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苦难

CHRISTIAN SUFFERING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魂里的稳定]。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但你们要勇敢]，
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16:33）

引言

当你初次信耶稣基督作救主时，你或许怀有极大的欢乐和感激——因着神无比的恩

典，你成为了神的孩子，并获赐基督里的永生。或许你也在教会做礼拜、唱诗敬拜神时

度过了极其快乐的时光，那时，你忘掉了日复一日的忧愁，想起神的完美品性和祂在你

生活中为你提供的所有美好事物。在平常的一周中，你或许也在享受亲友陪伴和感激某

些事情发生时找到了欢乐的时刻。但是，在你作重生后的基督徒的一生中，你会发现，

你永远无法避开逆境——你会不断遭遇挫折、失望、不公和不同的灾祸——既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这些事情都能轻易带走你的快乐，使你陷入困惑和痛苦，还有可能使你

感到诧异：“神怎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基督徒从来没有了解过又或者是拒绝了

神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法，因而不知道如何应对自己的处境，所以长期遭受由苦难带来的

抑郁症和精神疾病，这样的事情并非闻所未闻（申命记 28:28；雅各书 1:8）。

这项学习是为了帮助你明白，苦难有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可以定义和分类。当我们

查考不同类别的苦难时，你会更清楚地看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面对逆境和苦难的原因以

及神话语的教导，这样就能从我们生活里的消极状况中获益。

1. 导致人生中苦难的一般原因——信者和不信者皆适用。

A. 失去：健康、财富、财产、金钱、所爱之人或是你珍视的任何事物；

B. 因人而起的苦难（“与人有关的考验”）：

a) 蓄意行为：说人闲话、排挤、逼迫、暴力行为、犯罪活动、战争；

b) 普遍挫折：性格上的冲突、官僚主义者、傲慢的政客、糟糕的司机等等。

C. 困苦——饥饿、干渴、寒冷、炎热、暴风雨、地震和其它自然灾害、各种各样

的意外事故；



D. 思想上的煎熬——来自罪、骄傲、傲慢、嫉妒、仇恨、苦毒、内疚反应、神经

衰弱或精神异常、忧虑、焦虑、恐惧等。这些都属“自我造成的痛苦”的类别，是

错误的思想造成的煎熬；

E. 因拒绝权柄而来的苦难（缺少权柄导向）。这包括：

a) 拒绝婚姻中的权柄。当女人拒绝男人的权柄，女人就要受苦；

b) 因为幼年时拒绝权柄于是成年时遭遇失败；

c) 因为拒绝权柄于是遭到解雇；

d) 对政府感到愤怒并参与抗议导致严重的后果；

e) 违法行为总会受到惩治——执法机构或司法系统如果不（如果不能）施行公

正的惩处，神会亲自处罚。

2. 信徒只在世上受苦。

根据约翰福音 3:36，人类区分成两类，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和拒绝耶稣基督的人。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 3:36）

在永恒中，不信者要永永远远地在一切苦难之最——火湖——中受苦（启示录

20:12-15）。

在永恒中，信徒将不再受苦（启示录 21:4）。

3. 世上的大多数苦难都可归类为“自我造成的痛苦”（Self-induced Misery）。

自我造成的痛苦产生自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决定，进而导致不好的

后果。一个简单的原则：

“错误的决定限制未来的选择。”
——瑞克·休斯，福音传教士

自我造成的痛苦有别于神的管教，因为神与你的决定和因你的决定而来的后果没有

关系。神让历史自然发展，好让你经受错误决定带来的自然结果。

神在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设有规律：科学定律、数学定律、社会规则、经济规律。

这些规律如果被人忽视，结果自然是折磨：

例子：

- 不常刷牙导致牙痛（忽视生物学定律）；

- 计算错误导致工程失败（忽视数学定律，见下方列出的例子）；



- 父母不好好管教子女导致家庭和社会中一直存在不顺服的行为和混乱（忽视社

会规则）；

- 以超出你负担能力的方式借钱、花钱，导致经济困难（忽视经济规律）；

- 在雨天开车，开车速度过快，而且是醉驾，还一边开车一边发信息给朋友，刹

车装置、轮胎都有问题，并且没系安全带，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生物学定律、

物理定律和社会规则都被忽视。行这样事的人同时还涉及许多种罪）。

新闻中提到的一件趣事：

（美联社 2013年 6月 6日下午 12:11发布）

来自康涅提格州，哈特福德市——一艘由西班牙设计的新潜艇存在一个重量问题：

艇身超重 70吨，一些官员担心，这艘潜艇如果出海，将不能浮出水面。

西班牙的一名前任官员表示，该问题可追溯到一次错误计算——明显是有人标错了

一个小数点的位置。

“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Rafael Bardaji如此说，他直至最近还是西班牙国防部战略

