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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難中感恩

☉陳世協

患
難是很真實的經驗。今年緬甸

的風災、四川的地震給許多人

帶來極大的傷害和痛苦。人們在沒有

遭到患難的時候，希望避開患難，不

要遭到痛苦。一旦落入患難中，覺得

時間好難熬，時間好像靜止不動，患

難似乎沒有盡頭。患難過了以後，我

們就開始從這痛苦的經歷中，來學到

功課。

患難是個令人不解的奧秘，惡

人受苦似是罪有應得、合情合理、可

以理解，但為什麼無辜的好人也有患

難？保羅對患難有深刻的了解，他看

患難是他服事的一部份，他自己為著

福音的緣故，經歷了許多患難。保羅

在哥林多後書一章3-11節中有深入的

探討，我們分三段來思想。

1. 神是一位美善的神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

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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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神是慈悲美善的神，祂的動機是

好的，祂的作為是好的，祂是滿有慈

悲憐憫的神，祂也是那安慰人、使我

們能成為去安慰別人的人。

神是那安慰的源頭，不論什麼患

難，神的安慰都能使人得到幫助。安

慰是有感染性的，由神而來的安慰，

使別人得安慰，也使人成為一個能安

慰別人的人，將人帶到神面前。這個

過程，形成一個循環，可以不斷反覆

運用。

患難究竟從那裡來？聖經給我們

看到可能有下列的原因：

神的管教（林後12：7-10）

保羅身上的一根刺，使他免得自

高，也學習神的恩典是夠用的，使神

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得以完全。



2 海外宣道雜誌

撒但的攻擊（伯1、2章）

約伯的故事發生在靈界的範疇。

撒但向神挑戰，神允許撒但的攻擊，

但我們不了解「為什麼」？我們有一

位很好的同工在新加坡，他為人、做

事樣樣都好，他的妻子突然得了一種

最兇惡的乳癌，我們不了解為什麼會

是她？

 罪惡的世界（羅8：22-23；賽6：5）

因為世界的罪惡，違反了神的

規律，於是各樣的災害、苦難就發生

了：冤枉、錯失、事故、不負責的行

為、人為的災害、自然的災害⋯.，保

羅說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

到如今。我們生活在這世界中，難免

受到牽連，而遭到苦難。

 我們本身的軟弱（撒上13、15章）

掃羅王本身的軟弱，引致他犯罪

干犯了神，他擅自僭越祭司的職份，

獻上祭物，又因貪心留下亞瑪力人上

好的牛羊沒有毀滅，以致神向他發

怒，也帶來後來種種的失敗和痛苦。

當基督徒陷入罪中，也常常會落在罪

的後果中而遭到苦難。

我們要如何用神所給的安慰去安

慰別人呢？第5節講到基督的苦楚。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苦楚、

殘暴，使我們得拯救，基督的苦難使

我們得益。我們了解到基督的受苦，

才能體驗到基督的同在，祂的話語，

祂所賜的盼望，以至於我們靈命得以

成長。

基督徒常常太快下結論了，雖然

我們不明白苦難的來源，但我們卻感

到必須要有個答案。詩篇第七十三篇

描述了神的看法，也表達了大衛對苦

難的無奈，到學會由神的觀點來考量

的心路：

4節：大衛表達他的不平和無奈。

13節：從心靈深處發出呼喊，為著不

公平的待遇提出抗議。

17節：等到進入神的聖所，思想他們

的結局，大衛有了新的看見，在神的

面前，他得了安慰。

18-20節：從神的角度來看，同樣的事

有了截然不同的領會。

基督的受苦帶給我們安慰，基督

受苦與我們受苦是不同的，基督是為

我們受苦，我們落在苦難中時，可以

與基督認同，讓祂的受苦成為我們的

安慰。

2. 我們一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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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安慰能叫你們

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我們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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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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6-7節）

