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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衛的苦難觀

1.大衛經歷的苦難：苦難出於神的管

教（撒下十六11-12）

聖經記載，大衛當王時期，兒子押沙龍

起來造反。大衛被迫帶著一小部分的將士逃

亡。在逃亡過程中，路遇前朝掃羅族基拉的

兒子示每。當示每看到落難中的大衛王時，

一邊拿石頭砍，一邊咒罵大衛，為何經歷

今日的苦難？示每咒罵說：「你這流人血的

壞人哪，去罷去罷！你流掃羅全家的血，接

續他作王；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身上，將這

國交給你兒子押沙龍。現在你自取其禍，因

為你是流人血的人」（撒下十六7-8）。身

處苦難中的大衛受示每極度的羞辱，就連身

邊忠心的將士都聽不下去了，向大衛王申

請，要殺了示每。但大衛不允許，忍受示每

的咒罵、冤枉和誣陷。因為大衛明白自己這

次為什麼會經歷王權顛覆、被親身兒子追殺

主應許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

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十一

28）。很多人信主，就是因體驗到信主得平

安、自由、喜樂和恩典。然而，還有一個真

相，就是在生活實際中，為什麼基督徒也要

遭遇苦難，好像與世人沒什麼兩樣？為什麼

愛主的人要受苦？甚至有時看到勞苦的傳道

人更加經歷苦難，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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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可見，基督徒在世

經歷苦難並不稀奇，但主應許我們，不必擔

心受怕，要放心；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主

要賜給我們心靈的平安，還要保守我們勝過

苦難。主要賜給我們勝過苦難，超越苦難的

平安；因祂已經勝了世界。

在此，以二位古聖徒所經歷的苦難，讓

我們一同從靈性層面來思考，基督徒會經

歷苦難的原因？基督徒當如何面對、勝過苦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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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試煉中不可埋怨神，因苦難的目的不是絆倒人，

而是造就人；是出於真神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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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難。不是因神向他追討殺掃羅全家的

