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部主日 講道大綱   2018.07.15  

講題: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神如何考驗我們?』 
經文: 申命記 8:2-3；哥林多前書 13:13 
講員: 陳琛儀 牧師
**************************************************************** 

前言: 

1. 神賜一個祝福之前，必先試驗我們 (Before every Blessing there is always a Testing)

2. 神以困難危機去試驗我們，看我們能否承受祂所賜的成功 (God tests us with

difficulties before He trusts us with success)

3. 若要繼往開來蒙神賜福，我們必須不停止事奉和聚會，接受祂的考驗和祝福

I. 神如何考驗我們的信心

(How God Test Our Faith) [馬太福音9:29；希伯來書11:6；路加福音7:5]

1. 經歷困難 (Difficulties)：我們有信心仍讚美祂？ (Praise Continually)

2. 神的要求 (Demands)：我們以信心立即遵從？ (Obey Immediately)

3. 金錢奉獻 (Dollars)：我們憑信心樂意奉獻？ (Give Generously)

4. 未蒙答允 (Delay)：我們用信心忍耐等候？ (Wait Patiently)

5. 未能決定 (Decision)：我們以信心先感謝祂？ (Thanks Proactively)

II. 神如何考驗我們盼望的心

(How God Test Our Hope) [彼得前書1:6-7；約伯記23:10；耶利米書29:11-12]

1. 神用苦難去檢查我們 (To Inspect)：這苦難顯出我的什麼問題 (It Reveals)

2. 神用苦難去教導我們 (To Correct)：這苦難教導我的是什麼 (It Teaches)

3. 神用苦難去指引我們 (To Direct)：這苦難要帶領我到什麼地方 (It Leads)

4. 神用苦難去保護我們 (To Protect)：這苦難如何能拯救我 (It Saves)

5. 神用苦難去成長我們 (To Perfect)：我如何藉這苦難成熟起來 (It Matures)

III. 神如何考驗我們的愛心

(How God Test Our Love) [馬太福音28:18, 20]

我們當如何愛神？

1. 常活在祂的同在中 (Always be present to His presence)

2. 作神同在的見證人。騰出空間，讓同在的神可以在我們和周圍的人身上作工

(Open space for Christ’s presence in our lives & for the people we encounter all

around us.) [Faithful Presence, David Fitch]

我們都如何在三個空間中與神同工？ 

1. 都在主桌前 (At His table) [使徒行傳2:46-47]

2. 都和好合一 (Reconciliation) [馬太福音18:15-20]

3. 都與最小的一位同在 (With the “least of them”) [馬太福音25:31-46]

4. 都各盡其職 (The gifting) [以弗所書4:7-13]

5. 都祈國度的禱告 (The Kingdom Prayer) [馬太福音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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