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EN I DON’T UNDERSTAND 

我不明白時 

彷彿每個信徒有時候都只會下此結論: 「我不明白. 」我們會既不明白 神的帶領, 也不明白祂在

我們生命裡的作為. 人甚至會開始這樣思索: 「我是否錯過了 神? 我有否在這天路歷程中拐錯彎

? 主為何彷彿離我那麼遠呢? 」 

甚至大衛王也表達過這種情緒, 説: 「我的 神，我的 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

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詩22:1) 當然, 主曾經引用這詩篇, 呼求説: 「我的 神！我的 神！為什

麼離棄我？」(太27:46). 

可見, 大衛寫下這些話語時, 神按手在他身上, 以致他描述了主的苦情. 然而, 我們也可推斷說

大衛也一定親身經歷過那些情緒. 他自從少年時, 就得蒙應許(也就是說, 神前所未有的與他同在

); 可是, 他當時感到被離棄. 「我的 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詩22:2). 換言之, 他説: 「我晝夜尋求你, 求告你, 但為甚麼你不垂聽我呢? 」 

我病重時, 也曾身歷其境. 我們於1994年遷到美國來; 次年, 我就開始咳嗽, 且每況愈下. 原來, 

我們所住, 位於新澤西州的房子有毒霉; 我們發現這問題時, 整個閣樓都是黑色的, 連一點木頭

都看不見! 

根據本國最好的醫師的診斷, 我患了支氣管哮喘; 他又說我的支氣管大大受損, 多半無法復原. 

我記得自己每早晨都必須使用氧氣罩約15分鐘, 才能除去毒霉所導至的頭痛. 我甚至在街上行走

都有困難, 因為我往往感到自己會昏倒. 不用說了, 那實在是沮喪, 重重問題湧上心來的一段時

期. 

大衛的「為甚麼? 」 

我能想像大衛王也難以明瞭他的試煉時期, 尤其是他長久以來都因 神的應許, 而受支配, 得扶持

.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從
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 神。」(詩22:9-10). 他按著 神的道路長大成人, 且早已學會倚靠祂. 

他青少年時, 曾經靠著 神的能力和獅子和熊搏鬥. 先知撒母耳膏抹他, 預言有關 神在他身上的

作為, 並透過他所成就的後, 大衛更戰勝了大敵歌利亞. 大衛連連得勝; 他也知道這是惟靠 神的

幫助. 

 



 

然而, 大衛當時繼續說: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詩22:11). 歷

史沒有記載他何時寫下這詩篇. 也許他當時被掃羅王(失去了聖靈, 且嫉妒大衛)追殺. 無論景況

如何, 大衛都心中曉得他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然而, 神卻彷彿離他甚遠. 

大衛大可以像你我一般問道: 「你給我的應許怎麼啦? 它們會成就嗎? 我何必如此呢? 」 

曠野裡的功課 

先知以利亞也曾經不明白 神的作為. 他定意榮耀 神, 且為他所愛的國家祈求靈命復興. 神大可

以祂的榮光大大的降臨, 使舉國上下的人屈膝. 然而, 神對以利亞的禱告有何回應呢? 衪使旱災

臨到(參看王上17:1)! 

神定意這樣做, 好讓百姓會反省. 同時, 神指示以利亞說: 「你離開這裡往東去，藏在約但河東
邊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裡的水，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王上17:3-4). 以利亞大可

以問道: 「神啊, 怎麼啦? 我既知道你是誰, 又曉得你的能力. 你為何遲遲不回應我的禱告呢? 

我何必坐在這小溪旁, 天天等候烏鴉來丟肉給我呢? 」  

你我事後當然明白 神為何這樣做. 首先, 以利亞要在百姓面前代表 神, 就必須有份於他們的苦

難. 第二, 神教導以利亞, 説衪必在曠野裡有所供應. 你要明白, 神知道以利亞即將感到失敗和

沮喪. 

以利亞大大得勝不久後, 致終逃避王后耶洗別. 他逃進曠野裡, 便因失敗感而力不可支, 求 神除

去他的性命. 因此, 那是為要預備以利亞的重要時期; 也就是說, 令他無論有何遭遇, 都心中深

深的滿有確據, 有關 神既永不誤事, 也必不離棄他. 同樣, 神知道你我即將有何遭遇, 且知道如

何領我們渡過難關. 所以, 信實的父神會預先開始預備我們. 

以利亞還有別的功課. 溪水乾了, 神便打發以利亞去找一位窮寡婦. 為甚麼呢? 為何不去找個財

主呢? 根據這寡婦的見證, 她要拾柴生火, 燒餅, 好與兒子死前可以得吃. 

