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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不少人問：為何人要受苦？為何好人也要受苦？為何我要受苦？一個慈愛的神何容許
苦難的臨在？這是哲學與宗教上的問題。另外要問：既然別人要受苦，你不用？我們知道神是慈愛，
但神另一面的屬性是公義，有罪的，神必追討，神會藉苦難教訓人。在問題背後，挑戰神：
1. 神並不知道所發生的事
＝＞ 神不是全知
2.. 神無能為力
＝＞ 神不是全能
3. 神不看顧人
＝＞ 神不是全善
ɼ΅فւઢֽ႑ߗᗔفΨΗk
猶太教：苦難由於人犯罪，對人有教育性的目的，等候彌賽亞除去
回 教：苦難不是可以抗拒，惟有逆來順受
佛 教：看世界為苦海，皆因人有慾望和缺乏知識與領悟力；以念經、功德、空(無慾無求)面對
印度教：生命本身就是苦難，是因果的過程
聖經講論到不少的苦難事情，需要分幾次跟各位思想，下次會談到苦難的性質，再下次是苦難的意義。
ߗᗔف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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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類的始祖，羅馬書 5:12「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這裡是指亞當違背神的命令，吃了善惡樹上的果子；結果：地受咒詛，生出
荊棘、疾藜，男人必終身勞苦，汗流滿面，才得餬口。女人受懷胎苦楚，受丈夫的管轄。(創 3:15-19)
罪進入了世界，直到今天，人經歷痛苦、疾病、死亡。在自然界帶來天然的災害。
ˤɃ
別人帶給你苦難。不是我做錯甚麼事，是別人連累你。有人將自己的快樂、慾望建築在你痛苦身
上。今天我們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罪已進入世界，罪在人的心中掌權，引起人很多可怕的思想，
做出不法為害人的行動。
書 6-7 章 亞干犯罪，累及他人
撒下 24:1-17 大衛王數點以色列人數，是神禁止，出自人的驕傲。大衛認罪，結果帶來以色列人
一場瘟疫，一天死了 7 萬 5 千人。
± 歷史上的戰爭，死傷無數，令人痛失家園、家人、受著身體和心靈上的痛苦。豈不是人為嗎？
±肯雅和坦桑尼亞美國大使館的爆炸，令百人喪生，數千人受傷
±中國的長年累月的水災，是人去砍伐樹木，改變自然生態，又沒有好好預防、修堤、建堤
± 有些疾病來自上一代的遺傳或別人的傳染
± 印尼排華的事件：搶掠、強姦、殺人、放火等；據統計，96-98 約有 130 多間教堂被破壞
 98 年有 4 千多間商店遭搶掠
± 北美每年車禍 7 百萬多宗，約 4 萬 5 千人死亡，傷殘未計，因人醉酒和超速為多。我們如何小
心駕駛也好，無辜是別人撞我們
Ϯɱ
加 6:7「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人對自己所做的事要承擔責任和後果。
自己不顧身體，煙、酒、毒品多，缺乏休息...食進有害的食物，結果產生疾病，危害健康。
人會犯罪，人肯認罪，肯定神會赦免，但罪的後果，我們仍要承擔。
一個 38 年病患者，當耶穌醫好他後，提醒他，「以後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約
5:14)
撒下 12:7-18 記載大衛與拔示巴行淫，結果生下來的兒子死了；家中興起禍患：妃嬪
與人同寢，兒女亂輪事情，兒子押沙龍背叛，大衛逃亡，這一切帶來大衛沉重的打擊。苦難與罪
惡相連，說明神公義的報應。

