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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各樣安慰的神
The God Of All Comfort



神如何安慰您

你我可能都沒有親身經歷像海嘯瞬間奪走人命的恐佈，
像颶風一夜毀滅所有家產、使人走入徹底絕望的感覺，
面對落在極大苦難、絕望中的人，好像什麼安慰的話都
無法生效，因為人不是不懂道理，而是人的心不肯受安
慰。好像約伯對他的朋友說：惟願你們全然不作聲；這
就算為你們的智慧！（伯13:5）。



他不肯
受安慰

雅各的兒子們將約瑟賣了給以實瑪利人，他們回
家欺騙父親說約瑟被惡獸吃了。雅各為自己所愛
的兒子約瑟不停地悲傷哀哭，他說自己要悲傷至
死，完全不接受他的兒女的安慰。我們在這事件
上看見人的安慰有時不管用，因為人落在很深的
痛苦中！（創三七：34-35）

He Refused 
To Be 

Comforted



林後 1:3-5 2Corinthians 1:3-5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的父 神、就是
發慈悲的父、①賜各樣
安慰的 神．
②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③叫我
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
的人。
④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
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compassion and ①the 

God of all comfort,

②who comforts us in all our 

troubles, ③so that we can 

comfort those in any trouble with 

the comfort we ourselves have 

received from God.

④For just as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flow over into our lives, so 

also through Christ our comfort 

overflows. 



當我們遇到遭受患難在
痛苦中的人，我們要知
道神才是真正的安慰
者。神藉著以賽亞先知

說：耶和華說："惟有
我，是安慰你們的
"。 (賽51:12 )





認清您的身份

Who you are shapes what you do



希伯來人的成語稱「安慰」為「對心說話」
，是心要得安慰。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我臉上的光
榮（原文作幫助），是我的神。」詩42:11

Why are you downcast, O my soul? Why so disturbed 

within me? Put your hope in God, for I will yet 

praise him, my Savior and my God.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NIV)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KJV)



God comforts us in all our tribulations

神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①神以祂的同在安慰您
God comforts you with His presence
(2 Corinthians 1:3-4)

③神以祂的百姓安慰您
God comforts you with His people
(2 Corinthians 7:6)

②神以祂的話語安慰您
God comforts you with His Word
(Psalm 119:50) 這話將我救活了．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

，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但那安慰喪氣

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林後7:5-6 

For when we came into Macedonia, this body of ours had 

no rest, but we were harassed at every turn--conflicts on 

the outside, fears within. But God, who comforts the 

downcast, comforted us by the coming of Titus,

你們的神說、
你們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賽40:1)



神要安慰祂的百姓有三個理由：

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
手中加倍受罰。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
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
喊著說：當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
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
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
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
：我喊叫甚麼呢？說：凡有血氣
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
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
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
然是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
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以賽亞書40章出現三個聲音

Three

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
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
看哪，你們的神！主耶和
華必像大能者臨到；祂的
膀臂必為他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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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人：

「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
（或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賽66:13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
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帖前2:11 

用如父如母的愛

用了解和體恤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
訴我了。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
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路得說：「我主啊，
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的
話安慰我的心。」」得2:11-13 

用聆聽 「你們要細聽我的言語，就算是你們安慰我。」
伯21:2 



靠基督多得安慰
Through Christ our comfort overflow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
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13:11 

Finally, brethren, farewell. Be perfect, be of good 

comfort, be of one mind, live in peace; and the God 

of love and peace shall be with you.

Daughter, be of good comfort: thy faith hath 
made thee whole; go in peace.(Luck 8:48) (K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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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