然而, 神打發以利亞到這家庭, 說: 「我已吩咐寡婦去餵養看顧你. 」(參看王上17:9). 我認為

以利亞需要看見 神能以一點的信心和資源來成就甚麼. 神即將使用他來培訓别人來為著下一代而

相信 神! 

同樣, 當復興臨到, 以致美國經歷靈命覺醒時, 人們會存著一點點的信心和資源, 湧進 神家裡去

. 因此, 我們曾身歷其境, 就能目睹 神能從無變有. 衪既不需要我們的才幹, 又不需要我們的資

源. 祂只需要有人願意說: 「神啊, 你會為著你的榮耀而使用我的一生嗎? 」 

這是必須的嗎?  

我們回到開頭的詩篇, 就看見大衛繼續説: 「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我要將你的名
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都要榮耀他！以 



 

色列的後裔都要懼怕他！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籲的時
候，他就垂聽。」(詩22:21-24). 

大衛曉得無論他起先有何感受, 都不會被 神離棄. 你也可以肯定, 當你呼求 神(也就是說, 你擺

上生命, 來為著衪的榮耀, 而被衪使用), 祂就必垂聽你! 然而, 我們難以明白 神, 是因為我們

禱告, 就立刻想像 神的回應將會如何. 我們如願未償, 就會感到既大有挫折, 又困惑. 

我回顧自己病重時, 曾經禱告說: 「我求告你, 且求你為著你的榮耀而使用我的一生. 我到紐約

來, 是奉你的旨意,不是憑我自己的意思. 我支持了神人, 且與他的敵人爭戰, 彷彿他們是我自己

的敵人. 那是困難的時期. 現在, 我能僅僅呼吸而已! 」有一個晚上, 我經過位於曼哈頓第八大

道的Beef Steak Charlie’s餐館. 我滿天星斗, 因為我幾乎昏倒. 我突然高聲呼求說: 「這是必

須的嗎? 」 

我並不是責怪 神, 但是, 我不禁思索: 「 這不是已經夠難嗎? 主啊, 你打發我來幫助這神人, 

我就為著這戰役而盡力而為, 以致筋疲力盡. 現在, 我病重, 難以呼吸. 這確實必須的嗎? 」  

我因主回答說: 「是說, 這是必須的! 」而大為震驚!  

我立刻想起詩篇119篇的經文: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119:67). 「你
使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119:75) 神在我心中說: 「我出於信實心, 容許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 你不會被魔鬼所勝, 甚至那攻擊你的魔鬼. 我為著一個明確的理由, 而容許這件事臨到你的生

命. 我為要教導你如何倚靠我, 而必須除去你的力量. 我既不要你的意見, 也不要你的想法. 我

要你順從我. 我要你在我說話時, 學習依從我. 我出於信實心叫你受苦; 我在為著未來的事情, 

而預備你. 」 

神何等信實!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即將蒙召成為時代廣場教會的主任牧師! 我甚至從未想過. 但是, 

神知道, 且曉得祂為要預備我, 而必須做甚麼. 

祂的道路更高 

如今, 你若身陷試煉, 既困惑, 又沮喪, 你可以因 神的美意而受安慰. 你現在也許不明白, 但 

神對先知以賽亞說過: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
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神按衪

自己的方法行事. 我們也許會問為甚麼; 有時候也會得回應. 但是, 有時候我們不會. 一切都在

乎倚靠心! 

我已學到我不會常常知道自己遭遇的理由. 我只需知道 神信實不渝. 衪必信實的待你我! 衪必在

你的婚姻, 兒女, 保守你的心靈上信實不渝! 魔鬼不會對你佔上風, 因為主在保守你上攸關衪的

聖名榮譽. 

 



 

雖然經歷這些試煉時期並不容易, 請謹記 神已把你渡過未來日子所需的栽在你心中; 祂已把祂的

力量放在你裡面. 所以, 不要不斷問為甚麼, 反倒要學習說: 「神啊, 我今天定意倚靠你. 我不

需要其他答案; 答案就是你信實不渝. 你所作的無不信實, 你且必不離棄我! 」 

我喜歡以賽亞繼續説: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
歌唱；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賽55:12) 大山小山發聲歌唱代表一切阻力都奉命要敬拜 神.「

松樹長出，代替荊棘；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這要為耶和華留名，作為永遠的證據，不能剪除
。」(賽55:13) 換言之, 你生命中纍纍的果實必代替那些看來荒涼, 絶望和痛苦的事情. 「這要
為耶和華留名，作為永遠的證據，不能剪除。」(賽55:13) 

神實在透過以賽亞說: 「是的, 你會經歷既痛苦, 又荒涼的時期. 但是, 我必領你渡過難關; 你

且會這樣親密的認識我, 以致自然界都因我何等信實不渝而鼓掌! 我必在你卑微困惑的光景中, 

在你身上大能的動工, 以致我的聖名得榮耀! 」亞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