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預苦期靈修及學習—「苦」
第二講：「從聖經認識苦難」

I.

簡單回應儒、釋、道對苦、罪和人生的看法
A. 主要是人的推理與神的啟示之別
B. 有位格和有道德的神和靈界帶出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
C. 聖經已更整全地、超然地涵蓋各主要學說的偏面重點及「精神」
D. 從聖經的啟示內容和方式學習怎樣面對和處理苦難
1. 接納神有主權和他對苦難的漸進和部份啟示—神無須向人解釋和負責任，人卻要謙卑地認識神和倚靠神
2. 苦難是個人性、民族性、普世性、和宇宙性的現象
3. 描述苦況、向神申訴、呼求和仰望；不在苦難裡尋找意義卻在苦難裡尋找神和經歷神
4. 不必測度苦難的奧秘，卻痛定思痛，領悟屬靈的功課，領受神的安慰，與神建立更深層、更實在的關係

II. 66 卷聖經對苦難的啟示 (參考「祝福或咒詛」—馬有藻，第四、第五章)
A. 五經的透視：禍福的由來
1. 苦難是因罪而來的（創 3:14‐19），苦難的終局
乃死亡，故此痛苦與死亡乃是神對罪的刑罰。
2. 這刑罰，是人犯罪所招惹的報應，是神管理世
界的公平律，正如自然界的現象一般。此點在
申命記著名的「巴勒斯坦約」內有明確的教導：
凡聽從神，遵行律法的，就必出入蒙福; 反之必
有咒詛永隨著，無法逃脫（申 28:1‐14 為蒙福之
言; 28:15‐68 為咒詛之言）。
3.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出 1:12; 3:7），神為他
們預備了摩西，拯救他們脫離了苦境(出 3:8)。
4. 利未記著重獻祭能挽回神對罪之忿怒; 申命記
對第二代以色列人說明切勿忘記神，否則勞苦
必接踵而來…申命記 28‐30 章強調肉體之痛有
屬靈之因，苦與不遵守神的律令有關。
B. 歷史書的透視：福禍的證實
1. 歷史書印證人生甚多苦難乃人為。以色列人常
受鄰邦罪惡的侵略與擾亂，背後原因是神對他
們犯罪而加於他們身上之懲罰（參士 2:14‐15;
6:6）
。當整個民族陷在憂患中，個人是無辜的，
罪有遺害別人的影響力，苦難亦由別人之罪行
而加害於無辜的個人，這是罪惡世界的現實。
2. 此外，歷史書亦記錄甚多苦難是來自天災，使
人生充滿苦楚。這些苦難不一定是罪惡的直接
報應，表面似無法解釋，但苦難畢竟難不倒敬
虔愛神的人，神亦賜福那些對神仍有信心的人
（參得 4:13‐17）。
3. 被擄 70 年是「拉結不肯受安慰」的時期。生離
死別是人間最悲慘的事，在苦境中先知向選民
一面傳國亡因積罪（參但 9:5‐7），但亦傳復興、
復國美景、天國建立的信息（參但 2; 結 36‐38
章）。懷著這樣的盼望承受苦難，深信神必伸
張正義，消滅罪惡，喜樂重回人間（參亞 12‐14;
賽 65:18‐19）。