评估部门的部长。

4. 基督徒受苦的目的。



注意：基督徒所受的苦难不包括自我造成的痛苦，自我造成的痛苦并非是神计划的，

而是人“自造”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只包括“神的管教/应得的苦难”和“不应得的苦难”
的范畴及子范畴。

5. 除了“自我造成的痛苦”（不信者和信者皆会遭遇自我造成的痛苦），基督徒所受的

苦难还有两种。只有信基督的人才会遭受这类苦难。

A. 神的管教/管教性苦难，称为应得的苦难；

B. 为祝福而设的苦难，称为不应得的苦难。

应得的苦难

神的管教是由神所施，是为了激励信徒顺服神的权柄和命令（希伯来书 12:6-7；哥

林多前书 11:30）。

神的管教有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整体概念一同出现在哥林多后书 11:27这一节经文中。保罗在该节经

文警告信徒，他们领受圣餐时如果没有与神相交（即没有先通过反弹 “省察自己”），

就会受到神的管教：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哥林多前书 11:27）

1. 警告性管教：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启示录 3:20）

Christian Suffering书中第 36页对警告性管教的解释：“叩门就是警告性管教。大多

数情况下，相比起自我造成的痛苦所带来的折磨，神的管教开始时的严重程度要轻

得多。但是，警告性管教和自我造成的痛苦结合起来就会给信徒带来极大的冲击。

因为信徒还没有堕落到消极意志的最后几个阶段，他对真理仍然敏感。他仍能从这

种程度的管教中获益，这样神就不必实施下一阶段的惩罚性管教。”

