我們看見整個福音的重

心已經不在耶路撒冷，但保羅願意合一，願意在苦難中前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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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謙卑、願意付代價的精神都是我們的榜樣。 

      耶路撒冷教會很想消減猶太人對他們的壓力，他們沒有與保羅

站在一起。保羅的選擇真讓人佩服！他知道教會所受的壓力，他

明白這個建議是一個「不一定有效且有危險」的建議：「你帶他

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使徒行傳二十一 24a)，並且在聖

殿裏獻祭。保羅已經很久沒有做這些事，他要照著行，不是為了

自己的清白，而是體恤教會所受的壓力，這就是保羅偉大的地

方。保羅沒有錯，為了教會的緣故，他願意站在教會那一邊，因

為他知道教會的軟弱。 

事後也証明，這個善意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善意回應，反而

讓保羅陷入生命的危機中。  

 

（三）走向苦難卻榮耀的見証 

        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裏，就散播謠言，「喊叫說：以色列人

來幫助，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糟踐我們百姓和律法，並這地方

的。他又帶著希臘人進殿，污穢了這聖地。」(使徒行傳二十一 28) 

保羅是一個很尊重聖殿和律法的人。特羅非摩是一個以弗所人，

控訴保羅的，是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以弗所在亞細亞，他們便

認定保羅把亞細亞的外邦人帶到聖殿裏，污穢聖殿，然後整個城

就亂了。雖然保羅被監禁在殿裏，但主有方法釋放他脫離這監

牢。主用猶太人來完成這個釋放。主特別利用猶太人所引起的暴

動，將保羅從殿裏帶出來。一面，保羅的難處更大了；另一面，

他得了釋放，不僅脫離殿，也脫離在耶路撒冷那個神所定罪的新

約恩典與舊約律法的混雜。主在他的主宰裏，保護了祂忠信的僕

人免於那可怕的混雜。 

這是基於一些錯誤的判斷，可見撒旦是多麼狡猾，不斷地散

播謊言，牠的名字就是「說謊之父」，在保羅上耶路撒冷時牠就

不斷散播謊言，先知在神面前領受，知道保羅要受患難，撒旦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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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謊言，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教會聽了這些謊言，就叫保羅

在殿裏做潔淨之禮；然後又對合城的猶太人散播謊言，說他帶著

外邦人進到神的聖殿裏。撒旦先後透過先知的口、耶路撒冷的長

老和未信的外邦人來蒙蔽人，可見空中掌權者的狡猾和蒙蔽伎

倆。然而，保羅從頭到尾都是清醒的。 

在耶路撒冷所發生之事的結果，把保羅帶到該撒利亞，也許

在那裏被拘留了二年。我們可以推論那二年對保羅是有益且絕佳

的時間。保羅在該撒利亞那些年間作了甚麼？當他遠離他的工

作，以及設陰謀之猶太人所引起的麻煩時，他作了甚麼？保羅在

該撒利亞受監禁時，完成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希伯

來書四卷書。 

我們每一個都可能會服在惡者的蒙蔽下，所以我們每一天也

要來聖殿點燈，讀神的話語，讓神光照，並且我們要放棄拒絕真

理的錯誤心態。當我們體貼自己的意思，好像很體貼別人時；當

我們受了壓力便把壓力轉移給別人時，我們就是在拒絕真理。就

是因為我們這些軟弱，好像講神的領受，好像給保羅最佳的建

議，原來我們全落在惡者試探裏。但是保羅繼續走向耶路撒冷，

他知道他要成就神的心意，好像耶穌要成就神的心意一樣。但因

為順服聖靈的帶領，保羅在壓力下，卻不為自己辯解，反而利用

時機作見証。這是聖靈主導的劇本。是讓榮耀上帝的見証。 

 

四、自己的感受 
     其實最大的苦難就是抗拒苦難這回事，我們若不抗拒苦難，並

作出選擇，那我們在苦難中便仍然是自由的。惟有甘心背十架，

才能彰顯十架背後榮耀的能力。我相信保羅清楚知道他為何要做

這決定，他親眼見證過司提反的榜樣，也遇見過復活榮耀的基

督，讓他知道苦難不是一個句號。司提反的苦難帶來保羅生命的

轉化，耶穌的苦難則帶來救恩，倘若我們看見苦難所帶來的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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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們對苦難的認識可能就有所不同。 

 

苦難有一個特性，它可以佔據我們所有的思想，令我們整個

人都癱瘓下來，但耶穌卻不是這樣，他整個上耶路撒冷的路程，

都不斷更仔細地教導門徒；保羅走向耶路撒冷的過程也是一樣，

他從沒有停止去服事建立沿途的教會，所以我們面對苦難若猶疑

不決，它會不斷損耗我們的生命，使我們無力做任何事。但當我

們清楚去做這個決定，內心反而會剛強，甚至有能力服事身邊的

人。因此苦難並不是基督信仰的附加品，而是整個信仰的核心，

是耶穌和保羅的生命所清楚演繹出來的。 

 