保羅說，我們受患難，是要你們

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是要

叫你們也得安慰。保羅為福音受苦，

使相信的人因福音的恩典而帶來安

慰；保羅在苦難中得到神的安慰，使

信徒看到苦難中神同在的確據而因此

得到安慰。不論患難或安慰，我們都

有共同的經歷，好像在一條船上，息

息相關。

在患難中，以前屬靈領袖受苦

的經歷和受安慰的平安、喜樂，成為

我們的力量和榜樣，也成為我們的安

慰。我們都是在一起，互為因果、彼

此扶持，使我們能忍受前人所受的苦

楚，更確定所存的盼望，成為一個堅

強的人。

3. 患難是真實的，它就在我們

的周圍，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

得，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被

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

望都絕了；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

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

活的神。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

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

他將來還要救我們。你們以祈禱幫助

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

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林後

1:8-11節）

痛苦就是痛苦，患難就是患難。

苦難是我們在生活裡，在周圍的人群

中，看到許多痛苦、不幸的事；一個

好友的兒子25歲，喪生於摩托車意

外；一位教授的太太，46歲，被診斷

患了癌症；另一位教授，他18歲的兒

子得了腦瘤；一對基督徒夫婦為一個

悖逆的孩子傷心不已；一位年輕的太

太失去了丈夫；另一位基督徒剛在崩

潰的股市中損失了一百萬元。

這些患難的事，在我們周圍不

斷地發生，讓我們感受到它無時不在

的威脅（8節），甚至生命都受到威

脅（9節），但是患難使我們更多需

要去：（一）倚靠神是復活的主（9

節）：苦難最大的威脅是死亡，而主

的復活大能化解死亡的絕望；（二）

基於神的信實而產生的盼望（ 1 0

節）：神的拯救是歷史上的標誌，祂

一再的拯救激發我們對祂懷著不息的

盼望；（三）禱告的成果激發感恩

（11節）：保羅經歷蒙應允的禱告所

帶來的成果，因而鼓勵教會在苦難中

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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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惠

平　　安

經文／加拉太書5：22-23：聖靈

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今
天要講聖靈的果子其中的一個

特質—「和平」，就是「平

安」。在希伯來文稱為「沙龍」。

「平安」的消極性定義為沒有戰爭、

沒有煩惱，而積極性的定義是指一種

健全康泰的狀態，指的是身體的健

康、處在安全的環境，乃是內在及外

在完全的平靜安寧。更進一步的意義

是我們與創造我們的 神有和諧的關

係及與 神所創造的人是很和諧的。

仔細思想，難怪我們常常不平安，例

如身體有什麼毛病，就覺得不平安，

老闆罵我就覺得不平安，假如老闆要

炒我魷魚，那就更不平安了。

因信  神得真平安

平安從那裏來？我們首先來看羅

馬書十五章33節：「願賜平安的 神

常和你們眾人同在。阿們！」很清

楚，平安是從 神來，神所賜的平安

乃是真平安，不是人給我的。例如：

醫生原本宣佈我得癌症，後來經過檢

查原來檢查錯誤，從醫生口中得知我

沒事了，從醫生口中得到身體健康的

平安。而 神給的平安，是不能從生

命中奪走的平安。

神給了我什麼可以叫我平安呢？

總要有具體的得著，我們來看羅馬書

十五章13節：「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

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

有盼望。」當我們對人生中的期盼一

旦得著了，就平安、喜樂了，例如：

高中聯考，希望可以考上高中，就一

直用功讀書，這時就沒有平安，因為

不知道考不考得上，當放榜確定考上

時就有平安，但是第二天就又不平安

了，因為想到接著三年後要考大學，

考上大學後想著四年後要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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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更高的目的
綜合來講，神容許苦難，因為祂

為祂的孩子有更高的目的，祂容許苦

難來塑造我們，使我們的生命更趨成

熟豐富。

預備的過程：神所使用的領袖，

不論什麼時代背景，都是經歷過苦難

磨練的人，比如大衛、摩西、約瑟、

但以理。

淨化的過程：經過苦難以後，我

們學會放手，不再緊抓住那些攔阻我

們緊緊跟隨主的事物。

簡化的過程：患難剝去了虛偽

的外表，讓我們真正知道何為最重要

的，人生的先後次序應當如何安排。

強化的過程：經歷了苦難的磨

練，我們變得更剛強，更知道我們可

以屹立得住。

軟化的過程：對別人的處境與

需要更敏感和同情，真正能對人說：

「我瞭解你的處境。」

即使苦難有神更高的目的，我們

還是不喜歡它，要逃避它。在苦難的

煎熬中，仍然覺得時間過得太慢。然

而經過苦難以後，我們學到了功課，

得到了亮光，成為一個能安慰別人的

人。我們在患難中，可以感謝神。

如果你現在正在患難中，不要

氣餒，有希望。林後1：4神應許要賜

安慰並使我們能將患難轉成積極的經

驗，去成為別人的祝福。

神是美善的神，即使有患難，祂

仍是美善，我們要堅定倚靠祂。

（�本信息在2008年11月10日緬甸流動醫療

團隊退修會上傳講，由海宣同工節錄整

理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