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讲
受苦和祷告彰显福音的价值

核心课程：宣教事工



《宣教事工》课程大纲
第一讲 宣教的目标：神的荣耀
第二讲 宣教的圣经神学
第三讲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吗？
第四讲 地方教会在宣教中的角色
第五讲 受苦和祷告彰显福音的价值
第六讲 宣教士访谈
第七讲 传福音给万民
第八讲 成为一个“世界基督徒”
第九讲 短宣：本质和用处
第十讲 在本地参加宣教
十一讲 在受限国家宣教
十二讲 本教会的宣教事工
十三讲 从这里到那里：现在参与宣教



为什么从圣经角度理解苦难和祷告，
对认识宣教使命很重要？

一、让我们首先来看苦难

1、苦难是谁造成的？

2、苦难为什么会发生？

3、受苦的是谁？



1、苦难是谁造成的？
 I、神不是主动牺牲者，也不是被动地让苦难降临在身上。
A. 为什么福音所到之处往往伴随着苦难？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神是最有能力的介入者，祂甚至可
以使用恶人的计谋，来成就自己美善而圣洁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3:3-4）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
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
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2. 神为什么要预定祂的仆人受苦？

我们来看今天课程中最棘手的“为什么”。为什么一位既良善
又慈爱的神要命定、定意、定下旨意、并预定祂的儿女受苦
呢？只要查看整本圣经，你就会找到其中的一些原因。

更深的信心和更大的圣洁（林后1:8-9）
在我们的赏赐和基督的荣耀中，给我们更大的喜乐。（林后
4:17-18）
唤醒其他的基督徒，使他们更加勇敢（腓1:14）
苦难把基督徒带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徒8:1，徒11:19）



考虑到我们弯曲悖逆的文化和我们扭曲的心灵，我认为以下一点可能
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据圣经，这一理由显而易见。神颁布旨意、定意、
命定、并预定祂的子民受苦，乃是因为他们的苦难荣耀了基督福音的
价值。

太13:44-46：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
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
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的价值在此向我们显明，不是在于我们如何为今生得到的所求所想而感恩戴德，
而是在于我们在献身天国的道路上，心甘情愿舍弃的东西。
在林后12:9-10中，保罗说他以迫害为可喜乐的，好让基督的大能得以彰显：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
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
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只有当基督徒继续以神为乐，甚至个人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世
人才能清楚地看见基督徒爱神不是因为祂的赏赐，而是因为祂是
谁。这也许就是整卷约伯记的主旨。撒旦指控约伯爱神只不过是
因为神给他的赏赐。而约伯在面对骇人的损失时还依然坚忍顺服
，又一次证明了撒旦是不折不扣的说谎者。
神是宣教事工的源泉和动力。不仅如此，祂定意使自己得荣耀的
方式也彰显了祂的恩典和公义。祂甚至已经命定要把福音传给万
国万邦，当神的子民大声赞美祂，并在苦难中持守信心的时候，
祂就大得荣耀，因为祂的子民彰显了祂的价值，以及福音的价
值。
我们已经探讨了谁导致苦难，以及为什么神让苦难发生，现在要
转向下一个问题，受苦的是谁？



3. 是谁在受苦？

受苦是基督徒的常态吗？
由此就产生了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苦难对基督徒来说是常态吗？
还是说苦难只是属灵基督徒——宣教士和牧师们的专利？” 
受苦是基督徒的常态。

约翰福音 15: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
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在这里，耶稣警告祂的门徒说，恶人也要照样逼迫他们，就像祂受到
逼迫一样。



基本的事实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意味着忠心的基督徒一定会受逼
迫。

彼前4:1，12：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
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
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彼得告诉我们，应该常常思想基督的受苦，以及我们要在受苦的
形状上与祂相似，我们以这样心志作为兵器，过基督徒的生活，
预备自己受苦。



B、应用对苦难的思考
首先，神的子民对苦难有什么反应？
接下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将这些应用到自己身上。正如彼得所写的，我
们要以基督的心志作为兵器。圣经说，祂的子民应为苦难欢喜。

使徒行传 5:41：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希伯来书 10:34：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如果他们真的盼望天上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么他们就不会看今生的损失为
大。他们可以失去今生的东西，而不以为有损。
因此，神的子民为苦难欢喜。



其次，基督徒应该选择受苦吗？

看起来圣经对苦难的评价如此之高，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选择受苦吗？如
果苦难最终临到，那么基督徒应该心甘情愿、欢喜快乐地接受，这是毋庸
置疑的。但是基督徒是否应该故意选择痛苦的生活呢？

路加福音 9:23-27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從我。



第三，基督徒应该选择做会给他人带来苦难的事情吗？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你身在异国他乡，在那里连传福音都是非法的，更
不用说归信基督了。你和一些当地人建立了友谊，他们对福音有些兴
趣。但是你知道，如果他们信了，就可能被赶出家门，甚至还可能遭到
政府的迫害。
如果给你的朋友讲耶稣，也许就意味着让他们受苦，甚至被杀害，那么
这样做值得吗？想想看，如果他们信主，会给他们自己、妻子和孩子带
来什么影响？
如果迫害和苦难会殃及他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许要更加小心谨
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我们应该坚定地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虽
然会有可能带来逼迫，甚至使朋友丧命。因为我们的朋友将来要面对
的，远远大过今生的苦难——如果他们不信主，将来就要忍受地狱无
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所以，向他们传福音是对他们最大的爱。



