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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爱之家蒙爱之家
圣经里面看见一些蒙神所爱的家庭、家人，

 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典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典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

这些家庭所发生的生命故事，

也反应出蒙神所爱的家庭可能发生的事件也反应出蒙神所爱的家庭可能发生的事件

其中一个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就是

拉撒路 马大 马利亚这个家庭 圣经并没有拉撒路、马大、马利亚这个家庭，圣经并没有

他们父母亲的纪载，只看到这三位兄弟姊妹，

单亲 甚至孤儿有弟兄姊妹 也可以是 个家单亲、甚至孤儿有弟兄姊妹，也可以是一个家
这个家是一个蒙神所爱的家庭

我们要从这一个家庭的生命故事，来探讨

蒙神所爱的家庭，学习到甚么榜样、教训，蒙神所爱的家庭，学习到甚 榜样、教训，

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

一、蒙爱的家庭也有苦难

约十一3 主所爱的人病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
14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14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一个蒙福、蒙神所爱的家庭，

也有死亡、病痛、困难、灾难。也有死亡、病痛、困难、灾难。

关于「苦难神学」关于「苦难神学」，

 没有人在世界上永远没有苦难的

从世界的天灾人祸 地球末日临近从世界的天灾人祸、地球末日临近，

可以预见将来的苦难一定比今天还要更多

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时候，

需要有正确的神学来面对

可能来临的任何苦难可能来临的任何苦难。

约十六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可见世界必定有苦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苦难，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苦难多、有些人苦难少，

 有些基督徒享福、荣华富贵

 有些一生贫乏潦倒、受苦一辈子

公平跟受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常认为公平很重要，如果这是公平的世界，应该

恶人受苦 义人享福才对 可是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恶人受苦、义人享福才对，可是也有不 样的情况，

世界已经堕落、公平也已经失落，

 苦难的事件有人无法接受 苦难的事件有人无法接受

 有人早就预备好为信仰、为主而受苦

这种预备好为主受苦的心志这种预备好为主受苦的心志，

跟「十架神学」有密切的关系。



成功神学可以从旧约找到一些根据 ─
神的选民希伯来人信靠神就兴旺 违背神就遭殃神的选民希伯来人信靠神就兴旺、违背神就遭殃，

指物质的富足、繁荣，或物质、肉体的苦难。

圣经是渐进的启示 从旧约到新约圣经是渐进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

 神的启示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显

靠 蒙福新约也看到信靠神、顺服神就蒙福，

违背神、不敬虔就遭殃，却是另一种祝福跟咒诅 ─
 不是属物质、属肉体、属这个世界的

 是属灵、属天的，永恒的祝福跟咒诅

不是成功神学而是十架神学
新约很清楚的启示基督徒还是会遭遇苦难，但更强调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罗八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罗八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苦难的意义

潘霍华《作门徒的代价》：

主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是呼召人来牺牲。

有些基督徒认为信主的人就会健康、就会繁荣，

这绝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二、苦难对基督徒有甚么意义呢？至少有六项正面的影响…
1 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1. 使我们更了解神的主权：

当信徒有为主受苦的心志时，苦难来临，

仍然会相信主仍然在掌管一切仍然会相信主仍然在掌管 切。

诗廿九10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苦难，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面对 切的苦难，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我们遭遇苦难时，神仍然在掌管一切、神没有离开我。

2. 苦难能显露出我们生命中还没有顺服的地方
心箴十七3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赛一25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
炼尽你的渣滓 除净你的杂质炼尽你的渣滓，除净你的杂质。

当一个人在神许可的试炼中遭受苦难时，

生命中的杂质就会浮上来、显露出来，

炼金的人就是上帝，帮助我们除去隐而未现的生命杂质，

经过火炼而能成为像精金一样的纯净、获得生命

只有经过苦难的火炼，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的阴暗面，

也只有自己生命的阴沟愿意清除，神的荣美

才能透过这样纯净的生命显露出来

苦难使我们学习顺服，正如主也曾经如此…
来五8 他虽然为儿子来五8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3. 苦难教导我们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要更倚靠主

箴言二5-6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罗七保罗内在生命的大交战，善良与邪恶、罗七保罗内在生命的大交战，善良与邪恶、

良心与情欲、圣洁与丑陋、公义与罪恶

同时存在，在我们内在生命持续进行，同时存在，在我们内在生命持续进行，

往往当苦难来临时，我们被迫一无所靠，

只好抬头仰望主 靠主才能胜过这一切。只好抬头仰望主，靠主才能胜过这 切。

苦难使人学会谦卑的倚靠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来事奉主，

 路十八9 14 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 就是最明显对照 ─ 路十八9-14 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就是最明显对照

人在谦卑顺服中，神的荣耀才能够显明

 诗八八 诗人用整篇描述自己的苦况 并没有答案 诗八八 诗人用整篇描述自己的苦况，并没有答案，

在无解的苦难中别无选择，只有与主更亲密



4. 苦难使人更明白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诗一一九71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如果没有苦难的经验，有些神的话如果没有苦难的经验，有些神的话

对我们只是头脑、客观的知识而已，

而不是主观的体验、经验。而不是主观的体验、经验。

5. 苦难是塑造安慰者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 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林后一4-7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