罪，掃羅王的下場是咎由自取；而是因神向

他追討奪人之妻又借刀殺人之罪（撒下十二

9-12）。在苦難面前，大衛忍受敵人示每的

咒罵、褻瀆和羞辱，誠懇接受神的管教，祈

求神的憐憫（撒下十六12）。

大衛雖在落難之中，卻完全有能力報復

示每。為什麼要忍耐？因大衛從靈性的角度

認識到，他所經歷的這場苦難，是因自身所

犯的罪引起。困境很讓人沮喪，甚至絕望，

但大衛接受、順服神的管教，祈求、仰望神

的憐憫。給今日的我們什麼思考？

2.管教出於神的愛

有時候，生活中的苦果是因自己的過失

造成，經歷的苦難是因為自身的犯罪引起

的。「看哪，義人在世尚且受報，何況惡人

和罪人呢？」（箴十一31）。正因為神的公

義，若是義人犯罪，神也必管教、審判。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

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

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

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

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以，你

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

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

腳，反得痊癒」（來十二10-13）。勉勵我

們，天父能伸手管教，是出於父母愛兒女的

心腸，為讓我們得好處。當受管教時，雖充

滿愁苦；但若我們能夠在管教中願意省察、

悔改自己的行為，就能夠調轉我們的腳步，

不至於越來越惡以致靈性無藥可救；反而能

追求像神一樣聖潔、成義。

義人在管教中回轉，最終得著神的拯

救；這是出於神的愛。反觀惡人在安逸中任

行己道，日光之下，神任憑他越做越惡，為

自己積蓄忿怒，最後的結局必定面臨神公

義、嚴厲、毫無憐憫的審判。

3.在管教中悔改己道

「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

沒有」（傳七20），即沒有一個人活在世上

可以毫無過失。基督徒生活在世難免軟弱、

犯錯。然而聖經勉勵我們說，耶穌這位大祭

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

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所

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5-16）。因此，一個人犯錯並不可怕，最

可怕的是堅持己見、一意孤行，不認錯、不

悔改、不離開所行的惡道。當基督徒因軟弱

犯了不至於死的罪時，如何面對自釀的苦

果，接受神的管教，脫離這樣的苦難？就是

在苦難中省察自己，認罪悔改，回轉歸向

神，祈求神的憐憫。因為我們的救主耶穌曾

降世為人，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唯一不同的

是，祂沒有犯罪，勝過試探。但祂能了解我

們肉體的軟弱，明白我們的過失。

我們只管來到主前，求主施恩憐憫、赦

免。因為耶穌不僅是公義的審判主，更是滿

有慈愛的心腸。大衛說：「神所要的祭就是

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祢必不輕

看」（詩五一17）。在神面前憂傷痛悔，

回轉自己的腳步，必得蒙垂聽。「祂的怒氣

不過是轉眼之間；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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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詩人用兩個比較的比喻手法來形容，

人生在世，神是公義的，卻更是慈愛的。即

神的怒氣只是轉瞬而逝，神的恩典卻是伴隨

我們的一生；在管教中，雖有一宿的傷痛痛

悔，第二天卻是全新的美好人生的重啟。就

如聖經中主耶穌所講的「浪子回頭」的比

喻，在苦境中，浪子願意悔改、回轉，天父

必重新接納、恩待他，使他脫離苦境，重新

得著平安穩妥。

4.謹慎因犯罪而受苦

同時，彼得長老教導：「你們中間卻不

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閑事而

受苦」（彼前四15）。在平常生活中，基督

徒當謹慎，不要被世俗的潮流所影響。不要

以為受洗了，就一定蒙主祝福，平安順利，

就漸漸對罪惡的事麻木；基督徒的一生都要

保持對罪敏感的態度，保守自己遠離罪惡，

不做得罪神、違背聖經原則的事情。這樣，

我們就必定少走很多彎路，少經歷許多苦

難，人生必定更平安、順利。「義人不遭災

害；惡人滿受禍患」（箴十二21）。世人根

據觀察而得的人生規律是「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神是公義的審判主，「義人誠然有

善報」（詩五八11），但義人若轉離他的義

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結三三13）。

二.約伯的苦難觀（伯四二5）

1.約伯經歷的苦難

聖經記載，約伯是個完全人，他的生活

也充滿神的保守和恩典。撒但卻不甘心，在

神面前攻擊約伯，並伸手苦害。約伯在一夜

之間喪失所有的財產，並所有的兒女。這是

一場極重的苦難，約伯的成功事業、美滿家

庭在一夜之間被毀滅了。他從最富有、最幸

福的最高處一下子掉落下來，但他仍稱頌、

敬畏神，持守信仰。

撒但再次試探，約伯全身長滿毒瘡，生

不如死。以致約伯妻子都沒有辦法理解的

說：「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嗎？你棄掉神，

死了罷！」（伯二9），意思是「你都到這

個地步了，信主還有什麼用？你還是放棄信

仰，死了更好！」約伯卻責備妻子的愚頑，

仍堅守信仰、信靠神，並不以口犯罪。

約伯雖然仍信靠神，但他袒露內心因苦

難所承受的身心靈極重的痛苦，而切盼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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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二章）。然而前來安慰約伯的三位友人

雪上加霜，一口咬定約伯一定是犯罪了，才

經歷這種苦難！其實約伯並非因犯罪而受苦

難，而是因撒但的攻擊、試探，當然這也是

出於神的許可範圍，是因神的試煉。在這門

苦難的功課中，約伯最終看到自己靈性上的

盲點――自義，並在苦難中進一步提升自己

對神的認識。

2.苦難出於神的試煉

約伯為什麼會經歷苦難？並不是所有的

苦難都是因罪引起。雖出於撒但的試探，若

非神的許可，約伯必不至患難。神為什麼允

許祂眼中的「完全人」經歷苦難？在主耶穌

教導我們的禱告文中的一句「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太六13）中，「遇見」是「進入」

的意思。即求主「不帶我們進入試探」；雖

經歷卻不陷入試探。基督徒雖經歷試探，卻

靠主勝過。

基督徒面臨試驗、苦難不可避免。「你

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

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因此，你們是

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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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5-7）。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基督徒因