第四，我们如何预备受苦？
a) 认识福音的价值。要清楚知道你作为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什么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不是世人所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在于，圣洁的神
开辟了一条道路，让祂对罪的公义烈怒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
那些在基督里没有盼望的人会觉得苦难无法忍受，因为苦难夺走了他们
唯一的盼望，即今生的享受与满足。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不同的盼望
，这种盼望源于知道我们将看到并享受基督荣耀的喜乐。
b) 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否让人看见你的盼望之所在。（彼前

3:15）
如果我们不像世人只在今生有盼望，并且真的看福音的价值高于一切，那
么别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出来吗？如果有人来看你的生活，他们是否能清
楚地看出你的盼望与他们截然不同吗？或者他们会不会认为你的基督教
信仰只是一个工具，帮助你获得他们也同样想要的东西，如舒适、成功、
安全感、金钱、以及别人的肯定呢？



考虑去海外宣教怎么样？可能的苦难——无论是放弃你自己的舒适
，还是你配偶和孩子的舒适——会不会阻碍你的脚步呢？我们要清
楚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海外宣教，如果原因是害怕失去世界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糟糕的理由。

我们不是仅仅为了生活简朴而追求简单。路12:29说，我们不要追求
世界的东西，比如物质财产，因为所有的外邦人也是这样求的。我们
应该寻求神的国，而不要为世人所求的暂时的东西忧虑。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与众不同？所盼望的明显
与别人不一样，而使你身边的人问你盼望的原由呢？



c)  认真地计算代价
苦难会来临，海外宣教也要付代价。如果你在考虑去海外服事，那么最好要清楚可能要
付的代价。如果你结婚了，就要和配偶一同商量，看看你们到底要做哪些牺牲。耶稣说
做门徒要有代价，同样地，我们应该计算宣教的代价。（路14:27-30，33）
苦难有多种形式，对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西方人而言，尤为如此。我们的苦难也许不是
司提反和保罗所面临的死亡，也不是身体上的危险，感谢神的保守，通常最坏的事情就
是被驱逐出境。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可能会令人更难以忍受。因为毕竟，殉道是一
次性的壮烈事件，而一般地来说，宣教士所面临的难处是日常繁琐的事情，而且日复一
日地发生。
通常地，难处不仅与自己有关，而且牵涉到其他人。如果去一个福音未及之地宣教，就
意味着让家人过不舒适的生活，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孩子问题通常是宣教士离开禾场
最主要的原因。孩子可能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或者非常适应，以至于回国后，他
们无法融入本国文化。孩子的教育也会带来困难，你要思考的可能是：如果到一个地方
拓展福音意味着你的孩子读高中时，就不得不读寄宿学校，那么这样做值得吗？
虽然以上所谈的情况未必都会发生，但是认真思考这些可能性是有益处的。毕竟，这些
困难清单不应该让我们沮丧或者害怕。相反地，我们应该培养对神的信靠，以及对祂恩
典的感恩之情。



d) 培养感恩的心，而不是当得的心态

我依然记得赞恩（Zane）牧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东
西。要说我们配得什么，那就是下地狱。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
是从神而来，藉着祂在基督里的恩典。赞恩是对宣教士说的这番话
，他们将会面临各种困难——文化的冲击、简陋的住房条件、甚至
还有政府和当地人的敌意。麻烦会有，困难也会来，但是学习感恩，
不聚焦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的帮助。

神已经把很多东西赏赐下来给我们使用，让祂得着荣耀，不是因为
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祂欠我们的。因此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东西，
而要为神的缘故，甘愿舍弃。



 二、祷告
A. 如果神在宣教中掌权，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答案：祷告见证神在宣教中的主权。
神如何在我们为宣教的祷告中，使祂的荣耀被高举呢？
诗篇 50:15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当神的百姓求告祂的时候，祂就搭救他们，并因此而得荣耀。
约翰福音 14: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
得荣耀。
神借着成就祂百姓的祷告，而得着荣耀。
约翰福音 16: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
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神应允祂百姓的祷告，使他们喜乐，神因此也得着荣耀。



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福音的广传中得着荣耀。就好像是这样：神藉着祂
儿子预备了救恩，我们就去把救恩的好消息传到地极。神命定我们在这个伟
大的工作中，将会遇到困难，以及似乎无法克服的冲突。然后我们就会在患
难的日子里求告神。神将会做出在祂看来最有智慧的回应，祂会为我们开道
路，除去反对势力，赐下力量，把我们从患难中拯救出来，并供应我们的需要
，等等。然后，我们将赞美祂的供应，世人因此知道，神就是基督徒宣教事工
背后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将会在宣教事工中得到所需的一切帮助，
通过如何提供帮助，神向人显明，祂就是力量的源头，并因此而得着荣耀。
神常常借着祂子民的祷告使自己得着荣耀：祂回应儿女的呼求，显明祂是慈
爱、全能、充足的施恩者，并在宣教事工中怀抱他们，供应他们。
宣教事工少不了受苦，因为苦难荣耀神。宣教少不了祷告 ，因为祷告使神的
恩慈和祂势不可挡的大能得着荣耀。二者在神的工作中不可或缺，因为神必
须在一切事上都得荣耀。