ᙖفӱޞۻÒ靈界發生的事，我們不曉得
ᅌА
彼前 5:8「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
將痛苦、災害加給人，甚至奪去人的生命。
伯 1:2-19，2:6-8 約伯的 7 仔 3 女全部死清，7 千羊，3 千駱駝，5 百牛，5 百驢，僕婢被殺，
被火燒，約伯自己身上長滿毒瘡。原來是撒但所為。他三位的朋友遠道而去安慰約伯，認為他犯
罪，得罪了神，以致遭此浩劫。其實，他們不明白箇中因由。在痛苦之中妻子叫他放棄神，死去
罷；但約伯的回應是「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麼？」(伯 2:10)
保羅也遭撒但的攻擊：「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自高。」不
少神學家研究，保羅的一根刺是甚麼？很可能是眼疾，因為他後期寫信，字體很大隻。
有些人對靈界的事情不曉得，透過不同的途徑，想得健康、財富、心愛的人或超然的能力，結果
「走火入魔」令魔鬼有機可乘，不單自己受傷害，失去健康，甚至生命。
ृ
約瑟被哥哥們買到埃及作奴隸又被誣告入獄 13 年，是神差他來。
(創 45:8)
約瑟更清楚「神使他在受的地方昌盛」。
(創 41:52)
當拿俄米失去丈夫和兩個兒子後說：「全能者使我受苦。」
(得 1:20)
大衛和拔示巴所生的兒子，患了重病，七天後死亡，是神的擊打。 (撒下 12:15)
大衛犯罪，是神降瘟疫給以色列人，祂差派天使去執行。
(撒下 24:15-17)
ृృဵດφ，祂會施行懲罰、管教。「我造光，又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
和華。」(賽 45:7)
ृφӹਬॸɊᙸڕҊࠪ，正如撒但對神說：「你豈不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並一切所
有的麼；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賜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伯 1:10)
苦難的臨到，是有ृࢂفஊ，為要達成祂對人更高的旨意。

神的兒子來世，活在一個苦難的世代，接受亡國之苦，平生遇到病患者、絕望的人、受魔鬼附著、
失去親人和貧窮人，自己經歷被學生出買、遭誣告、被鞭打，最後更要面對十字架的痛苦與死亡。神
與人同受苦難。神解決苦難的方案，就是救贖。對於我們信了耶穌的人來說，我們雖然沒有對苦難的
免疫，但在現世可以靠著耶穌渡過一切艱難的日子，將來「神要親自跟我們同在，作我們的神，神要
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
我們得承認，我們的有限，暫時未能完全明白全能者的作為，有一日我們會知道。信賴神！祂不會亂
來。

苦難懸謎－苦難的性質
1 ߗᗔܲߗ( فSuffering is Painful)
苦難在希臘文中有兩個不同的詞：
pascho (42) - 譯為受苦 suffer 被壓、痛楚。suffer 是由拉丁文而來，由二字組成
suf = under + ferre = bear，意為在重壓下忍受
thlipsis (45) - 譯為患難 affliction(17) and 災難 tribulation (21)，是外來的災難，不單是肉體的痛
苦，也影 到心靈和精神方面。
有人認為苦難是否痛苦，視你如何看；又視你能否忍受苦楚。哲人的看法：甚麼叫痛苦？刻
苦主義的人就不怕受苦。蘇軾被眨謫的時候寫出名句：「歸去，無風無雨也無晴」是一種出
世的人生觀，一種自我的心靈解脫。但人非草木，誰孰無情，人是有感受，我們必須接受苦
難是令人痛苦的事實。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中的積極思想(Positive Thinking)教人否
認苦難的存在，以致維持健康的心理狀況，是錯誤的思想。

我想如果我被火燒傷，我說那裡會痛，就不痛。其實是欺騙人和自己。我們不能握殺人的真實
感受，因為人在其中受苦。
馬太 16:21 「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產生痛苦和傷心。苦難有不同的型態，受苦可能是心靈的，有時

是肉體的痛苦，有時兩者都有。
Ҋࠪᐤܲ܀ෳΗՉߗॸ҆܀༨̀
2 ߗᗔܲ࠱༨ೣ

(Suffering is a Process)

