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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愛之家蒙愛之家

聖經裡面看見一些蒙神所愛的家庭、家人，

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典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榜樣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典範 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榜樣

這些家庭所發生的生命故事，

也反應出蒙神所愛的家庭可能發生的事件也反應出蒙神所愛的家庭可能發生的事件

其中一個值得我們深思探索的就是

拉撒路 馬大 馬利亞這個家庭 聖經並沒有拉撒路、馬大、馬利亞這個家庭，聖經並沒有

他們父母親的紀載，只看到這三位兄弟姊妹，

單親 甚至孤兒有弟兄姊妹 也可以是 個家單親、甚至孤兒有弟兄姊妹，也可以是一個家

這個家是一個蒙神所愛的家庭

我們要從這一個家庭的生命故事，來探討

蒙神所愛的家庭，學習到甚麼榜樣、教訓，蒙神所愛的家庭 學習到甚麼榜樣 教訓

用在我們自己的家庭裡面。

一、蒙愛的家庭也有苦難

約十一3 主所愛的人病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樣…
14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了。」14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拉撒路死了 」

一個蒙福、蒙神所愛的家庭，

也有死亡、病痛、困難、災難。也有死亡 病痛 困難 災難

關於「苦難神學」，關於 苦難神學」，

沒有人在世界上永遠沒有苦難的

從世界的天災人禍、地球末日臨近，從世界的天災人禍、地球末日臨近，

可以預見將來的苦難一定比今天還要更多

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時候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時候，

需要有正確的神學來面對

能 任何苦難可能來臨的任何苦難。

約十六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 我已經勝了世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可見世界必定有苦難、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遭遇到苦難，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苦難多、有些人苦難少，

有些基督徒享福、榮華富貴

有些一生貧乏潦倒、受苦一輩子

公平跟受苦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們常認為公平很重要，如果這是公平的世界，應該

惡人受苦、義人享福才對，可是也有不一樣的情況，惡人受苦 義人享福才對，可是也有不 樣的情況，

世界已經墮落、公平也已經失落，

苦難的事件有人無法接受苦難的事件有人無法接受

有人早就預備好為信仰、為主而受苦

這種預備好為主受苦的心志，這種預備好為主受苦的心志，

跟「十架神學」有密切的關係。



成功神學可以從舊約找到一些根據 ─
神的選民希伯來人信靠神就興旺 違背神就遭殃神的選民希伯來人信靠神就興旺、違背神就遭殃，

指物質的富足、繁榮，或物質、肉體的苦難。

聖經是漸進的啟示，從舊約到新約，

神的啟示愈來愈清楚、愈來愈明顯

新約也看到信靠神、順服神就蒙福，

違背神、不敬虔就遭殃，卻是另一種祝福跟咒詛 ─
不是屬物質、屬肉體、屬這個世界的

是屬靈、屬天的，永恆的祝福跟咒詛

不是成功神學而是十架神學

新約很清楚的啟示基督徒還是會遭遇苦難，但更強調

沒有任何的人、事、物會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羅八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羅八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苦難的意義

潘霍華《作門徒的代價》：

主耶穌呼召人來跟隨祂，是呼召人來犧牲。

有些基督徒認為信主的人就會健康、就會繁榮，

這絕不是聖經給我們的應許。

二、苦難對基督徒有甚麼意義呢？至少有六項正面的影響…
1 使我們更了解神的主權：1.使我們更了解神的主權：

當信徒有為主受苦的心志時，苦難來臨，

仍然會相信主仍然在掌管一切。仍然會相信主仍然在掌管一切。

詩廿九10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

華 著為 直 永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神的同在使我們可以面對一切的苦難，祂是我們的避難所，神的同在使我們可以面對 切的苦難 祂是我們的避難所

當我們遭遇苦難時，神仍然在掌管一切、神沒有離開我。

2. 苦難能顯露出我們生命中還沒有順服的地方

箴十七3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賽一25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