（*注意：启示录 3:20常被拿来向不信者传福音，但是启示录是写给信徒的信息，

而非写给不信者（启示录 1:4）。并且，对这节经文的错误理解也为无知的福音传

教士所使用，他们试图让不信者“邀请耶稣进入心中/生命中”，视此为得救过程的一

部分。但是，认为我们可以邀请耶稣进入我们那有罪的心或生命中，这是亵渎神的

（耶利米书 17:9）。恰恰相反，是耶稣借着祂的福音信息邀请我们和祂建立永恒的

关系。）

2. 严厉的管教：



警告性管教如果不奏效（即信徒不通过改正自己的错误决定来予以回应），信徒所

受的管教就会加剧。

当一个信徒不断拒绝神的诫命，他就会对真理麻木不仁。神必须加重管教，以使信

徒重拾客观的态度，当信徒具备客观的态度，他就能清楚明白，神不会继续容忍他

那亵渎的行为。即使信徒所受的苦难变得难以忍受，神仍然提供后勤恩典，使信徒

能继续活着，这是告诉信徒，神对他的生命仍有计划、有目的。在这种时候，任何

信徒需要做的就是反弹并开始在生活中应用教义，回到神给他们的生命计划中。

3. 死亡的管教/犯罪至死

信徒如果也不对严厉的管教作出回应，就很有可能面对死亡的管教——以可怕的方

式死去（约翰一书 5:16）。

信徒习惯性反抗神的时间越长、没有与神相交的时间越长，其魂里就会产生越多的

瘢痕组织（称为“心硬”，希伯来书 4:7，6:4-6），做出一个积极的决定对其而言就

会越困难。除非信徒反弹并顺从神，否则，他就将面对犯罪至死的管教。（请读本

文末尾的附录“倒退的八个阶段”）

在一些情况下，倒退的信徒犯罪至死之前，神会让他们继续生存一段时间，即使神

知道，该信徒永远不会从倒退中恢复过来。这种时候，神会使用这消极的信徒，将

他当作考验，试验那些经受动力考验（momentum testing）或神赐的预防性考验

（providential preventative suffering）（例如“因人而起的考验”（people testing）或

者“思想上的考验”（thought testing）的成长中的信徒，并且将他当作一个警告性反

例，告诉其他信徒，基督徒生活的错误方式是怎样的。

一名信徒即使犯罪至死，其救恩也是确定的，因为有永恒的保障这项教义。他必能

与主面对面相见（哥林多后书 5:8）并能经历极大的喜乐，但他不会领受到那仅仅

赐给成功信徒的奖赏和额外的祝福（哥林多前书 3:14-15；以弗所书 1:3）。

意志责任的法则（The Law of Volitional Responsibility）

神在永恒的过去规定，人类和天使一样拥有自由意志。神还规定，人类也和天使一

样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意志责任的法则承认人的决定会带来自然、必然的后果。在一

个信徒于属灵上成熟以前，这个信徒的许多决定都不会符合神的旨意和计划，因此意志

责任的法则保证了苦难的发生。

父母有责任在孩子幼年时就开始教导孩子错误的决定会带来消极的后果这一道理。

这样，孩子就能发展出“权柄导向”（authority orientation），意思就是，他们在一生中必

须顺服那些拥有正当权柄的人。我们生来就处在一个权柄体系中，这个体系是由神所设，

为使婚姻、家庭和社会保持稳定。



神设的制度

(Divine Institution)

由神任命的权威

(Divinely Ordained
Authority)

如何维持对权柄的顺服

(How compliance to
authority is maintained)

个体 意志

真正的谦卑（雅各书 4:10；
路加福音 22:42）；

强制的谦卑

（希伯来书 12:6-7）

婚姻 丈夫

恩典导向（何西阿书）以及

为神保留管教的空间

（罗马书 12:19）

注意：丈夫不允许使用任何

形式的体罚

家庭 父母 体罚（箴言 13:24）

国家 政府

执法（警察机构、司法体系、

监狱、死刑）

（罗马书 13:1-6）

- 生活中的其它权威，例子：课堂中的老师、工作中的主管、军队中的指挥官、运动

团队中的教练等；

- 在一切制度中，拥有最高权柄的人要对其所在机构和处于其权威之下的人负责。这

意味着当权的人或组织要负责为个人提供安全保障和必要的自由，让他们能在组织

中发展，这当中包括执行规章制度和惩罚那些对他人的安全保障和自由或对组织的

存在构成威胁的人。

- 因为意志是个体决定的决策者，因此个体的权柄和责任是由意志所掌握；

- 神根据祂的主权意志任命人们担任不同的职务。因此，所有受命掌权管辖他人的，

都要向神交待自己对权力的使用/滥用（诗篇 2:10-11）。

一个孩子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惩罚性管教（强制的谦卑）和应用神的话语所教

导的与谦卑有关的原则（真正的谦卑）而学会接受权威，这孩子成为信徒时就自然会更

为顺服神的旨意，也就能避免由自我造成的痛苦和神的管教而来的苦难。神也将在祂的

计划中使这信徒升高：



务要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雅各书 4:10）

应得的[管教性]苦难的主要类别：

1. 因处于属肉体的状态而受苦——诗篇 38；因倒退而受苦——传道书。

“肉体”（carnality）一词的意思是“肉欲的”。保罗和其它的作者使用“sarx/肉体”一词，

是因为罪性存在肉体的 DNA里（罗马书 6:19-7:25）。所以，属肉体的状态就是因

生命中有未认之罪因此受罪性辖制而没有与神相交的状态。罪性辖制那些“使圣灵

担忧”并“熄灭圣灵”的信徒的生命（以弗所书 4:30；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

2. 因参与到属世体系中而受苦。

属世体系是撒但欺骗人类的方法，为让人类拒绝神的存在、拒绝神的救恩信息并且

（让那些已作基督徒的人）拒绝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若没有由魂里的教义提供的防守，信徒就会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受属世体系的影