彼前 5:10「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雅 1:3 - 4「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
苦難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時間過去，回頭再看，看見一幅大圖畫。雖然在事情發生那一
刻，我們不明白，及後可能曉得些。其中需要忍耐，聖經用農夫耕種作為比喻，辛苦為甚麼，
麼？等時候到了，有收成。
既是一個過程，就會有終結的時候，不是永遠的。對基督徒來說是「至暫至輕」。
台灣出名的女作家杏林子，自小患濾性關節炎，不單要坐輪椅，四肢都會痛。她沒有埋怨，
她體會到神的能力。本年初安息在主懷中。ྩΤԠ႕Չߗܲφະၦ͎فg
3 ߗᗔഡ͎( فSuffering is Purposeful)
人的被造是有目的，萬物的存在不是無緣無故。我們的神不會亂來，祂能按照旨意而行。縱
然人以為有害的，神都可以藉此變為益處。不好的事情臨到變成美好。
羅 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意為無論甚麼事臨到愛神的信徒身上，神所做的足為他的益處。

當受苦之時，我們可以問：「神啊！你容許這事臨到我身上，或別人身上，有何目的？神要
我學習甚麼？要鍛練我甚麼？」我下次跟各位繼續從聖經中分享超過多點有關苦難的意義。
例：橄欖最有價值是做甚麼？ 成為橄欖油。 橄欖油又如何來？ 受壓搾。
葡萄........
葡萄酒、葡萄汁。 ..........
.........
生命有時遇到壓力能提升一個人的生命素質，轉化為成長的動力。
ਧ࢘ΗόԹᖮ
4 ߗᗔܲ࠱פᖮ (Suffering is a Proof)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
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彼前 1:7) 金怎樣硬都會被火燒熔，我們的信心會受測試。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雅 1:2) 「試煉」原來意思是測
驗，要證明物件的品質。
中國的教會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下已幾十年，千萬位基督徒曾經被捕，抄家，被打，坐牢，直
到今天。有名的傳道人如林獻羔和王明道，中國的教會是苦難的教會。探訪過廣州的河南教
會，三位的牧師都超過 60 歲，曾坐牢多年。被迫簽悔過書及放棄信仰，最後都沒有。在困
境裡沒有放棄信仰，靠著那位愛我們的主耶穌，得勝而有餘。但我看見不少的教會或基督徒
在苦難中茁壯成長。他們的生命就是一篇信息，是一個見證。體驗生命的實在與深度。
最近總統 Bush 加壓中國的領袖，盼中國宗教自由，有五位家庭教會領袖不致遭處決，改為
長期監禁。
神將事情放在我身上，大到我難以承擔，因此我就倚靠神去面對；有人會從受苦認識耶穌基
督，靠著耶穌渡過生命的痛苦的時刻。有基督徒因此對耶穌有更深的認識，和對神的信心強

化；亦有基督徒放棄信仰，因為他的屬靈生命扎根不深，遇到挫折就質疑神，或覺得神不公
平。
ҊࠪΥІᘹߗᗔeߗᗔفᆤพ˧Ƀယభ
5 ߗᗔ˧Ƀယభ (Suffering is Perplexing)
苦難是神秘的。約伯在受苦後回答耶和華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
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伯 42:1 -3)人不一定完全明白為何此時此刻有苦難發生於我身上，我的朋
友身上，或某些人身上。是我做錯甚麼？是神的懲罰嗎？是神試煉我嗎？是魔鬼的攻擊嗎？
我們或許嘗試從聖經中找理由，但不一定詮釋清楚你為何受苦，得不到正確的原諉。
曾巴的例子。
ᐤ
但請各位不要錯想，造物主宰在戲弄人。神知道祂在做甚麼，祂是完全可靠賴的。
苦難是一個掙扎，我們不否認、不馬虎處理、也不否定自己的信仰。我們需要藉此提升自
己的生命與成長，更與人共同攜手面對苦難，使受苦者得安慰。看清苦難的本相，使我們
不恐懼。