煉盡你的渣滓 除淨你的雜質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

當一個人在神許可的試煉中遭受苦難時，

生命中的雜質就會浮上來、顯露出來，

煉金的人就是上帝，幫助我們除去隱而未現的生命雜質，

經過火煉而能成為像精金一樣的純淨、獲得生命

只有經過苦難的火煉，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的陰暗面，

也只有自己生命的陰溝願意清除，神的榮美

才能透過這樣純淨的生命顯露出來

苦難使我們學習順服，正如主也曾經如此…
來五8 祂雖然為兒子，來五8 祂雖然為兒子，

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3. 苦難教導我們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才幹，而要更倚靠主

箴言二5-6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聰明都由祂口而出。

羅七保羅內在生命的大交戰，善良與邪惡、羅七保羅內在生命的大交戰 善良與邪惡

良心與情慾、聖潔與醜陋、公義與罪惡

同時存在，在我們內在生命持續進行，同時存在 在我們內在生命持續進行

往往當苦難來臨時，我們被迫一無所靠，

只好抬頭仰望主，靠主才能勝過這一切。只好抬頭仰望主，靠主才能勝過這 切

苦難使人學會謙卑的倚靠主，這樣我們才能夠來事奉主，

 路十八9 14 法利賽人跟稅吏的禱告，就是最明顯對照 ─ 路十八9-14 法利賽人跟稅吏的禱告，就是最明顯對照

人在謙卑順服中，神的榮耀才能夠顯明

 詩八八詩人用整篇描述自己的苦況，並沒有答案， 詩八八詩人用整篇描述自己的苦況，並沒有答案，

在無解的苦難中別無選擇，只有與主更親密



4. 苦難使人更明白神的誡命、律例、典章

詩一一九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如果沒有苦難的經驗，有些神的話如果沒有苦難的經驗 有些神的話

對我們只是頭腦、客觀的知識而已，

而不是主觀的體驗、經驗。而不是主觀的體驗 經驗

5. 苦難是塑造安慰者的必經之路

我們在 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林後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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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

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我在 1997 遭遇喪偶，自從那次經驗之後我在做輔導時，

感覺到來接受輔導的人好像知道我會了解他們感覺到來接受輔導的人好像知道我會了解他們…
有位媽媽，兒子二十歲出頭心臟病發突然過世，

這個媽媽不能走過這個哀傷、變成憂鬱症，精神科醫生

請她來找我，經過幾個月的陪伴，她走出哀傷。

她跟她先生來跟我談話時，她好像感覺到

我能夠了解她那種傷痛的感覺。

自己有受苦的經驗，就更能成為安慰的使者。

一位屬靈長輩跟我講：「你這個受苦是傳道人的本錢，位屬 長輩跟我講 受 傳道

如果沒有受過這個苦，怎能了解別人的受苦呢？

別人怎知道你了解他們的苦呢？」別 怎 道你了解他們的苦呢 」

就像保羅所講 ─ 我們從神得到安慰盼望

去安慰與我們同受苦難的人去安慰與我們同受苦難的人

義人受苦在神的手中有特別的旨意、計畫。

6. 苦難使人靈命成長

羅五3-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看到一步步生命的成長、逐漸結出這麼多美好的果子，

是經過苦難慢慢地成長。是經過苦難慢慢地成長

約十五1-2描寫真葡萄樹的比喻，

我們是枝子、耶穌基督是葡萄樹，能夠結出果子、

有真正的生命在裡面，是經過修理的，有真正的生命在裡面 是經過修理的

修理的過程不好受

不經過修剪，葡萄樹就不能多結果子不經過修剪 葡萄樹就不能多結果子

苦難也是讓我們的靈命更豐盛、更成長、更能結果子。

三、蒙神所愛的家庭和家人能化苦難為祝福的關鍵

有一些人經過苦難之後，被打敗、失去信心，

另外一些人敗部復活，重新站起來、

繼續向前奔跑、更有力量，關鍵在哪裡？

從聖經上五個人物看回應苦難的五種方式，

讓我們能夠化苦難成祝福…

1. 約瑟回應的模式 ─ 正確的眼光1. 約瑟回應的模式  正確的眼光

創四五5-8 約瑟被賣到埃及成為奴隸，被關在監獄，

後來成為埃及的宰相，兄弟跟他相認時，後來成為埃及的宰相 兄弟跟他相認時

約瑟跟他們說：「原來的意思你們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要藉著我拯救我的一家。」但是神的意思是要藉著我拯救我的 家 」

