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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十二章

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3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4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4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希伯来书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扮演好角色，

包括约伯 煎熬的过程是上帝测试他 扮演好他的角色包括约伯，煎熬的过程是上帝测试他、扮演好他的角色。

万一你陷入搁浅的时候，态度上就必须留心…

苦难是神特别允许 挑选 是人人配得的1. 苦难是神特别允许、挑选，不是人人配得的

2. 我们拿的是天国护照，是不属于这世界的，

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寄居的 苦难也是必然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寄居的，苦难也是必然的
3. 我们在世有苦难，但上帝应许我们–

在他里面有平安 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世界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世界

4. 不要把苦难放大、把上帝缩小了，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5 今生未必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永恒才有永恒报5. 今生未必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永恒才有永恒报
6. 苦难减少我们对今生的关注，提醒我们的人生

重心是否摆错地方？指引我们思想更深的、永生的道路重 是否摆错 方 指引我 想更深 、永 道路

7. 苦难只是个路标，里面没有救恩、却引导我们进入救恩
8. 面临苦难时，不要上了撒但的当、错怪了上帝
9. 苦难时上帝不缺席，他不过是暂时沉默

10. 苦难不一定要找到原因，却可以找到上帝
11 苦难让人回转到神面前 与神面对面 经历神的同在11. 苦难让人回转到神面前，与神面对面、经历神的同在

12. 苦难提醒神有他的时间表，他绝不误事、不误时

13 在苦难中认识自己的无知 无能 无助13. 在苦难中认识自己的无知、无能、无助，

学习不靠自己，敬畏神、顺服神，成为蒙福的人

14 苦难叫人知道自己的有限 谦卑回到神面前、好好沉淀下来14. 苦难叫人知道自己的有限，谦卑回到神面前、好好沉淀下来

15. 全然接受神量给我们的环境，

面对苦难时，选择走过苦难、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面对苦难时，选择走过苦难、扮演好自 的角色

16. 在苦难中孕育属天的盼望，才能看到隧道出口的晨星

17. 知道一切所遭遇的苦难都是神所量定的，

因着信，可以勇敢地走出来领受祝福

18. 学习神所赐的智慧，来面对不可免的各种苦难，

走过苦难，领受上帝双倍的祝福

19. 对遭遇苦难的人不要在伤口上洒盐，

要先进入他的 EQ 同理心，再谈他的 IQ 理性



20. 苦难不全然因为犯罪，

与其说是 个问题 不如说是 个奥秘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奥秘
21. 苦难来临时，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察验自己是否有不讨神喜欢 得罪神的地方察验自己是否有不讨神喜欢、得罪神的地方

22. 人一生中身外之物 belonging 不是最重要，

有没有生命的主 Being才是最重要有没有生命的主 Being才是最重要

23. 苦难在撒但手中是引诱人弃掉神的工具，

在上帝手中却是使人更深信、依靠上帝的工具在上帝手中却是使人更深信、依靠上帝的工具

24. 十字架是苦难的答案
25. 只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苦难、

走出搁浅的方法，是我们的标竿

别看错焦点、不要看错终点、不要跑错跑道，

扮演好上帝量给你的角色！

读完约伯记反思，希伯来书鼓励受苦难、恶人顶撞的人，

要学习这些信心的伟人 扮演好他们的角色要学习这些信心的伟人、扮演好他们的角色。

苦难不是人人配得的，记得…
1 苦难中会体验上帝的信实1. 苦难中会体验上帝的信实。

上帝的安慰胜过我们承受的苦难，

 约瑟受苦 熬炼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约瑟受苦，熬炼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但以理跟三个朋友，

苦难中亲身经验上帝的同在、保守苦难中亲身 验 帝的同在、保守

宣道会创始人宣信博士受苦时，

听到朋友安慰他的话，让他一生受用不尽：听到朋友安慰他的话，让他 生受用不尽：

「当神试验你时，正是你试验他的应许是否真实，

也是你照你的需要、向神求赐下应许的时候。」

当搁浅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失去，

唯独不要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唯独不要失去对 帝的信心，

那个信心让你走进光明、让苦难变成祝福的奥秘。

2. 苦难中经历神的临在。
虽然约伯并没有在所受的苦难中得到答案虽然约伯并没有在所受的苦难中得到答案，

 上帝宇宙之旅、动物奇观之旅，没有给他答案

 不过约伯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无助 无能 渺小 不过约伯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无助、无能、渺小

他发现苦难是一个奥秘，人真正所需要的
并不是上帝公义的回答 – 我为什么受苦并不是上帝公义的回答 我为什么受苦，

而是跟上帝是不是有相遇的历程、

以马内利、神人同在。以马内利、神人同在。

从这本书的序、跋，如果把苦难从约伯抽离，

没有经过苦难隧道，他只认识上帝的法则，没有经过苦难隧道，他只认识上帝的法则，

跟上帝的关系就只是像 第一章 –
例行的献祭、守法的生活而已

但经过这个隧道，苦难的反常、洗礼，

他终于体会到 – 苦难是一个

跟上帝相会、经历神同在的管道！

因着反常的苦难，约伯的人生从平常、平凡，

度过了无常 反常 经历到最后上帝与他同在的超常 超凡度过了无常、反常，经历到最后上帝与他同在的超常、超凡，

难怪海伦凯勒说：「我对我的残疾充满了感恩之情，

因为它让我发现了自己新的一个世界因为它让我发现了自己新的一个世界，

更发现我的神是多爱我！」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八35-39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就是苦难你才会体会到上帝的爱在基督里面的，帝 爱在
这个爱不会因为苦难切割你跟上帝的以马内利。



