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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苦难? 
 
好吧,请大家注意， 

我们要开始回答 

这个星期的主要问题了,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流行的问题。 

而且我也认为这肯定是 

最能调动起我们这一代人情绪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会让你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它的确能抓住你的注意力, 

拨动你的心弦。 

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苦难? 

现在,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要提醒大家 

四个关键的问题, 

也是我们迄今为止认知课程中学到的（东西）。 

他们是什么呢?四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了神是存在的。 

我们知道了神是在乎我们这个世界的。 

我们已经了解到 

神真的很爱这个世界， 

尽管这个世界到处是你我这样的叛逆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真的是大能的。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学到这些的呢? 

很简单,我们是通过了解耶稣这个人， 

通过听他所说的话和看他所做的事情而知道的。 

仔细想想吧。 

我们着眼于耶稣的身份, 

他声称他不单单是个人, 

而是永生神的儿子。 

当我们看着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确实存在。 

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一个充满反叛者的世界。 

像你我一样的叛逆者。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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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只是只着眼于耶稣的身份; 

我们还着眼于他的使命。 

拯救我们脱离世界末日宣判的伟大的营救任务。 

我们也知道神关心 

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想想今晚我们学的内容。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 

圣经中最短的一节:“耶稣哭了。” 

这是有着人类面孔的神的儿子, 

他流泪了。我们知道神为 

他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事情而忧烦。 

我们也知道神是大能的。 

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许多不同的地方, 

即使只是想今天晚上（所学到的）。想想拉撒路, 

以及耶稣让他死而复生。 

当我们遇到这个关于苦难的问题的时候， 

这四件关键事情是我们需要记住的。 

因为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 

我们不能忘记 

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可以将我们引领到何方。 

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 

我们知道神在乎我们。 

我们知道他爱这个世界, 

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大能的。 

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回答这个为什么受苦的问题, 

你都不能说上帝不存在, 

他不在意（我们）, 

他不爱（我们）,以及他没有能力, 

因为耶稣的身份和使命 

已经说服了我们（相信）这些事情。 

所以,请记住这些,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受苦，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 

今晚我想说两件事情。 

第一件，受苦(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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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 

第二件,总有一天 

耶稣的追随者会停止受苦。 

首先，受苦(这件事)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吃惊, 

为了帮助大家了理解这一点, 

我需要挑选一个人。 

今晚是谁呢? 

马太,今晚会挑选你来做个例子, 

可以吗? 

好了,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外面。 

我们再一次来到海上， 

在另一艘船上。非常令人兴奋。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好。 

我们都很开心，并且认为船长很了不起。 

船长名叫马太, 

我们认为他到现在为止都做的很不错。 

但在途中,另外一个人…戴夫。 

坐在前排的戴夫。 

戴夫一直在看在听, 

他认为船长根本没有把我们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于是戴夫召开了一个大会, 

我们大家齐聚舞厅， 

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然后得出结论, 

马太不是很好,不够友善，不够有爱心， 

他没有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上。 

是时候对付他一下了。 

于是 

戴夫召集了几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 

把马太绑了起来， 

把他丢到一边去了。 

而且我们认为, “太棒了! 

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个让人讨厌的船长, 

让我们继续我们船上的生活吧。” 

没过一会， 

就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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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知道如何掌舵吗?”啊! 

那是船长的工作, 

在你需要船长的时候，他在哪呢? 

他不在这。 

这该怪谁呢?仔细想一下。 

我们生活在那艘船上, 

却把船长（绑起来）丢掉, 

就会有这些后果。 

如果我们在神的世界里过着叛逆者的生活， 

就会有这些后果。 

这就是圣经向我们展示的，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画面。 

因为我们用这种方式生活，用这种方式对待神和其他人, 

所以我们必然会受苦。 

圣经说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 

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们的某种叛逆 

会导致特定的痛苦, 

有时候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 

有时我们可追踪 

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苦难。 

但（事情）常常不是那样的,对不对? 