响（这些整体概念常彼此交叠）：

A． 由道德主义导致的堕落——由宗教主义导致的倒退和自以为义的傲慢心态；

B． 由道德败坏导致的堕落——反律法主义、反抗合法的权威和神所设立的社会规

则、行为放荡；

C． 迷信（不理性的信仰）和与之相关的活动——例如占星学，借助千里眼、巫术、

祖先崇拜、命理学、求“好运”、宿命论等途径寻求指引；

D． 假宗教和错误的价值体系——包括一神论和多神论宗教、“新时代”运动、世俗

的哲学、邪教和恶魔崇拜、偶像崇拜、自恋；

E． 自由主义——例如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反民族主义（宣传开放边界）、

反战主义、反对责打小孩的政策、安乐死（将“死亡的权利”合法化）；

F． 上瘾——既有肉体方面的，也有情绪方面的：包括对酒精、毒品、社交媒体/
手机、色情作品和不正当的性行为、电子游戏上瘾。这些东西都会破坏魂在神

计划中的正常运行，却常被那些推进自由进步议程的人正当化为“正常行为”；
G． 异教崇拜——崇拜受造之物而不是崇拜造物主，例如信仰“自然母亲”、将动物

的权益看得比人的权利更重要；

H． 无神主义——拒绝神的存在，受假科学的推动，例如大爆炸理论和进化论；

I． 行动主义——参加某种运动，争取实现修改法律和改变社会行为，通常会使用

操纵、欺骗和暴力行为来推进自己的议程：“社会正义战士”；参加运动，争取“权
利”和“平等”（在神的计划中不存在“权利”和“平等”，只存在神在恩典中提供的

特权和机会）；绿色运动；和平运动；动物权益等等；

J． 反犹太主义——针对犹太人的敌意；

K． 物质主义——过分看重财富和财产的价值。对物质的贪求（贪婪）可能是由罪

所驱动的，例如自卑情结、对认可的贪求、对权力的贪求、对保障/安全感的贪

求（惧怕贫困）、缺少对神完美供应的信靠。

3. 因与某种人来往——和参与罪与恶的人来往——而受苦（suffering by association）这

是诗篇 1:1；哥林多前书 12:26；罗马书 14:7所讲的原则，撒母耳记上 21有说明。



对比而言，神期望我们与成长中的信徒以及成熟的信徒来往，他们会给我们带来积

极的影响，并能给我们带来祝福（箴言 13:20）。请谨记，虽然神从未命令你要结

交朋友，但你可以学习变得有智慧，辨明自己应该与哪些人来往、又应该避开哪些

人。

你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唯有通过逐渐发展与基督同样的

思想和标准，你才能发展与基督的友谊。因此，一个基督徒如果在属灵上成长到发

展出“基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 2:16；腓立比书 2:5）这一程度，并因而按照圣经

中的一切命令过基督徒的生活，在那时，主就将视那信徒为友：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约翰福音 15:14）

4. 由不正确的优先事项导致的痛苦——两处说明：传道书和雅歌。

所罗门拥有一切。尽管获赐智慧聪明（历代志上 1:10-12），他仍然用意志拒绝神

的计划并听从罪性的贪欲模式。所罗门在其一生中拥有最多的财富、最大的权力、

最为渊博的学识，也体验了最多的不正当性行为和娱乐，并且获得了最多的认可。

但是，传道书藉由所罗门的亲笔著述揭示，这些事都无法令所罗门快乐（传道书

1:13-14，12:8）。所罗门在结尾处写道：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全部责任。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传道书 12:13-14）

诗篇的作者也提醒我们，灌输圣经教义比积累财富更为重要：

你口中的律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诗篇 119:72，参见诗篇 19:7-10）

耶稣运用了夸张手法来说明正确优先事项的重要性：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马可福音 8:36）

直到你明白这个世界无法使你快乐，否则你在这世上永远无法快乐。

唯有神能使你快乐，祂藉着祂的话语使你快乐，你必须将祂的话语纳入魂里。

5. 由内疚情结导致的痛苦。

内疚情结出现在信徒反弹后仍继续为了自己的失败（罪）指责自己时。这是因不明

白神在人反弹时就在恩典中赦免人的罪而给自己带来的额外痛苦。神已经原谅了你，



所以你也必须原谅你自己，这是为了不让内疚成为你属灵成长的障碍（提摩太前书

1:5-6、19-20，3:9，4:1-2；提多书 1:15）。

6. 因国家受管教而受苦（集体管教）。五轮管教——利未记 26。说明——以赛亚书

33,59；何西阿书。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坚强的，他们就不会被掠夺成性的国家击败。如果他们被打

