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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对以色列民的最后讲话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104:1-4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敬拜主 (102) 

圣哉!万王之耶和华（14）

歌颂主爱（138） 

信息: 摩西对以色列名的最后讲话 

诗歌回应: 将最好献主（557）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祝祷  

诗歌: 愿你平安（603） 

   

  教会异象 

  以基督为中心 

  以主道为装备 

  以行道为生活 

  以传道为己任 

 
 

聚会地点 

瑞士苏黎世活泉教会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Friedhofstrasse 9 
8048 Zürich 
 

聚会时间  

14:30 至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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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马太福音 16:26-27 

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

生命呢？27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

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摩西对以色列名的最后讲话 

申命记 
 

 

重点摘要: 
 

口吃的牧羊人、 

斗胆宣战法老、 

四十年的重担、 

语重心长的遗言 

 

 

 

 

听道心得: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   http:// www.livingspring.ch 
info@livingspring.ch     

3

忍  耐 

 满足和舍己就生忍耐，忍耐一词在希腊文中是 hupomone。这是一个复合词，由 huyp

和 meno 组成，前者的意思有时是“藉着”，有时是“……之下”，有时是“在……上

方”；后者的意思是“保持”。合在一起组成 hupomeno，意思是“保持”、“保持坚

定”、“持守”，也组成 hupomone，意思就是忍耐。总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胜过

苦难，在苦难中依然不变，超越苦难，保持坚定。在英语中，名词“忍耐”

（patience）来自“耐心的”（patient），这个词又是来自拉丁文动词 pati，意思是

“受苦”。因此，“忍耐”就是忍受苦难的能力。 

  忍耐就是基督徒属灵的力量，是他因着上帝而拥有的。藉着这种力量，在完成他当

尽的本分时，忍受生活中的荣辱兴衰，甘心乐意，处之泰然，高高兴兴，坚定不移，

盼望最终得益处。 

 忍耐就是在主里坚强。我们在六十二章中探讨了属灵的勇气，或称作力量，这种勇

气或力量就在于：1)信靠上帝的帮助，从而勇敢地履行自己当尽的本分；2)坚定不

移，从而继续持守本分，坚守岗位；3)忍耐，从而驱散一切拦阻他本分的事，使之没

有障碍。因此，忍耐是一种勇气或力量。勇气是一种勇敢的倾向，信徒由此感觉到生

活中各种变化无常，拦阻他前行。他不仅认识到胜过它们的必要性，而且还归荣耀给

他所信的主。作为一名战士，他胜过这些环境。有忍耐的人会从上帝得力量。属灵的

生命是脆弱的，身体是软弱的，常常容易遭受各样疾病的侵扰，肉体是恶的，一旦面

临不舒适的事件，就常常屈服。但是，有耐心的人紧紧抓住主的力量，靠着这种力量

继续前行。“我们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祂”（诗 60：

12）。操练忍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坦然忍受苦难，抓住上帝所赐给的力量，并且靠

着这种力量继续前行，这确实是勇敢之举。这会使事情最终得以荣耀。 

 主体――也就是这一美德的中心――就是信徒的灵魂。未归正者完全不能做到忍

耐。他们确实也忍受苦难，是的，他们也遭遇艰难的试炼。有些人受到荣耀的驱使，

或者因为环境使然，不可避免，也能以男子汉的风度忍受苦难，丝毫不会表现出惧

怕、焦虑或痛苦之情。然而，他们无法做到忍耐，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神圣的责

任当忍受苦难，他们也不想持守这一责任，更不想好好地完成这一责任。他们也没有

藉着基督从上帝得帮助，他们没有最终必得益处的盼望，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任

何应许。因此，虽然他们在患难中硬硬地撑着，但没有忍耐之心。然而，忍耐却是一

个基督徒的装饰。一个基督徒晓得自己已经与上帝和好，认为临到自己身上的一切苦

难都是来自上帝，目的是增进他的益处。上帝已经应许那结局将是荣耀的，所以，只

有基督徒才能操练忍耐。“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启 14：12）。为了表明除了信徒之