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我在 1997 遭遇丧偶，自从那次经验之后我在做辅导时，

感觉到来接受辅导的人好像知道我会了解他们感觉到来接受辅导的人好像知道我会了解他们…
有位妈妈，儿子二十岁出头心脏病发突然过世，

个 走 个哀 变成 郁症 精神科这个妈妈不能走过这个哀伤、变成忧郁症，精神科医生

请她来找我，经过几个月的陪伴，她走出哀伤。

觉她跟她先生来跟我谈话时，她好像感觉到
我能够了解她那种伤痛的感觉。

自己有受苦的经验，就更能成为安慰的使者。

一位属灵长辈跟我讲：「你这个受苦是传道人的本钱，

如果没有受过这个苦，怎能了解别人的受苦呢？

别人怎知道你了解他们的苦呢？」怎 解 苦 」

就像保罗所讲 ─ 我们从神得到安慰盼望

去安慰与我们同受苦难的人去安慰与我们同受苦难的

义人受苦在神的手中有特别的旨意、计画。

6. 苦难使人灵命成长

罗五3-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看到一步步生命的成长、逐渐结出这么多美好的果子，

是经过苦难慢慢地成长。是经过苦难慢慢地成长。

约十五1-2 描写真葡萄树的比喻，

我们是枝子、耶稣基督是葡萄树，能够结出果子、

有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是经过修理的，， ，

 修理的过程不好受

 不经过修剪，葡萄树就不能多结果子不 过修剪，葡萄树就不能多结果子

苦难也是让我们的灵命更丰盛、更成长、更能结果子。

三、蒙神所爱的家庭和家人能化苦难为祝福的关键

有一些人经过苦难之后，被打败、失去信心，

另外一些人败部复活，重新站起来、

继续向前奔跑、更有力量，关键在哪里？

从圣经上五个人物看回应苦难的五种方式，

让我们能够化苦难成祝福…

1. 约瑟回应的模式 ─ 正确的眼光1. 约瑟回应的模式  正确的眼光
创四五5-8 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被关在监狱，

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兄弟跟他相认时，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兄弟跟他相认时，

约瑟跟他们说：「原来的意思你们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要借着我拯救我的一家 」但是神的意思是要借着我拯救我的 家。」

约瑟从神的角度、眼光来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这样一个超越的眼光 饶恕的态度这样 个超越的眼光、饶恕的态度，

使得约瑟能够化苦难为祝福。



2. 路得记回应的模式 ─ 正确的抉择
路得是 个摩押女子 遭受丧偶之痛 饥荒路得是一个摩押女子，遭受丧偶之痛、饥荒，

在物质上非常困窘、家庭破碎，

婆婆拿俄米盼望她留在摩押地 续 来婆婆拿俄米盼望她留在摩押地，继续过原来的文化、

种族的生活，再去寻求另外一个对象

得 信 华路得基于相信拿俄米所相信耶和华神的缘故，

选择跟着婆婆一起回到伯利恒
路得记 十一次出现「回 RETURN」回到神的恩典、归回，

就是盼望、回头，路得做了正确的选择，

如果当时没有做正确的选择，她的一生完全不一样。

期盼我们的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期盼我们的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面对一些选择 ─ 搬家、换工作、出国、离婚

 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正确、合神心意的选择 定要做 个非常正确、合神心意的选择，

能够化苦难为祝福

3. 约伯回应的模式 ─ 正确的盼望

伯十九25-27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

这是在旧约神启示关于身体将来要复活的经文。

约伯看到的不是今生今世 重新再得到荣耀 财产约伯看到的不是今生今世、重新再得到荣耀、财产，

而是将来有一天复活的盼望。

今生今世都要成为过去今生今世都要成为过去，

 不是所有家庭问题在世界上都能得到解决

 不是疾病都像约伯一样好了、

还得到加倍的祝福

将来在主里的盼望，才是最重要、真实的盼望。

4. 约拿回应的模式 ─ 正确的回忆

拿二7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想念过去神对他多么的好、想起这一切，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 常常很容易忘记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常常很容易忘记

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就钻入牛角尖

这个时候很重要的 要转个弯这个时候很重要的，要转个弯，

想一想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都是真实的，

只是现在忘记而已 才会低潮 沮丧只是现在忘记而已，才会低潮、沮丧

正确的回忆是很重要的，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神的恩典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神的恩典。

哀三21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回忆起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有盼望，数算神的恩典。

5. 哈巴谷的回应模式 ─ 正确的神学

哈三17-19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哈巴谷从人的角度看是一片黑暗，但在主里他说 ─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当我们在婚姻家庭遇到困难时，

也可以单单因为耶和华而欢喜快乐，单单 为耶和华 喜 乐，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罗八37 39 神的爱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罗八37-39 神的爱绝对不会离开我们。



苦难神学的结语

彼前四12-13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你们是与基督 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欢喜快乐

当我们婚姻家庭遇到困难当我们婚姻家庭遇到困难，

 对照一下苦难事件是甚么事件
可以用甚么样的方式来回应 可以用甚么样的方式来回应

去经历、应用所学习到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