败，那就是因为早在敌人入侵以前，他们自己先变得软弱（魂里软弱）了。

国家内部力量的削弱始终归咎于对真理的拒绝。外邦（非代理国）的力量来自于遵

从由神设立的社会规则。神的代理国不仅要遵从神所设立的社会规则，还必须履行

代理国的职责，否则就要面临灭国的后果。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何西阿书 4:6）

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

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

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

（何西阿书 8:7）

7. 因拒绝“合适的另一半”（Right Man, Right Woman）而导致的苦难。这是因与不合适

的人结婚而可能在下半生中一直持续的一种苦难。这可能给信徒带来为祝福而受的

苦难，或是因咒诅而受的苦难，取决于信徒的态度：是以教义应对，还是因此沉沦

在属肉体和倒退的状态中（以西结书 16，23；耶利米书 12:7，15:7-12、17-18）。

8. 因没有与罪（连续犯罪）隔绝而导致的苦难——希伯来书 12:15。

9. 因暂时失去恩典标准（参与律法主义）而导致的苦难——耶利米书 2:24-25。

不应得的苦难：

基督徒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为祝福而设：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磨难/迫害/逆境]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

道患难生忍耐[hupermony，字面义为“承受压力（不紧张，也没有任

何心态上的罪）”，也有刚毅/勇敢之意]，忍耐生品格[dokimey，意为

“已经证实的品格”或“已经证明的正直品格”]，品格生笃信[elpis：对

世上及永恒中的祝福抱有绝对的信心]。（罗马书 5:3-4）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彼得前书 4:12）



对彼得前书 4:12的解释：

经文中“火炼的试验”一词形容了一种压力到达顶点的景况。这种景况是灾难，这灾

难会震惊不信者或毫无准备的信者。

一些译本添加了“这是为了试验你们”一句——这句话实际并不存在。希腊原文说的

是：“面对那为了你们的益处而临到你们的试验”——προς/pros（意为“面对”）加上

πειρασμος/peirasmos（意为“试验”）的直接受格形式（accusative case）。peirasmos一词

也有“试探”的意思，具体取决于上下文，但在这里，它的意思是为了判断是好是坏而试

验、为了判断你所拥有的东西而试验。表面上貌似一名坚强信徒的你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而这都是为了看清你魂里的内容。你是拥有胜过考验的教义、谦卑态度和自制力，抑或

是没有？

“临到”——ginomai的现在式关身语态分词（present middle participle）。现在时态

意味着在你作为基督徒经历事情（基督徒生命）的过程中，你从一系列状况转到另一系

列状况中。关身语态：当基督徒具备圣经教义并且没有倒退、没有情绪上的叛逆、魂里

也没有瘢痕组织，基督徒就能从火炼的试验中得益。

“你们的”是人称代词 su（意为“你”）的间接受格复数形式。间接受格（dative case）
说明“（这是）为了你们的益处”。

更正后的译文：“亲爱的弟兄啊，不要再为你们所遭遇的极大的压力感到震惊，面

对为了你们的益处而临到你们的考验，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为祝福而设的苦难[不应得的苦难]的主要类别：

1. 为使信徒学会自律而来的苦难——希伯来书 5:8。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置于管

教之下——腓立比书 2:8。

2. 为说明恩典够用而来的苦难——哥林多后书 12:1-10。

3. 为消除常随属灵成长出现的骄傲和傲慢（即认为自己高于其他基督徒、将属灵成长

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来的苦难。这也称为“神赐的预防性苦难”——哥林多后书

11:24-33，12:1-10。

4. 为鼓励信徒更加努力学习和应用教义并借此进入极大恩典（supergrace）的层次而来

的苦难——雅各书 1:1-6；彼得前书 1:6-7。

5. 为基督作见证而受苦——哥林多后书 3-4。



6. 为在天使的冲突中荣耀神而受苦——约伯记；路加福音 15:20-21；彼得前书 1:12，
3:17。成熟的基督徒明白，面对主为他预备的这种考验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荣幸，

并且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借此，他可以最大程度地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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