ᖇʾk
神啊！我們或許心中還有很多很事情是不明白的，我們需要你賜下信心給我們渡過生命中的危難。慈
愛的主！為我們中間的朋友經歷著人生各樣的困難，向你禱告。願你的平安和安慰臨到每一位願意誠
心實來倚靠你的人身上，因為這是你的應許。讓我們投靠在你的恩惠、憐憫和慈愛裡；讓我們接受苦
難是我們生命的一部份，更讓我們看清楚受苦的目的。滿有榮耀和大能的主！我們耐性地等候你為我
們成就一切。奉愛我們的主耶穌得勝的名字祈求，阿們。

苦難懸謎－苦難的意義與安慰

從人的角度看苦難+消極的看法：辛苦、哀痛、神不公平、神亂來、甚至懷疑神的存在與能力
從神的角度看苦難+積極的看法：反思生命、提升生命、神掌管一切、有意義，帶動人生命的轉化。

̓՞ف႑ᖭÖ႑ᖭृ
苦難的臨到，是一個機會認識自己的生命。我是誰、我的不好性格是甚麼、弱點、問題、對人如
何、我做錯甚麼等。我們生命中的盲點是自己看不到的，正如 Johari’s Window (心靈之窗)的問卷
測驗人有四個知道自己不同的領域：自知、人知，己不知、人知，自知、人不知，己不知、人不
知。
約伯的經歷：受苦，認識自己自義，不敢在神面前誇口。
保羅的經歷：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剌加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
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林後 12:7)

̓՞فΓᔟÖఘҳृ
神有時藉苦難提供人一個回轉與悔改的機會。如
浪子的比喻：浪子回想父親，回到父親身邊。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
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
猶太王希西家的經歷：患病、祈禱、痛哭、神垂聽禱告，賜十五年壽命。
許志偉醫生的經歷：富有、對神疏離、患肝癌、祈禱、神直接的醫治、放下醫務工作，拯救人的
靈魂。

̓՞ف๒Öڎृ
在困苦時離棄神，豈不更孤單、傷痛，問題仍在，何不信靠神。苦難有助你成長，除去生命中的
雜質，成為「精金」。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雅 1:2 - 4)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誇自
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
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9 - 10)保羅剛強的秘訣是信靠基督，要
走進基督裡面，才得到能力。

̓՞فӰᖮÖ࿚ᘜृ
信耶穌有甚麼好？........ 靠著基督改變自己的生命，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
保羅受苦的經歷，使他有傳福音的機會，多人聽道而信主，榮耀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
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林後 1:4 - 5)
Fanny Crobyk盲人詩人，寫了很多詩歌，最著的名有：有福的確據、莫把我棄掉...
杏林子：自小患濾性風濕關節炎，要坐輪椅，寫了很多好文章，成為教科書
Jonik一次游泳受傷，四肢不能動，用口含筆劃畫，被稱為「輪椅上的女畫家」
她們雖然身體受傷和痛苦，但四處為基督作見證，榮耀神。

̓՞ޠفસÖͫસृ
人生有多少歲月？若與永恆相比，就相差太遠。神盼望我們不要著眼於今生，應為自己的永恆生命
著想。因此我們的生命要活著有盼望，如果沒有，那麼我們的生活會怎樣？
請讀 羅 8:18 - 23「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等候得著
兒子的名份，乃是我們身體得贖。」搖搖板的方式例子：
苦難
意義、目的、能力
神的恩典、安慰、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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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創造天地

1:1

神另造一個新天地

21:1

日月被造而發出光

1:16

不需日月，有主榮耀光輝

22:5

撒但初現為欺騙者

3:1

撒但結局為永遠受苦

20:10

罪惡憂愁痛苦進入世界

3:16

再沒有眼淚、悲哀.、死亡....

21:4

人因犯罪而被咒詛

3:16

這時再沒有咒詛

22:3

第一個樂園關閉

3:23

新的樂園開啟

21:25

人因生命樹而被逐出

3:24

歡迎人歸家同吃生命樹的果子

22:2

我們應帶領朋友進入神的國度，持定永恆的生命。願

神賜福您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