要成就神的心意必定有苦難，我們要預備自己上去耶路撒

冷，面對苦難。我們領受職事，證明神的福音，是要付上代價，

我們是以我們自己的舒適為念、自己的性命為念，或是願意跟隨

聖靈的帶領，行前面神要我們行的呢? 我們要把心中一切的困難恐

懼都交給神，求主感動我們去作一切神要我們作的，不再為自己

而活。如同保羅「為異象而生，為異象而死」就能突破困難與苦

難的限制。 

自己的感受，上週的復活節的聖餐禮經文-上帝的恩典，不再

發怒生氣。也讓我們小組學習「合一面對苦難」的重要性。 

 

基督信仰的精華是什麼？ 

信耶穌得永生？ 

信耶穌上天堂？ 

信耶穌萬事如意？ 

信耶穌盡都順利？ 

 

所以得到了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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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經歷到天堂嗎？ 

所以萬事如意嗎？ 

所以萬事亨通嗎？ 

 

許多基督徒過不喜樂的生活， 

許多基督徒常經歷人間地獄， 

許多基督徒在煩惱憂愁擔心中， 

 

為什麼？ 

他們還沒有《在聖靈裡頭》跟《復活的基督》聯合～ 

除非基督徒《跟復活的基督聯合》， 

基督徒無法領受到聖靈的引導， 

基督徒無法領明白耶穌的話語， 

 

因為，他們還沒有《在聖靈裡頭》跟《復活的基督聯合》～ 

耶穌已復活了，聖靈降臨了， 

可是，許多基督徒還沒經歷到在《聖靈裡頭》跟《復活的基

督聯合》～ 

 

耶穌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裡面的時刻， 

我們才開始明白主寶貴的話語（包括主的聲音） 

跟耶穌復活聯合就是聖靈的充滿， 

這聖靈就是耶穌上天的緣故， 

住在我們中間的聖靈， 

 

基督教信仰的精華不只在於十字架的救恩， 

這只是一種福音的開始而已， 

藉著耶穌的十字架，人才能進入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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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就是《神國度的百姓》， 

他們的使命就是做耶穌基督的見證， 

《做基督的見證》就是《神國度的擴張》， 

這就是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太 28， 

 

基督信仰的精華在於《神國度的擴張》， 

時刻領受到聖靈的充滿和引導， 

聖靈的充滿等於明白神話語的真意， 

神話語的領悟的人才能做耶穌基督的見證， 

這見證就是擴張神的國度， 

我們等候耶穌基督的再臨～ 

 

這一切過程的中心在於《與主同行》 

與主同行的人就是《屬耶穌的人》， 

我們盼望藉著《屬耶穌》成全《信耶穌》 

這就是《做基督的見證》 

       

 

五、結論: 
苦難的終極意義是讓我們找到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沒有苦難

人只會一條路走下去，是苦難讓我們發現我們走在錯誤的道路

上。基督徒誠然不是如此，我們在世上的苦難僅是暫時的，我們

最有力的盼望，是確信能得著上帝所預備的永生之地。因此，基

督徒處在困境中仍應當有喜樂的原因。感謝主，我們因信上帝而

能蒙祂大能保守，在歷史的終點得以親嚐祂的救恩。也常常經歷

到保羅「為異象而生，也為異象而死」的價值觀，如此面對苦

難，就能帶出生命的祝福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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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綱： 

1. 生命中你曾遭遇何種苦難的經歷，而體驗上帝同在的喜悅？ 

2. 如果世上沒有苦難，是否真的就能表現出「上帝愛世人」的意

義？ 

3. 你可曾為身為基督徒而被歧視、污衊？甚至遭受苦難？ 

 

代禱事項： 

1. 為你所認識，目前正遭受苦難的朋友代禱，求主恩典與他同

在。 

2. 為自己曾經經歷的苦難向上帝感恩，感謝上帝的平安與喜樂與

我們同在。 

 

祈禱文： 

賞賜慈悲、憐憫、恩典三位一體的上帝，感謝祢道成肉身，以祢

的愛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眾人的罪犧牲，讓眾人因主的寶血

得著救贖。感謝祢，通過苦難讓我們經歷到祢與我們同在的喜樂

與平安。主！我們仍是血肉之軀，是軟弱的。我們救恩是出於

祢！當我們苦難中呼求祢 時，祢便垂聽。懇求祢以慈愛的雙手懷

抱著我們，扶持我們堅立在磐石上。使我們一生的年日喜樂滿

足。在受患難的日子裡，仍有喜樂。願上帝喜樂的靈扶持我們，

以真理建立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以上帝的話，實際安慰、關心探訪正遭受苦難的朋友。 

2. 參加幸福門訓、幸福小組、細胞小組，你將會得到不同的眼光

看待苦難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