3. 苦难中看清上帝不可思议。
魔鬼相信如果财富 健康不见 人就会弃掉神魔鬼相信如果财富、健康不见，人就会弃掉神，

上帝却有不可思议的全知，

 他允许魔鬼试探人 允许好人约伯受苦 他允许魔鬼试探人、允许好人约伯受苦

 耐心地允许人，包括约伯质问、控告他

上帝一直不说话 只是沉默 不是消失上帝 直不说话，只是沉默、不是消失，

甚至乐意让人家对他误解，

最后竟然饶恕误解他的约伯、包括三个朋友，最后竟然饶恕误解他的约伯、包括 个朋友，

上帝还慷慨、加倍地祝福约伯一家！

苦难帮助你了解 – 真神，真不可思议！苦难帮助你了解 真神，真不可思议！
 信心不能单单只是相信上帝的权能，

上帝当然能帝

 还涵盖你可不可以顺服上帝的主权，

同时更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对你真好

上帝对你所做的不可思议，即使你一直在错怪他！

4. 苦难中找到上帝自己，上帝仍然掌管一切。
上帝有主权 撒但不能为所欲为 不能越神的雷池 步 上帝有主权，撒但不能为所欲为、不能越神的雷池一步

 我们可以昂首、配戴被提升的视野跟信心，

继续在隧道 在搁浅中 仰望隧道后面有晨星继续在隧道、在搁浅中，仰望隧道后面有晨星

鲁益师体会这一点，妻子死后，他体会到…
上帝摇头 并不表示他拒绝答案上帝摇头、并不表示他拒绝答案，

而是把问题摆置在一旁，

好像告诉鲁益师：「安静吧 孩子好像告诉鲁益师：「安静吧，孩子，

你不了解、你也不一定要了解。」

鲁益师因此从新的角度鲁益师因此从新的角度、

反过来回忆中欣赏妻子的优点，

 那段恩典是你给的、感谢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那段恩典是你给 、感谢 帝、把荣耀归给 帝

好像体会到 – 你不用回答、你就是答案，

我有你就够了

在你面前，一切所有的疑惑、答案，自动消失！

5. 苦难中要扮演好你的角色。
苦难熬炼人的性格 塑造品格 是最好的工具 苦难熬炼人的性格、塑造品格，是最好的工具

英国诗人约翰但恩：「没有人在受尽苦难之余、

不因而长大成熟 成为合神使用的 」不因而长大成熟，成为合神使用的。」

走出苦难的约伯，成为雅各书说明上帝确实

满心怜悯慈爱 大有慈悲 好鼓励在搁浅隧道的人–满心怜悯慈爱、大有慈悲，好鼓励在搁浅隧道的人

约伯可以走出来，你也可以走出来的最佳见证人。

因此要痛定思痛 若不是主耶稣因此要痛定思痛，若不是主耶稣
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苦楚，

十字架是交叉点，上帝的公义跟慈爱交叉在上面十字架是交叉点，上帝的公义跟慈爱交叉在上面

 我们的罪被遮盖、挂在上面，好让我们可以

得怜恤、蒙恩惠，透过耶稣，成为随时的帮助得 恤、蒙 惠， 耶稣，成为 时 帮助

苦难当中要扮演好耶稣要你扮演的角色，

过程中不再问 why，过程中不再问 why，
而是问 what – 我怎么样扮演好你的角色。

最好的例子就是蓝安东 Anton Lang 弟兄，

演耶稣受难剧 耶稣被出卖 被钉演耶稣受难剧，耶稣被出卖、被钉，

扛十字架往各各他…剧情非常感动。

对夫妻到后台要求可不可以 起拍照一对夫妻到后台要求可不可以一起拍照，

 可以到前台把演耶稣受难剧的十字架

扛到后面来 起拍 更写真？扛到后面来一起拍、更写真？

这个丈夫到前台、正要扛的时候，

怎么那么重！怎么那么重！

「你刚刚演戏背的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吗？

演戏何必那么重的十字架，多苦啊？」演戏何必那么重的十字架，多苦啊？」

蓝安东弟兄回答：「如果不是那么重的十字架，
我怎么可以把耶稣的角色演好呢！」我怎么可以把耶稣的角色演好呢！」

就是够重的十字架，才可以把耶稣的角色演好，

趁搁浅的时候演好你的角色趁搁浅的时候演好你的角色，

上帝的恩典够你用！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

帮助我们记得你的恩典够用，你的恩典 ，
苦难之后找到你的同在。

帮助我们了解你有不可思议的爱跟主权。

帮助我们苦难、搁浅的时候，
演好你的角色，

好让荣耀、尊贵都归给你，
来鼓励、帮助后面搁浅的人

继续走出隧道！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