外，一个人是不会有忍耐的，在圣经中常常把信心和忍耐放在一起（参考多 2：2；提

后 3：10；帖后 1：4）。忍耐尤其出于心中。这一美德既不在于自吹自擂，也不在于

故做姿态，而是在于从外部展现出来的内在的性情。“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

魂”（路 21：19）。忍耐的美德并不是来自受苦的习惯，而是因为不断地操练自己拥

有这一美德，这样灵魂就会获得一种忍耐的倾向；这样，灵魂就有忍耐之心了。缺乏

忍耐的人并不掌管他自己的心，对他而言这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有忍耐的人掌管自

己的心，并加以运用，不让内心拥有与困难相关的不适宜的思想和念头。 

 忍耐的对象是人生的各种无常，也就是各种形式的苦难。既有身体上的患难，也有

灵命上的患难，义人在世要经历很多患难。有些患难直接临到，不假人手，有些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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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人而来。患难的时间有的是在教会和平时期，有的是教会为真道受逼迫的时期。

有些患难是轻微的，有些患难是严重的，有些是可怕的，更有些是残酷的死亡。对于

人而言，这些患难都是令人感到难过的，能够攻击人的信心，使信心反复摇摆，而且

假如有可能，就会使人丧失盼望、爱心和其他美德，以及它们的外在表现。忍耐却是

恰恰与此相对，忍耐所寻求的并不是从患难中被拯救出来（因为那是徒然的），而是

予以忍受。有忍耐的信徒不会任凭自己因着患难的拦阻就丧失美好的意向和表现。他

也不会任凭自己在操练这些美德方面比以前缺乏圣洁和勇气。因此，有忍耐的人会在

苦难中坚忍不拔，继续忍受他的痛苦。他更加奋发图强，从自己的软弱中得力量。所

以，忍耐被称为“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林后 1：6）。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苦

难中不能寻找喜乐，也不是说受苦的人绝不要祈求得释放，而是说为顺服上帝的旨意

而受苦。 

 1．忍耐的精义或性质(The Essence or Nature of Patience) 

 忍耐的精义或性质在于忍受苦难，甘心乐意，处之泰然，高高兴兴，坚定不移。 

 （1）我们忍受苦难――如果我们背负十字架，正如主放在我们身上一样（太 16：

24），带着这十字架跟随主，完成我们自己对上帝和邻舍当尽的本分。就带着这十字

架前行，哪怕是从耶路撒冷到各各他，目的就是去死。不管这十字架是木制的、铁制

的，还是铅制的，信徒并不想把这十字架换掉。他们愿意背负这十字架，因为这十字

架对他们最适合，因此他们要背负这十字架直到天堂。 

 （2）忍耐是甘心乐意地忍受苦难。苦难必定与人自然的愿望不合，它压制灵魂和身

体，甚至使我们流出眼泪。但是，这样的忍受绝不是被迫性的，绝不是强制性的，而

是拥抱苦难，甘心乐意，因为这是主的旨意。不管主的旨意是什么，祂的旨意就是我

们的意愿。不管是小小的击打，还是各各他的受死。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只

要是上帝的旨意，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切都是可悦的。“……心灵固然愿意”

（太 26：41）；“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约 18：11）。 

 （3）在忍受苦难的时候处之泰然，有安静的心。忍耐排除抱怨，排除沮丧。如果我

们所受的苦难是别人加给我们的，忍耐也使我们排除愤怒之情，报复之心。若是有忍

耐之心，苦难就不会象风暴席卷大海一样搅扰我们的心灵，而是任凭洪涛波浪漫过。

这样的人就像平静的海滩，即使大浪冲来，最终也归于平息；也像海边的磐石，虽有

海浪盖过，它仍岿然不动，而海浪却归于破碎。大卫就是这样忍受了各种各样的苦

难。“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诗 62：1）。圣经中劝

勉教会也当这样行。“人在幼年负轭， 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

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哀 3：27－29）。 

 （4）有忍耐之心的人不仅保持安静，还在患难之中高兴欢喜，因为他已经品尝到了

上帝藉着苦难带给他的祝福，从主那里领受了安慰，或者是为敬虔的缘故，是为主名

的缘故受苦。以下是使徒保罗对歌罗西教会的人所表达的愿望，就是愿他们“在各样

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西 1：11）。对于帖撒罗尼迦人，

使徒保罗也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帖前 1：6）。

对于他自己，使徒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地快乐”（林后 7：4）。 

 （5）有忍耐的人坚定不移地忍受苦难。在苦难临到之前，应大有勇气，勇敢地接

受。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在现实中经历苦难，而且这苦难持续的时间很长，我们也许