4. 歸回後的重建工夫，艱巨異常（拉 4:5; 尼 4:7‐8），
但神沒有堵塞生路，至終使等候的人不致羞愧。
以斯拉禱告承認一切的苦境乃神公義的刑罰
（拉 9:13），
尼希米的禱告亦是如此（尼 9:32‐33）。
C. 智慧書的透視:福禍的分析
1. 約伯記專論個人苦難的理性成分，他的朋友認
為 苦 難 與 罪 是 分 不 開 的 , （ 伯 4:12‐21; 5:6;
8:4‐10），但約伯強調自己不是因罪而受苦。神
藉著創造的奧秘告訴約伯，約伯還有很多奧秘
不知道，其中一項就是痛苦。人在痛苦中不離
棄神，乃是他的大福。「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
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
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你
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以賽亞書 30:20‐21)
2. 詩篇透露詩人在苦難中多等候神的拯救，甚少
埋怨，他們多視這些苦難為信心的考驗，因此
常自勉多仰望等候神，求神早日伸張公義
（9:18‐20; 13:4‐5; 18:37‐48; 25:1‐3, 15‐20）。就
因他們對神仍存信心，可見他們從失望的心境
轉到希望，於是從「為何」的質問進而變為「如
何」（應付）的詢問。詩篇中有一類詩對苦難
頗具哲理的探索：義人受苦，惡人反興盛（如
詩 73:3‐12）詩人心中憤憤不平，但他指出這偏
差觀念的改變，在於他「進了神的聖所」、「思
想他們的結局」（詩 73:17）。有一類詩抒寫詩
人的心情具有「預表作用」
（如詩 22:1, 16‐17）。
3. 箴言一視苦難為拒神智慧的後果(箴 1:7; 20:33）;
故此人生苦似茵蔯，快如兩刃的刀（箴 5:1‐4）。
另一視苦難乃神的管教（如箴 3:11‐12; 12:1;
13:24），不可輕看; 因它具有極高的教育功能。
4. 傳道書看苦難來自世上的不公平（4:1），周圍
太多奸惡（3:16），義人行義反招滅亡（7:15;
8:10‐12）。人在地上的追求不能保證成功（9:11），
再且會突然被破壞（9:12），於是人生必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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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與艱苦。應對之法在相信神是公義的（3:17），
留心察看神的作為（5:8; 7:13）。不要抱怨生命
及命運（10:20），只要以敬畏神為重（8:12），
趁有力量時記念神（12:1），盡自己的本分
（12:13‐14）。
D. 先知書的透視

b. 神必審判罪，因此在選民身上，以國家滅亡
為審判的證明。
透露神審判罪惡之方法：用外邦國作為審判
的工具，不過神也會審判他們的惡行。

d. 神將復原及復興選民; 先赦免他們的罪，再
恢復他們的國度。
e. 神的復原法：藉著彌賽亞的降生（如賽 7:14;
9:6），對外邦的刑罰（如結 38:16, 23; 39:21;
但 2:44; 7:26）
及神直接的拯救(亞 14:2, 9）。
2. 大先知是當選民處於國家憂患疾苦時，被神所
興起拯救，傳責罰、安慰、歸回、復興及拯救
等信息的傳道者。他們認為國家的苦難是由個
人而至社會，再由社會至全國；所以神的挽回
也是從個人至社會，再由社會轉至國家。
3. 小先知書對苦難雖沒有大先知書那樣廣闊討論，
有補充大先知書的貢獻。
a. 何西阿書：慈繩愛索—神以先知之妻「紅杏
出牆」背棄婚約來表徵選民對神忘恩。
b. 約珥書：災禍遍地—不悔改將招致更大災難
c.

阿摩司書：三番四次—「仍不歸回」（4:6,
8, 9, 10, 11）當預備受審判。

d. 俄巴底亞書: 趁火打劫—「你不當…」(8 次）
e. 約拿書：消災之法—悔改會改變神的審判。
f.

2. 主看自己的受苦有救贖的功效，而我們的受苦
則有教育的功效。
3. 主看受苦是必須的（太 16:21），是通往榮耀之
路（路 24:26）。
4. 「基督教的受苦哲學是以受苦的主為出發點」

1. 共同主題
a. 無論是個人或國家的苦都從犯罪而來。

c.