約瑟從神的角度、眼光來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這樣一個超越的眼光、饒恕的態度，這樣一個超越的眼光、饒恕的態度，

使得約瑟能夠化苦難為祝福。



2. 路得記回應的模式 ─ 正確的抉擇

路得是 個摩押女子 遭受喪 痛 飢荒路得是一個摩押女子，遭受喪偶之痛、飢荒，

在物質上非常困窘、家庭破碎，

婆婆拿俄米盼望她留在摩押地，繼續過原來的文化、

種族的生活，再去尋求另外一個對象

路得基於相信拿俄米所相信耶和華神的緣故，

選擇跟著婆婆一起回到伯利恆

路得記十一次出現「回 RETURN」回到神的恩典、歸回，

就是盼望、回頭，路得做了正確的選擇，

如果當時沒有做正確的選擇，她的一生完全不一樣。

期盼我們的家庭遇到困難的時候，期盼我們的家庭遇到困難的時候

會面對一些選擇 ─ 搬家、換工作、出國、離婚

一定要做一個非常正確、合神心意的選擇， 定要做 個非常正確 合神心意的選擇，

能夠化苦難為祝福

3. 約伯回應的模式 ─ 正確的盼望

伯十九25-27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

這是在舊約神啟示關於身體將來要復活的經文。

約伯看到的不是今生今世、重新再得到榮耀、財產，約伯看到的不是今生今世、重新再得到榮耀、財產，

而是將來有一天復活的盼望。

今生今世都要成為過去，

不是所有家庭問題在世界上都能得到解決

不是疾病都像約伯一樣好了、

還得到加倍的祝福

將來在主裡的盼望，才是最重要、真實的盼望。

4. 約拿回應的模式 ─ 正確的回憶

拿二7 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念耶和華。

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的面前。

想念過去神對他多麼的好、想起這一切，

當我們在困難當中，常常很容易忘記當我們在困難當中，常常很容易忘記

神過去給我們的恩典、就鑽入牛角尖

這個時候很重要的，要轉個彎，這個時候很重要的，要轉個彎，

想一想神過去在我們身上的恩典都是真實的，

只是現在忘記而已 才會低潮 沮喪只是現在忘記而已，才會低潮、沮喪

正確的回憶是很重要的，

當遇到困難的時候想起神的恩典當遇到困難的時候想起神的恩典。

哀三21 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

回憶起過去神給我們的恩典就有盼望，數算神的恩典。

5. 哈巴谷的回應模式 ─ 正確的神學

哈三17-19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主 華 我的力量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哈巴谷從人的角度看是一片黑暗，但在主裡他說 ─
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我 耶 華 我 神喜樂

當我們在婚姻家庭遇到困難時，

也可以單單因為耶和華而歡喜快樂，也可 單單因為耶和華而歡喜快樂

這是神給我們的應許

羅八37 39 神的愛絕對不會離開我們羅八37-39 神的愛絕對不會離開我們。



苦難神學的結語

彼前四12-13 親愛的弟兄啊，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倒要歡喜；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因為你們是與基督 同受苦

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

也可以歡喜快樂。可 歡喜快樂

當我們婚姻家庭遇到困難當我們婚姻家庭遇到困難，

對照一下苦難事件是甚麼事件

可 用甚麼樣的方式來 應可以用甚麼樣的方式來回應

去經歷、應用所學習到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