就希望卸去这令人烦恼的重担，回避苦难，即使这样做犯罪也在所不惜。假如我们无

法消除苦难，一切都被搅得天昏地暗，不忍耐就会在我们身上占上风。但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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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不会给主加上任何限制，这苦难当有多大程度，当持续多长时间等等。有忍耐的

信徒满足于上帝的慈爱和智慧。他提醒自己，哪怕是一生一世受苦也不要紧，因为救

恩对他而言是这样宝贵无比。如果拯救在他死之前临到，他高兴欢喜；如果不是这

样，也不要紧。他就这样耐心地忍受，直到苦难终结。“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

完备，毫无缺欠”（雅 1：4）。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敬虔之人的身上，忍耐本身达

到了完全的程度，也不是说忍耐就使什么达到了完全。而是说，一个人计划要完成 某

事，直到最终，虽然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但他仍然坚持到底。同样，忍耐为我们的

苦难打上了最后的印记，也就是说，苦难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忍耐就当持续到什

么时候，不要在苦难结束之前就把二者分开。这也是圣经中对士每拿教会的劝勉：

“你务要至死忠心”（启 2：10）。 

 （6）忍耐忍受苦难，盼望有好的结局。在这一方面，有一句格言说得好：盼望是困

难中的安慰。没有盼望，就无法忍耐。在地狱里就没有忍耐可言，因为在那里没有盼

望。盼望为忍耐提供支持。“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 8：

25）。如果我们把对好结局的盼望界定得太窄，也就是说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限

定在一定的环境之内，我们就犯了错误。这样的错误经常出现，但是主的道路不同于

我们的道路。因此，有忍耐的人会在一种不加限制的意义上牢牢地抓住主的应许，也

就是说相信上帝不会让我们受苦，受试炼，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程度。即使在我们遭

遇试探的时候，祂也必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可以忍受（林前 10：13）。我们

也当相信，苦难必会结出公义的果子来（来 12：11）。最终苦难会使我们得益处，也

就是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有份（来 12：10）。那些忍受苦难的人，必有公义的冠冕为

他们存留（启 2：10）。所受的苦难越大，所得的荣耀就越大（启 7：14）。有耐心的

人以上帝的这些应许为自己的盼望，期盼这些应许成就在自己的身上。在这个方面，

基督就是有耐心之人的榜样，“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难”（来 12：2）。所以，使徒保罗把忍耐与盼望联系在一起：“因盼望我们主耶

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 1：3）。 

 忍耐的原因并不在人自己身上。一个属血气的人可能咬紧牙关，控制自己，保持沉

默，抑制各种情绪，通过理性控制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坚定的荣耀。但

是，他并不能够使自己有忍耐之心。同样，敬虔之人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达到

如此。主必须在他心中动工，因此祂被称为“赐忍耐的上帝”（罗 15：5）。主赐给敬

虔之人信心，使他们明白祂是以慈父的手把这样的可能加在他们的身上。祂坚固他们

内在的人，在隐秘处扶持他们。在他们的苦难中，祂根据他们灵魂的需要赐给他们诸

多的安慰，让他们品尝到祂的恩典的味道。祂使他们晓得这苦难是轻松的，对他们有

益处，而且是短暂易逝的。祂向他们显明，苦难的结局会使他们得到何等大的益处和

荣耀。这使得他们得到鼓励，安静下来。因此，他们甘心乐意地承受苦难，而且患难

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羞愧。 

 忍耐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使信徒可以尽职尽责。有忍耐之人并不是以自己的苦难为结

局。自己有适宜的倾向，很好地忍受苦难，表现出忍耐的心，这是好的，但这并不是

目的。他却有更崇高的目的。他之所以存心忍耐，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使自己在克尽职守的时候不受拦阻。他亲自操练敬虔，让自己的光发出来，在众人之