故他甘願站在人性地位承受罪的刑罰。

彌迦書：仰望真神—信心仰望神的復興與伸
冤（7:7‐10）。

g. 那鴻書：惡有惡報—頑梗頂撞神，所以審判
在望（1:2‐3）。
h. 哈巴谷書：以毒攻毒、因信得生—「義人因
信得生」（2:4）

F. 使徒行傳之「體驗受苦神學」
1. 面對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靈界勢力，「進入天國
是困難的」（參徒 14:22）。信徒受苦是一件司
空見慣的事，尤其是為信仰的緣故。
2. 使徒們「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5:41)，是正
確的心態，以為主受苦是榮耀的。
G. 保羅書信「認同受苦神學」
1. 與主同苦（羅 8:17）—受苦時非單獨受苦，是
有主同在。我們所受的，主受過、主勝過。
2. 為主受苦（腓 1:29）—保羅是為主而受苦的，
算不得什麼。
3. 效主的死（腓 3:10）—傚法基督不是以選擇的
方式，只挑自己喜歡作的，而是和他一同受苦，
凡主所受的，我們也和他同作。「傚法主的死」
表示有為主至死的心志，故無懼。
4. 敬虔度日（提後 3:12）—立志敬虔渡日，在信
仰上堅守得住，在生活上不離棄主，在困苦中
仰望主。
5. 肢體相連（林前 12:26）—在受苦時，其它肢體
也一同受苦，包括主在內。
H. 普通書信的「信心受苦神學」
1. 希伯來書強調「信心忍耐」
a. 基督為世人之罪受苦（2:17‐18），進而學
習順從神的旨意。受苦時最難學（亦是最需
要學）的功課是順服（5:8‐9）。
b. 學習舊約信心偉人，努力奔跑天路，在百般
苦難中仍力奔不餒（11 章）。又勸勉他們
仰望救主耶穌，他因前面十架的榮耀而甘願
吃盡一切的苦楚（來 12:1‐3），給信徒受苦
時最大的助力。
c.

神的管教背後指出與神生命上的聯繫，是
「歸屬的標誌」，是信徒能面對苦難的忍耐
力（12:5‐11）

i.

西番雅書：默然的愛—當神公開地審判世界
時，他會默然保守信靠他的人（3:17）。

j.

哈該書：天災教材—自省，學到功課（1:6‐7）。

k.

撒迦利亞書：異象奇景—選民還需再受磨練
(13:7），才苦盡甘來，得見神國建立（14）。

a. 苦難是信心的考驗（1:3），也有試探的成
分，故要忍受，使信徒完備無缺（1:4）。

l.

瑪拉基書：福可成詛—人對罪的反應總是找
理由、藉口來掩蓋（七次「我們在何事上…」）

b. 從神的角度下看苦難會喜樂忍耐（1:1‐11）

E. 福音書強調「十架受苦神學」
1. 耶穌視自己是神「受苦的僕人」，降世乃應驗
彌賽亞受苦僕人的預言（參賽 53; 可 10:45），

2. 雅各書強調「喜樂忍耐」

3. 彼得書信強調「盼望忍耐」
a. 為義受苦是與主聯合（3:14; 4:12），不要
以之為羞恥，要以能為主受苦是榮耀的。
b. 在苦境中傚法主的腳蹤行（2:21; 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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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翰書信強調「愛神無懼」

I.

a. 在愛裡沒有懼怕：愛神者，一無所懼，包括
受苦（約一 4:18），深知生命在神手中。
b. 不故意犯罪，惡者無法害他（約一 5:18）。
c.

行善屬神，行惡屬惡（約三 11）。

5. 猶大書強調「惡有惡報」
a. 惡人終受清算（5, 6, 7, 11, 12, 13，留意「滅
絕｣、｢審判｣、｢永火｣、｢滅亡｣、｢根拔｣、｢
幽暗｣）。
b. 要造就自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21）。

啟示錄的「得勝受苦神學」
1. 安慰及鼓勵受苦信徒要緊守主道（3:10），忍
受 苦 難 （ 13:10; 14:12 ） ， 得 冠 冕 （ 2:10‐11;
3:11‐12）。
2. 苦難中有神的保守（12:11）與同在，主知道他
們的苦境（2:9‐10）。
3. 苦難是全宇宙性的（1‐18 章），來自天災（神
審判大地）及人禍（神容許撒但肆虐），旨在
給人機會在痛苦中歸回神（9:20‐21）。
4. 聖經的末世預言和啟示給與受苦和末日信徒最
現實和最大的盼望、警告、激勵和鼓勵