有得救的盼望而過著常常喜樂的生活。然而

真神為了基督徒作成得救的工夫，要讓他經

歷「百般的試煉」，在當中暫時憂愁。這是

神對基督徒美好的旨意。因祂更加看重的是

一個人的靈命豐盛、靈性成熟。基督徒只有

經歷「百般的試煉」，在試煉中如火燒礦

石，成精金般熬煉信心、靈性，最終才能純

全、無雜質。而完全無瑕疵的信心與成熟的

靈性生命，在神面前是極為寶貴的。

3.如何勝過試煉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雅一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

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

給那些愛他之人的（雅一12）。

「雅一2」中的「試煉」和「雅一12」

中的「試探」，在原文聖經中是同一個詞，

乃「試驗，嘗試」之意。而在中文譯本中，

翻譯成兩個詞，是為了讓我們更好瞭解到，

對於經歷苦難的試驗，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勝

過以致純全。然而不少見有人在苦難中失

落信心、離棄真神，以致犯罪。這是為何？

《雅各書》一章13-15節提到「人被試探，

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

探，祂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

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

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可

見，人在試煉中不可埋怨神，因苦難的目的

不是絆倒人，而是造就人；是出於真神美

意。可惜，來自撒但、自身的私慾，罪性卻

阻止、阻礙我們勝過；在苦難面前絆跌。

約伯在苦難中為何能夠勝過，如何勝

過？「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剃了頭，伏

在地上下拜，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

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一20-

22）。在二章10節也記載約伯對他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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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唉！難道

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麼？」而在這

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在苦難面前，約伯妻子難以站穩；而約

伯因對神的深刻認識，與妻持不同的觀點。

約伯認識到，神是一位全能的救主，祂滿有

榮耀、智慧。無論環境順逆與否，人都當敬

畏、敬拜真神；因神本身值得人的敬拜、

敬畏。對於禍福的領受，人無權埋怨、指責

神，因收取的主權在神。因此約伯不以口犯

罪，即痛苦中不發怨言得罪神。

約伯對諸多苦難，雖有很多不理解，痛

到極處，但他仍等候神的旨意。約伯說：

「惟願我的言語現在寫上，都記錄在書上；

用鐵筆鐫刻，用鉛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

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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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十九23-26）。他在極度的痛

苦中，仍堅信救主永活著。約伯有問題要問

神：「義人為什麼要受苦？人沒有犯罪，為

何要受苦？」但他至死相信，神必給他公正

的答案。這是約伯在苦難試煉前所顯示出來

的信心。

最後，神在旋風中回答約伯，並沒有直

接回答問題，而是藉神創造萬物的智慧、能

力，維持宇宙運轉、生物生存規律的奇妙，

讓約伯更進一步認識神的能力、智慧。當約

伯明白後，遂將一切頌讚榮耀歸與神，神又

恢復他的尊榮。

4.苦難中靠神得尊榮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又要向至

高者還你的願，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五十14-

15）。講到敬拜神的態度，我們要以感恩和

讚美來敬拜，即使在苦難中，也是以感恩、

讚美敬拜祂。「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就

是在患難的日子裡，神要求我們去求告、

依靠祂，祂就會搭救我們；「你也要榮耀

我」，原來的意思是「我要使你得尊榮」。

遇到患難，若懂得求告、依靠神，神不但要

搭救我們，還要改變我們的處境，使我們得

到尊榮。

就好像約伯，他經歷了那麼大的患難，

但到最後得尊榮。他原本有多少的財產，

神加倍賜給他；他原本有七個兒子，三個女

兒，神又讓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而

且神使約伯長壽。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只要我們保守自己，忍耐到底；只要我們對

神不灰心，求告神；神就要使我們得到尊

榮。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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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八

28）。愛神的人，神必從一切爭戰、試煉、

逼迫和苦難中給他們帶來益處，也就是神能

夠藉這一切環境在我們身上做工，使我們效

法主，最終得榮耀。只要我們做一個終身敬

畏神、謹慎遵行主道的人，主就必眷顧。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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