B、既然神最终会获胜，那么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我们为宣教祷告时满有盼望呢？当我们祷告，求神的赞美加增、教会增
长、万国顺服、以及未信者有回应时，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正在按着神的旨意祈求
，而祂必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当然，神还没有向我们显明祂在每一个人和每一件
事情上的旨意，但是祂已经显明祂普遍的旨意。
马太福音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
他。
创世纪 49:10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
归顺。
约翰福音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它们来，它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
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身在充满挑战的困境中，相信神必会成就祂的旨意，这是极大的安慰。



以赛亚书 45:21-25
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
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　神。我是公义的　神
，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
救，因为我是　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
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
能力，惟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
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神必会成就祂的旨意，为什么还要为宣教祷告
呢？首先，一句话，这是神的命令。耶稣告诉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
并要为福音的工作“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



C、为什么荣耀神的宣教事工必须以祷告为重心？
因为神没有用其他方式彰显祂的荣耀
神已经命定福音的工作要与祷告同行，好使祂得着荣耀。当我们出去传福音，
我们必须祷告，好让世人知道是神差派我们，供应我们，保守我们，而且神要
做归正、拯救和保守的工作。我们必须祷告使神得着荣耀。（不是我们，而是神
得着荣耀）
因此我们得到帮助，神得着荣耀！因着神的恩典和智慧，祂制定了一个计划，
使福音得以传扬，而我们也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荣
耀仍然归给神。我们得到帮助，而神得着荣耀，这是多么伟大的计划啊。
约翰福音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
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最后，因为我们想要结出长存的果子。我们需要以祷告为中心，使我们长存的
果子越来越多地与祷告有关系。



D．我们应该怎样为宣教事工祷告？
祷告要热切，
祷告要持之以恒。
祷告要具体。
祷告要有信心。

E． 激励你为宣教祷告的方法
使用《普世宣教手册》作为你的灵修书籍。
为教会通讯录上列出的宣教士祷告。
阅读和关心宣教士寄给我们的信件。
固定时间为宣教事工祷告。
当教会资助的宣教士回国来访时，要去认识他们。



D、我们应该怎样为宣教事工祷告？
1. 祷告要热切，因为知道神渴望把自己的荣耀传到地极。
2. 祷告要持之以恒，因为知道祷告是神的要求。所以，即使没有什么

果效的时候我们也要祷告——比如中国，无数宣教士已经在那块
土地劳苦做工几百年。回想一下，1949年共产党当政后，宣教士有
多么沮丧，他们以为中国的教会将毁于一旦。但是在那之前，人们
已经持续为中国祷告了几百年，而且祷告一直没有停息。现在，我
们看到了福音的果子。

3. 祷告要具体，知道我们怎样为别人祷告。祷告要殷勤，要了解我们
在为谁祷告。

4. 祷告要有信心，因为知道神有主权，并会成就祂的旨意。而且，神
满有智慧，祂用给祂带来最大荣耀的方式，来成就祂的旨意。



E、激励你为宣教祷告的方法
对稳定而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为宣教祷告是一种责任。为宣教祷告不
是“祷告勇士”，或者对宣教或异国文化感兴趣之人的专利。（当然也有
一些人，他们有强烈的渴望为跨文化宣教祷告，并以此荣耀神。）
1. 使用《普世宣教手册》作为你的灵修书籍。《普世宣教手册》是一本

很棒的书，你可以用来作为为宣教祷告的指导。这本书内容丰富，
可以帮助你更多了解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信息，并激励你为他们祷
告。

2. 为教会通讯录上列出的宣教士祷告。我们教会通讯录的后面几页
上，印有一些宣教士的照片和简介，他们有的是由我们教会资助，
有的是与我们有特殊关系。你可以按着这些名单，有计划地为他们
祷告，他们都是与我们教会有亲密关系的宣教工人。



 3.  到教会办公室索取宣教士寄给我们的信件，这些信也可以在教会
的邮件群里找到。我们的宣教工人会寄来他们的简报，你们向教会索
取。他们也会按要求直接寄给教会有需要的成员。你还可以从教会的
邮件群里看到他们发来的邮件，了解他们的近况。你可以通过这些渠
道了解我们宣教工人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为他们祷告。
4. 固定时间为宣教事工祷告。每月或者每周固定某一天，为宣教事工
祷告。这样会帮助你有规律而且深入地为宣教事工祷告
5. 当教会资助的宣教士回国来访时，要去认识他们。

我们的祷告来自对神的爱，但是当我们对人的爱减弱时，祷告的热情
也会减少。如果你特别努力去了解我们资助的宣教士，我想你会发现
自己更有感动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会越来越了解他们，爱戴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