III. 猶太五書卷 (Megilloth) 的啟示
A. 概觀—希伯來聖經有律法書、先知書和著作。五書
卷在著作部份與詩歌書(詩篇、箴言、約伯記) 和歷
史書 (但以理、以斯拉記—尼希米和歷代志) 並列。
猶太人在特別節日公開誦讀五書卷。逾越節誦讀雅
歌，五旬節誦讀路得記，聖殿節讀耶利米哀歌，住
棚節讀傳道書，普珥節讀以斯帖記。內容和題材極
為人性化，當中涉及個人、家庭和民族的恩怨情仇
和苦難，背後印證著神的信實和保守。這是希伯來
群體的生存掙扎，亦是歷世苦難人生的共同經驗。
B. 特別探討 (參基督徒的家園網站及丁道爾聖經註釋)
1.

耶利米哀歌
a. 簡介—由五首詩構成，除了第 5 章外，皆
採離合詩 (Acrostic) 的體裁，各章每節的頭
一個字母是按希伯來文廿二個字母的次序
排列，第 3 章則是每一個字母用三節。離
合詩體代表完整的意念。作者將錫安擬人化，
將以色列民族視為單一個體，他也與民族苦
難認同，不斷懇求神，有時又以神的口吻安
慰選民，使全書在絕望，哀慟中仍交織著希
望的火花。
b. 主要信息—作者難以相信神所說的災禍最
後竟然還是發生了，他正默默地見證此一悲
劇。猶大竟然漠視北國被擄的慘痛教訓，這
一切本來均可避免。哀歌和約伯記一樣表明
了神的公義，並彰顯出歷史舞台的中心人物
是神而非人。他替背道的百姓及其領袖認罪，
以作為求得神的赦免及國家復興的第一步。
作者在烏雲密佈中仍見到一線曙光。雖然猶
大已然荒廢，但她仍有復興和更新的指望。
他和在國難中的子民要緊抓住確據，相信神
必保守與祂立約的子民（3:19‐39）。

2. 傳道書
a. 簡介—「傳道書表面上互相矛盾之處以及其
思路的變化。有時傳道者是沮喪、厭世的；
有時他又鼓勵我們去享受生命，接受神賜的
豐富，並知足常樂。有時他推翻以色列人的
一切特色；有時他又持傳統看法，認為神掌
管萬有，審判萬事，賜生命給人，也在的聖
殿中受敬拜。」他是「理性主義者．不可知
論者、懷疑論者、悲觀論者或宿命論者」?
b. 主要信息—「是一篇護教學論著。傳道者
指出人應在慷慨的神面前過信心生活，不然，
生命是嚴酷無情的。傳道者也向慕道者說話。
他只在總結部份提到神的誡命。他不是以強
調順服的必要性作開始，他的出發點更原始，
回到每個人自我的處境，就在這世界上，面
對可觀察的實際現象。傳道者並沒有引導我
們直走到彌賽亞的信仰面前。他的工作並非
傳達全盤的福音，而是福音信息的前言，所
取途徑是先使聽眾確認需要，再導入信仰。
他質問每一個人，從同樣的建築材料開始，
問人是否已經明白生命的實情，學會掌握今
生。他不單為智慧設限，也為人類所有的資
源設限。他要人敬畏神，因這不僅是智慧的
開端，也是所有喜樂、滿足、有力量，有目
的人生的開端。傳道者希望引導我們脫離自
滿而不敬虔的生活，因為雖然這種生活似乎
瑰麗多姿，其中卻必有嘲諷和痛苦；他也要
讓我們不再信靠智慧、歡樂、財富和人類的
公義或正直。他希望能迫使我們看見神在那
兒，祂既美善又慷慨。惟有這種觀點，才能
使生活有意義、有滿足。」

IV. 聖經的世界觀和時間觀架構
A. 創造的「美好」

B. 墮落的「海嘯」*

1. 伊甸園

1. 天使的墮落 – 「那不可能的墮落」

2. 亞當與夏娃

2. 始祖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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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宇宙的墮落—虛空

b. 既濟未濟的福氣和實現

a. 人類

c.

b. 其他受造之物
c.