中敬虔度日，以身作则，带领他人归向基督，勇敢地承认基督是自己的主。通过这

样，忍耐之人完成自己在世上的使命。这就是他的目标，是他所寻求的。他晓得，在

经历患难的时候，假如他不能好好地使自己举止得体，患难就会拦阻他完成上帝赐予

他的使命。他更是晓得，如果他举止得体，他的苦难就会最终使他得益处，帮助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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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己的目标。所以，他努力存心忍耐。因此，在圣经中把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与跟随

基督联系在一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太

16：24）。同样，忍耐和继续前行也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

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忍耐和其他美德也是这样相连的：“愿主引导你们的

心，叫你们爱上帝，并学基督的忍耐”（帖后 3：5）；“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

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

上爱众人的心”（彼后 1：5－7）。 

2．未归正者当知罪(The Conviction of the Unconverted) 

以上所说的这一真理足以使未归正的人相信，他们确实缺乏忍耐这一美德。他们或者

是完全麻木不仁，或者是还有一点温柔之心，或者是能够很好地忍受疾病之苦，不管

是因为晓得无法减轻痛苦，所以就予以忍受，还是为了得到荣耀，下定决心，坚强面

对，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忍耐。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他们都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忍耐

并不是来自上帝的属灵的力量，上帝并没有藉着基督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的这种忍

耐既不是发自在基督里的信心，也不是来自他们与基督的联合。他们也会感受到，他

们对苦难的忍受并不是甘心乐意，也不是欢欢喜喜，坚定不移，更不是因为盼望这苦

难必会有好的结局，也就是使他们更加圣洁，带领他们得福。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

为他们自身支取任何一个应许的基础。他们也会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为了更适合践行

各种美德而渴慕忍耐。即使有些人有忍耐的外表，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愤怒的，仍然

是烦躁的。他们变得更加邪恶，更加不敬虔，他们的愤怒直接向上帝表达出来；他们

是在旷野中向上帝发怨言的不敬虔的以色列人。在一段时间他们没有食物，后来没有

肉吃，然后又没有水喝，他们立即大发怨言，偏离上帝，要求回埃及，甚至责备上

帝。当上帝责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变得更加悖逆（赛 1：5）。假如上帝不帮助，他

们就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王下 6：33）。

他们的希望就是立即脱离苦难，不惜任何代价：如果上帝不想帮助我，我就寻求撒但

的帮助。因此，他们恶上加恶，直到最终进入地狱那个没有忍耐的地方。 

3．敬虔者的不忍耐(The Impatience of the Godly) 

我们已经讲明了忍耐的本质，敬虔之人能够看到，一方面他们在本质上已经拥有了忍

耐这一美德；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不忍耐仍然很大。当有一个属灵

的十字架临到他们身上，当周围的环境变为暗夜，当上帝隐藏了祂的圣容，收回祂的

安慰，当上帝仿佛既不垂听他们的祷告，也不立即把他们心中所渴慕的赐给他们，那

时他们就立即陷入沮丧、不信和愤怒之中。当他们被各种形式的身体上的苦难环绕，

而且是长期的苦难，受苦的程度又极其大，那时他们的忍耐何在呢？ 

那时，他们就像约拿一样变得易怒（拿 4：8），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沮丧，说：“耶和

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赛 49：14）。他们立即感到绝望，想：“这是枉然”

（耶 2：25）；“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哀 3：18）。如果他们

的苦难持续时间长，程度极其严重，他们的信心就开始摇摆，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上

帝发怒才临到他们。因此，他们就抱怨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

道祂的慈爱永远穷尽，祂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上帝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祂的

慈悲吗？”（诗 77：7－9）。 

他们在上帝的护理方面绊跌（箴 30：9），指责上帝严厉，说：“祢向我变心，待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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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又用大能追逼我”（伯 30：21）。然后，他们就质问主这样行事是否公正，就强

求上帝交待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与全能者争论（伯 40：2）。有时绝望浮现出来，使