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往往是由别人的叛逆造成的。 

有时甚至不是来自我们这一代， 

有时是我们的上一代， 

或再上一代。 

而有时又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有时我们只是影响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而这同样会造成（痛苦）。 

圣经中的观点是 

我们和我们的世界是有内在联系的， 

它说我们应该料到要受苦， 

因为我们生活在神的世界，却对神不敬。 

了解这一点能帮我们树立正确的期待。 

因为圣经从未承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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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没有痛苦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75年。 

神根本就没有承诺这些。 

神对我们大家非常仁慈亲切, 

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却到处是由痛苦和叛逆所造成的困扰。 

我们要有正确的期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变得圆滑 

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哭泣。 

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有理由流泪， 

就在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之外的时候。 

是的,我们应该哭泣。那样不好,那样不对, 

但我们要有正确的期待。 

因为圣经上说 

这将是这个世界的特征, 

直到神把它叫停。 

第二件你们要知道的好事， 

是总有一天耶稣的跟随者会不再受苦。 

那些没有顺服耶稣的人 

却要永远受苦， 

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等待他们的是耶稣谈过的永恒的痛苦。 

当你试图去掂量 

追随耶稣的代价的时候， 

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追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呢？ 

耶稣谈到永恒。 

耶稣确实承诺, 

对于他的追随者, 

总有一天痛苦会最终停止。 

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你能想象出来吗? 

没有最后道别的一天。 

没有葬礼的一天。 

你和我的脸上 

永远都不再有泪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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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 

痛苦将会被带走， 

就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痛苦将被带走。 

那是神的计划,那一天 

当他派他的儿子再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世界将会改变，焕然一新。 

那将会是一个很美丽、 

很美好的家园。 

那么,你可能会想, 

“很好,那为什么上帝不现在就停止它呢? 

你知道为什么神不现在就派遣他的儿子回来, 

停止一切痛苦呢?”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神有太多不同的计划和目的, 

而我这样的大脑 

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 

有太多与他错综复杂的计划和目的有关的事情， 

神还没有揭示。 

但是我要问你们: 

如果世界在一分种后停止， 

你高兴吗? 

你想让神在一分钟后停止这个世界吗？ 

我想问题是, 

我们准备好在一分钟后去面对耶稣了吗? 

但是他已经推迟了那一天。 

是的,它会发生,但现在 

神要我们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活在对那一天的盼望之中。 

那么你是如何 

为痛苦将结束的 

那美好一天做准备的呢? 

带着真实的自我去追随耶稣, 

让他全权负责。 

他就会将你从最后的判决中 

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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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耶稣的人, 

我们如何准备呢? 

我们也应该有正确的期待。 

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我们不能免于受苦。 

但我们仍受到鼓励，去相信 

神是好的，也是大能的, 

神正在实现他计划和目的。 

我发现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会很有帮助： 

如果天上没有控制塔, 

那将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不是吗? 

如果从天上有一个控制塔, 

你看到了所有的屏幕, 

上面什么都没有， 

那将是一种可怕的前景。 

但这不是圣经中的画面。 

现在天上有一个控制塔, 

里面有屏幕, 

并且有个人全权负责。 

屏幕上也有计划。 

但是,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看不到它们。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看不到全部的细节， 

但在耶稣的身份和任务的基础上， 

我们被要求去相信， 

神是好的， 

而且他也在进行着他的计划。 

这就是关于那位造了我们的神的事: 

他是如此的大能, 

他甚至可以用邪恶的（东西） 

去实现他很好的计划和目的。 

仔细想想耶稣的死。 

一个邪恶的行为,由邪恶的人来完成, 

神实现了终极的善， 

拯救了你我这样的叛逆者。 

他是如此大能 

以至于他可以用邪恶去实现他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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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该等待,相信上帝, 

要准备好，去追随耶稣, 

继续活下去, 

继续盼望痛苦结束的那一天。 

这就是圣经鼓励我们去做的。 

那一天，不再有最后的道别, 

不再有葬礼, 

就这样直到永永远远, 

在一个全新的世界, 

带着全新的身躯， 

与神同在， 

与耶稣的所有追随者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现在)有几件事需要想一想。 

请回到小组 

思考并谈论一下。 

 
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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