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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基督徒 

II 如何從苦難中得益 
雅各書第一章 2~6 節 

 

→ 為何有苦難？請參考「為何說不」那本書 

→ 約伯記 Job 13:15「他必殺我；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的。」 

"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in Him." 

v: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一個人在苦難中，有問題時如何能喜樂呢？關鍵在這節經文中“因為你們知道”。v:3「因為

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你的態度受你的認知（understanding）而決定。喜樂不只

是正面思考，積極思想而已，它是根據於對人生的基本的事實有所了解（facts of life）。雅各書指

出認知人生中四件事可以幫助你從人生的問題中受益，有些事你得知道，有些事你得去做。 

1) 你得知道人生中問題是免不了的（inevitable） 

→ 約伯記 Job 5:7「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 

→ 聖經英文版用的字不是“if”假如你遇到問題，而是“whenever”當你遇見問題時；“當”代

表了一個事實，請記住那就是，你一定會遇到問題的，如果你都沒有問題，量一下你的脈搏，

看你是否在呼吸。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在我裡面你們有平安。” 

→ 彼得前書 1 Peter 4:12「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

非常的事），」問題、困難不是你人生的選修課，它是必修的學分，你逃不掉躲不開，也不能

欺騙自己，我沒有問題。 

→ 沒有任何人沒有問題，你也不需要禱告說上帝啊，給我一些苦難好磨練我，它自然會來。 

→ 人生生活不容易，“當你遇到試煉困難時”，遇到英文用“face”或“fall into”有不期而遇

的意思；沒有期待沒有計畫就發生了，誰會期待遇見困難問題呢？而且遇到的問題很多時候

不是我們預期的。有多少人計畫期待每次開車輪胎破胎漏氣的呢？而且問題通常在最不方便

的時候出現，突然地，沒有想到時發生。 

→ v: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百般”；問題的形式各色各

樣應接不暇，有不同層次不同的問題，強度也各有不同，有些是重大的危機，有些是小麻煩，

時間長短也各有不同；“百般”希臘文原意就是許多顏色。 

→ 但是問題發生雅各書說是有目的，痛苦可以有不同效果的（Pains can be productive.）可以為

你完成一些事情，危機也是轉機，在人生中是有價值的，你得知道它有以下三個目的： 

A. v:3「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 我的信心得以煉淨 Problem purifies my faith. 試煉“testing”原文是用在當時煉金子與銀

子的煉淨；真金不怕火燒。 

→ 約伯說“祂試驗我後我必純淨地像煉淨過的金子一般” 

→  “He has tested me through refining fire, I have come out as refining gold.” 

→ 你把茶葉包放進熱水杯中，你就看見水的顏色漸漸改變；你的信心經過考驗就成長發展；

事情不順時愈能發展我們的信心，不斷地擴張、延伸、更堅強。 

→ 神很在意培養你這個人成為門徒，建造你的屬靈品格更勝於建造我們的禮拜堂建築物。

（God is more interesting in building disciple than build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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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問題來也加強我們的耐性（Problem fortifies our patience.）v:3“testing of your faith develop 

perseverance.”耐力，能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繼續撐下去。 

→ 在壓力下不放棄的信心就是忍耐。 

→ 誰想要困難、麻煩、問題，但上帝用問題來教導我們如何面對壓力、如何不放棄。你禱

告求神教你有耐心，神就給你困難，交通阻塞排隊都是訓練耐心的方式，今天人們要求

舒適安逸的生活，而且要快速馬上要，但耐心是要等。 

C. 問題也鍛鍊我們的品德，幫助我成熟使我更像主耶穌。 

→ v:4「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 上帝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我們成熟長大，屬靈的品德是基督徒生活最終的目標。 

→ 你被問題壓得喘不過氣嗎？記住有些功課只有此時才學得到，學像基督，基督也曾受痛

苦忍受一切。 

→ 上帝用 a) 神的話來訓練我們使我們更像祂。約翰福音 John 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

聖；你的道就是真理。」雅各書 James 1:21-25「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

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

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

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

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 另外用 b) 環境來造就我們；你也許埋怨你的環境，但有沒有想到你就在上帝要你在的地

方。羅八：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並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好事，但所有的事互相效力 work for good 為你的益處在工作，目的

是使你更像基督。羅馬書 Roman 8:29「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

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 神用我們所期待相反的環境磨練我們結屬靈的果子。你想學習有愛心，在你周圍神就放

了一些不可愛的人，你想擁有平安，但事情卻偏偏是一團亂（chaos）。 

→ 以弗所書 弗二：10「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We are God’s workmanship.”上帝要在我們生命中雕塑出一個