人选择死亡胜于生命（伯 7：15）。“惟愿我得着我所求的，愿上帝赐我所切望的；就

是愿上帝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

耐？”（伯 6：8－9，11）。 

见到恶人发达，憎恨之情就油然而生，他们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长享

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是徒然洗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

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诗 73：12－14）。当他们见到许多敬虔人在这个世界上兴盛

时，他们就心生嫉妒，心想：“为什么我不像他们那样发达呢？”假如他们的十字架

是由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就非常愤怒，图谋报复，就像撕咬投向它们的石头的狗

一样。 

有时上帝的孩子们认识到他们内心的这种骚动不安，这使他们感到羞愧和难过。他们

应当为此而感到羞愧和难过，因为： 

（1）当人缺乏忍耐的时候，许多罪混在一起出现。一个缺乏忍耐的人是滋生各种各样

的败坏的温床，这些败坏严重地污染人的灵魂。这些败坏有对上帝的不信，不喜爱上

帝的旨意，冥顽不化，骄傲（仿佛他们更优越），嫉妒他人，有报复之念，高看这个

世界上的东西等等。 

（2）他们使得自己不适宜服事上帝，造就他人。他们使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跌倒，使得

世人对敬虔大加嘲笑。 

（3）他们给自己带来重重的审判，因为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必然得胜。他们所

受的苦难之所以那样长，那样严重，他们自身就是原因，本来苦难能够使他们得益

处，但他们竟然毫无所得。 

（4）由于不断地认识到他们自身的罪，无法摆脱十字架的重负，他们就变得焦虑不

安。“祂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上帝刚硬而得亨通呢？”（伯 9：4）。因

此，不要缺乏耐心，当“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祂必叫你升高”

（彼前 5：6）；“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祂的责备”（箴 3：11）。 

4．劝勉信徒忍耐(Believers Exhorted to Be Patient) 

信徒啊，务要存心忍耐。为了促使你有忍耐之心，请留意以下动机： 

首先，你的愿望就是顺服主，难道不是吗？有多少次你并没有把自己献给主，说：

“主啊，祢到底让我做什么呢？”主对你的吩咐就是当忍耐，因此，请你留意聆听以

下的劝勉，这是主亲自说的。主耶稣对你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路

21：19）；使徒保罗说：“在患难中要忍耐”（罗 12：12）；“存心忍耐，奔那摆在

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0：36）；“忍耐也当成功”（雅 1：4）。 

其次，忍耐是绝对必需的，你不能没有忍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

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来 10：36）。只有经过患难才能通向天国，别无他

途。你既不能避免，也不能偏离。另外，要促进你的成圣，你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因

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若是不藉着忍耐之道，你怎能持守到底呢（因为你希望持守到

底，你也会坚持下去，直到你进入天堂）？这就使得我们接受苦难，苦难不会拦阻我

们前行，而是使我们适合完成我们当尽的本分。因此，应当为此竭尽全力，因为这是

必不可少的。当在忍耐方面操练你自己，直到你在这方面能够形成习惯性的倾向。 

第三，请思考你的苦难源自何处。苦难肯定不是源自你自身，因为你太爱自己了，不

会自找苦吃的。苦难不是来自人，因为没有上帝的旨意，我们连动也动不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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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你的一根头发。准确地说，是主亲自把苦难降在你身上的，主是至高无上的，没

有人能拦阻祂的手，也没有人能对祂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这是在基督里已经

与你和好的你的天父，本着祂的智慧、仁慈和大爱，把苦难降在你身上的，目的就是

要使你得益处。“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 12：6）。

难道你要反对主吗？这既不是你内心的愿望，也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何况万灵的

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祂得生吗？”（来 12：9）。你当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

怒”（弥 7：9）；“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 39：9）。这就是

主所悦纳的。 

 

 

  服事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陈远明 证道: Marc Schachtler 

    翻译:  翻译: 林舟 

    司会: 孙林 司会: 赖迦南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茶点: 林舟 招待茶点: 董鹰 

    儿童主日学: 吴漾 儿童主日学: 林舟 

    幼儿照顾: 董鹰 幼儿照顾: 张婉儿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14 上次主日奉献: 360 瑞士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