在世又不在世的掙扎

4. 「努力」進入天國

大自然

a. 試煉—陶造

4. 屬靈爭戰

b. 試探
c.

C. 救贖的更新*

屬靈爭戰—逼迫

d. 堅忍和得勝

1. 救贖的苦楚
2. 全人的救贖

D. 新天新地

a. 寶血的赦罪大能

1. 千禧年國

b. 復活的更新大能和盼望

2. 復活

3. 救贖的張力

3. 地獄和火湖

a. 聖靈的印記

4. 永恆

V. 以「十架神學」來回應苦難
背後不可見的啟示（來 11:1）。「十字架
是幫助人明白聖經的唯一鑰匙。」

A. 簡介
1518‐4‐26 馬丁路德在海德堡參加奧古斯丁修道會
總議會時提出了「十架神學」來攻擊經院神學主義
的「榮耀神學」和自然神學。
B. 精義－「對神真正的認識和真正的神學乃在被釘的
基督上…基督的十字架和受苦又和基督徒的十字架
和受苦是分不開的…革命 性 地以 一個 能 愛、 能受
苦的神為大前題」

3. 試煉
a. 跟隨十字架表明我們是連於/藏於基督並他
的十字架（西 3:3）
b. 基督徒透過苦難的試煉來體驗捨己、神隱藏
的能力和智慧。（羅 8:17; 林後 12:9)

1. 隱藏
a. 隱藏的神不讓我們直接認識他。他隱藏、只
讓我們看到他的背（出 33:18‐23; 賽 45:15）

i.

「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徒的十字架是
走在一起的」

ii.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受苦的操練...它的
降卑在於它引到去苦難...，基督的受苦
仍然每天在我們的生活中重覆...，因此
我們的受苦是聖靈的工作...; 但神不願
意自取的苦難...。當我們放下意思時，
神的意思便能夠工作...」

b. 儘管人類可以透過自然知道神的存在，但因
的認識只是停留在感性層面，最終墮落的人
卻錯誤地使用和解釋這些自然的啟示，並沒
有榮耀神（羅 1:21‐23）
c.

iii. 「試煉是用來經歷的，而不是默想的」

啟示的神不直接的自我啟示。神選擇「世人
以為愚拙」的方式－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和降
卑來啟示自己…所有的祝福都是隱藏在苦
難之中、榮耀在羞辱的背後（林前 1:21）

iv. 「信仰的本質、平安、喜樂和快樂是隱
藏的…那些躲避十字架的人找不到」
v.

「人只能從馬槽、在覆蓋（神的話和
神的工作）下認識神。就是在基督的
受難、卑微、虛己…人所鄙視的地方
認識神…因為在咒詛中，隱藏了祝福;
在自覺罪中，隱藏了義; 在死亡中，
隱藏了生命；在悲傷中，隱藏了安慰。」
d. 神隱藏在受苦和十架之中，無非是要除去攔
阻啟示的事物－人的驕傲
2. 謙卑
a. 謙卑乃是在神面前完全的認識自己，道德靈
命全然崩潰；需要信靠神的憐憫。

「我們必須被拆毀和變成虛無
（formless)，基督才能成形在我們裡面，
且單單他在我們裡面。」

vi.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他乃是呼召他
來死」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華牧師
vii. 「信徒要經歷死亡也只不過是行走十
字架的道路，走那最後一站; 然後，便
是榮耀。」
c.

基督的國度和教會同樣是隱藏的
i.

「真教會常常是一個『被遺棄的城』」

ii.

「十字架和受苦看為教會最寶貴的財
庫和記號」…「世界的仇視是真門徒的
記號」、「真教會是殉道的教會」

b. 人只可以透過信心才能從基督的苦難（十字
架）和人的苦難分辨一切可見的和隱藏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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