完美的成品，上帝要你成為一個完全完美成熟的人，以致毫無缺欠像耶穌一樣。 

以上四件事你得存記於心，以下三件事是你得做的： 

1) 喜樂 rejoice 

→ v:2「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consider pure joy whenever you 

face trial.”不是假裝，擺出僵硬化的笑容，上帝沒有叫你否認現實（deny reality），一切都說

很好，也不是心理學上自己打氣，甚麼都沒發生裝出來的喜樂；也不是故意擺出一副清高的

樣子—我就是喜歡受苦，看我靈性多好。 

→ 請注意此處聖經要我們學會不是為（for）困難歡喜，而是在（in）困難中歡喜，我們不是為

for環境感謝，而且在（in）環境中感謝上帝。 

→ 我為什麼要在不好的環境感謝上帝呢？帖前五：18「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不是“for”。你的禱告不要說：上帝我為發

生的意外感謝你、我為我的病感謝你、感謝你我剛剛失去所愛的人；不，我的禱告是：上帝

啊感謝你，因為我知道你能把那些發生在我生命中不好的事轉換成對我有益的結果，你能從

不好中帶出好的；你常給我想像不到的驚喜。“God can take even the bad thing happened in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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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turns it around bring good out of it.”。 

→ 不論你的問題是如何發生的，也許是你自找的，也許是撒旦造成的，也許是社會因素造成的，

帶給你不幸，其實問題、困難、麻煩的來源都無所謂，上帝都能使用它約九：3-4；使那些成

為你成長的幫助成就上帝的榮耀。 

→ 是什麼造成不同的結果呢？你的態度。“以為”consider. 希臘文原文解釋“to make up your 

mind once for all.”評估完後下定決心就是如此。 

→ 往前看我目前所遭遇的，我就發現原來是有益處的，對我人生是有助益的，因此我心喜樂，

坦然面對我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  “以為”consideration 是一種選擇，你自己決定選擇，即或我對目前遭遇的環境我不明白，

我也無法掌控，但我可以控制我的反應。我知道苦難與問題在人生中有以上四個與人生攸關

的事實，我選擇、我決定以喜樂心來面對。 

→ 詩卅四：1「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I’ll bless the Lord at all time, 

his praise shall continuously in my month.”不是感覺好感覺想要讚美才讚美，也不是經常；“時

時”英文版“all the time”是所有的時間、任何時候都可以喜樂。困難問題來，它不會自動帶

來喜樂讚美“blessing”，問題也可能毀滅你、打倒你，你或者變成苦毒或者變成更好（bitter 

or better）。我的態度帶來不同的結果，問題使有些人被擊倒（break down）、破碎、毀滅，全

看你如何回應，那是可以選擇的。 

→ 喜樂的反面是埋怨、抱怨、害怕、疑惑、生氣。喜樂的心才是良藥。喜樂是 Peace of mind；

平靜，安定，不受外界影響。我能喜樂因為我知道主在看顧我的一切，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得益處。我有主，主在掌權。 

2) 祈求 Request - Pray 

→ v:5「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禱告些甚麼呢？在問題臨到時候禱告，求主賜智慧知道如何面對，從中學習，這一次學不會，

可能相同麻煩不斷會再來，直到你學會為止。神不斷地給我們機會，當你覺得受不了，問題

排山倒海全面壓下來時，趕快禱告求主賜智慧，也可求主賜力量繼續往前。 

→ 智慧就是從神的眼光看不同的事情，不要問 why為什麼，要問“what”什麼。主啊我能做什

麼？你要做什麼？你要我從中學習什麼？ 

→ 禱告從亞伯拉罕的例子，要知道，上帝因為他的禱告，救了羅得一家的生命。 

3) 放鬆 relax – trust God 信心相信神 

→ 相信神對你的生命有最好的安排，上帝知道，只要你與上帝合作、與神同工走神所命定的道

路，用信心等候，你的益處就不會 “短路”跳電、停機。 

→ v:5「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讓上帝工作，不要懷疑，上帝在黑暗中仍然工作約伯記卅五：10，祂不打盹，祂也不需要休

息詩篇一二一：1-5，在你感覺不到時他仍為你工作，只要信不要怕。 

→ 約伯記 Job 35:10「........他使人夜間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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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我能逢凶化吉嗎？ 

2. 我能避免苦難的發生嗎？ 

3. 為什麼人生多有苦難？ 

4. 苦難有目的嗎？ 

5. 如何喜樂起來呢？ 

6. 我應求什麼？ 

7. 信心一定有好結果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