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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音乐～
神对于每个家庭和婚姻有什么美意？祂立下了什么原则让我们去遵循？您知道
吗——敬畏神的家庭可以改变全世界！让《今日家庭生活》节目告诉你！
鲍勃：

听众朋友, 你现在是否正在经历苦难? 是否对神产生
很多疑问? 请继续收听, 在今天节目中会告诉你, 很
多人和你一样, 但在苦难中仍有出路。

鲍勃：

今天的帮助，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今日家庭生活》节目。我
是鲍勃，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丹尼斯。

丹尼斯:

不久之前, 在同工聚会中, 我被邀请去讲苦难这个主题,

我引

用了诗篇 34 篇 19 节, 提醒同工们, 义人多有苦难。我想：反正
我和太太芭芭拉都经历过不少苦难,不用引用太多别人的经历
了。
我在苦难中学会很宝贵的功课, 明白到苦难是神容许发生在自
己身上的,苦难使我比以前更成熟､更有力量, 芭芭拉和我的关
系也比以前更加亲密､牢固。
鲍勃:

然而, 在经历苦难其间, 可能的确很难忍受,也会对自己和家人
构成很大的挑战。

丹尼斯:

是的, 因此在同工聚会中, 我也分享了苦难带来什么挑战, 那
就是考验我们对神､对家人及其他人的委身有多大, 也考验我们
能否每一步都紧紧倚靠神､仰望神。

鲍勃:

经历苦难时, 会使人心力憔瘁, 我想到诗篇 23 篇, 它安慰我们,
要认定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神仍对我们不离不弃, 祂的杖､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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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竿都安慰我们。同工们听了您那篇关于苦难的信息后,都很感
动，鼓励我们在节目中也与广大听众朋友分享。
丹尼斯: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 恐怖份子劫持了一架 757 客机撞向了美国
的五角大厦, 事后一位生还的军官说:当时他刚刚离开了卫生间,
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大爆炸,大量黑烟和火扑向他, 如果不是楼
顶有洒水系统, 他可能马上被烧焦了。 他后来获救了, 但是他
的身体也有百份之六十被烧伤, 他被送往医院后, 康复过程也
是痛苦万分。
他和太太同心向神祈祷, 后来他作见证说, 只有神才可以医治
他那么大的心灵创伤, 他也认定神让他活下来, 有神的旨意，
就是让他到处向人见证神。

鲍勃:

我们大都是这样, 遇上苦难, 才猛然醒悟要迫切呼求神。

丹尼斯:

美国著名牧师陶恕曾经说过:「一个人除非经历过破碎, 否则神
不会大大使用他。」
在过去, 我和芭芭拉深深体会到, 神往往用困难､危机､苦难,
引导我回转归向祂。我受过考验，才学会了忍耐的功课, 使我
更能体会和感受别人的痛苦。
当我开展婚姻家庭事工才半年的时候, 妻子却因心脏病进入了
监护病房, 当时我们离家在外, 我在病房外想到一旦太太去世,
要照顾两个不足二岁的子女, 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了。
另一次, 儿子撒母耳患了肌肉萎缩症, 作为父母, 见到孩子不
能跑步, 不可以再打球, 内心很为他难过, 这种心痛的感觉,
只有父母才体会得到。
还有一次, 一位我们心爱的同工回应神的呼召要去另一个工场,
舍不得她离去, 很是难过。 另一位同工却伤透了我们的心, 因
为他曾经忠心服侍, 后来却做了不道德的事, 并且一再说谎。
此外, 事工扩展也带来压力, 学习凭信心仰赖神供应收入。这
一切, 都叫人心力憔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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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

你们经历了很多苦难, 有什么功课学得特别深刻吗?

丹尼斯:

总结多年的经历, 我们在苦难方面学了九项功课。
第一,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上苦难, 神容许苦难临到, 有
不同的目的, 虽然往往我们不明白神这样做背后的心意, 但我
们可以选择怎样回应, 雅各书一章 2 节说:「我的弟兄们, 你们
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如果你目前还未落入百般
试炼中, 现在便要更加喜乐了。
第二, 当苦难临到时, 我们往往会祈求苦难马上离开, 然而,
苦难何时离去,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因为那是掌握在神的手
中, 因此, 苦难中的人要明白, 一切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改变现
状, 都是徒劳无功的。
第三, 面对苦难, 只能靠着信心和顺服, 希伯来书五章 8 节在
论到基督时指出:「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
从。」马太福音十章 24 节也指出：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我们既
然以耶稣为主, 也要效法基督的顺服。
有一本书名叫「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作者是一位英国布道家,
他在书中指出:没有神的容许及美意, 任何苦难､试炼都不会临
到我, 临到的时候, 我未必明白背后的意义, 但我选择不将其
看为痛苦, 却接纳那是由神宝座而来的祝福, 坦然接受, 并且
注目仰望基督, 在主里安息､享受主里的喜乐, 对苦难不为所
动。
第四, 虽然我们都很想了解为何苦难临到自己, 但我们必须承
认：神的心意是测不透的。箴言三章 5-6 节说:「你要专心仰赖
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
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但他应许指引那些专心仰赖祂的人。
我想和大家分享挪威一个渔民的故事, 渔民卡奥先生有一天带
了两个青少年的儿子出海捕鱼, 出发时风和日丽, 谁知后来天
色大变, 天空布满密云, 海上刮起大风, 眼看快将天黑, 卡奥
和两个儿子在暗淡中一方面努力稳定渔船, 另一方面倚赖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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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亮光指引方向。
然而, 风暴实在很大, 竟然连灯塔也催毁了, 使他们找不到方
向。就在这个时候, 雷电击中了渔夫的家, 不一会, 整个家陷
入熊熊烈火之中, 卡奥的妻子慌忙逃命, 眼巴巴看着整个屋子
一直烧焦成为灰烬。
当她看见丈夫和两个儿子出现时, 马上哭诉屋子烧光了, 但卡
奥一点也不伤心, 他说:「当灯塔被毁之后, 我们在漆黑中挣扎
时，看到一点火光, 越烧越光亮,便拼命朝着火光航行。正是这
场烧毁我们家园的火, 成了拯救我们父子三人的引路明灯!」
当我们置身苦难之中, 我们要深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我
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损失和软弱, 随时会拯救、苏醒我们的灵
命。
鲍勃:

但是, 似乎落在苦难中的人, 很多都会不断地问：主啊!为什么
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个苦难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在诗篇中,
大卫也有这样质问过神。

丹尼斯:

向神发问,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发自内心, 诚实求问神, 一次
､两次､多次都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的动机, 不是质疑神, 怪责
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竟然叫我受苦。
事实上, 神的完美､公义､判断､智慧, 谁能测度呢? 根据我和
妻子过去多年的经历, 深知神是可信的。
正如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给子女。根据我做父亲的经验, 子女常
常质疑, 我解释了，也总是不明白。其实, 他们信靠我, 已经
足够了。
照样, 当苦难临到, 我们不要怒气冲冲地质问神, 肉身的父母
总是给子女最好的, 何况是天父? 我们应该谦卑地对神说:「主
啊, 虽然我不明白, 但我全然信靠祢!」只要我们心里诚实地寻
求认识祂, 神会接纳我们的不断求问。

～收场音乐～
鲍勃:

苦难是超过我们能理解的，不用苦苦寻根问底,只管信靠神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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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家庭生活，今天的帮忙，明天的希望。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