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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一13 - 22
13 有一天，約伯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13 有 天，約伯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

14 有報信的來見約伯，說：「牛正耕地，驢在旁邊吃草，

15 示巴人忽然闖來，把牲畜擄去，並用刀殺了僕人；

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6 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神從天上降下火來，

將群羊和僕人都燒滅了；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將群羊和僕人都燒滅了；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7 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

「迦勒底人分作三隊忽然闖來，把駱駝擄去，並用刀殺了僕人；

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18 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

「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

19 不料，有狂風從曠野颳來，擊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

在少年人身上，他們就都死了；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在少年 身 們 都 了 惟有我 逃 來 」

20 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剃了頭，伏在地上下拜，

21 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 和華 收 的也是 和華 和華的名是應當稱 的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22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 神為愚妄。

「擱淺的日子」提供幾個重要神學反思…
常 常 常一、苦難議題是普世性的

三、苦難中往往有屬靈爭戰

五 留心 不要中了撒但的詭計

二、無常、反常的人生很平常

四、苦難檢驗人生真實意義

五、留心，不要中了撒但的詭計

上帝為什麼允許撒但，經文沒有說，

但 考官撒但在上帝允許 就把約伯的財富通通奪走但主考官撒但在上帝允許下，就把約伯的財富通通奪走，

考試的重點：你給他很多 belonging，如果通通撤出去，

有沒有任何人不在乎上帝有沒有祝福 仍然敬畏上帝的有沒有任何人不在乎上帝有沒有祝福、仍然敬畏上帝的

撒但最大的重點就是要拆毀神人之間天人合一 –
創世記第二章亞當跟上帝的關係創世記第二章亞當跟上帝的關係

牠得到上帝允許下來動手，四個動作：

1 示巴人忽然闖來 把牲畜擄去1. 示巴人忽然闖來，把牲畜擄去

2. 神從天上降下火來，將群羊和僕人都滅盡了

3 迦勒底人分作三隊忽然闖來，把駱駝擄去3. 迦勒底人分作三隊忽然闖來，把駱駝擄去

4. 狂風從曠野颳來、擊打房屋的四角，倒塌、壓死了孩子

這四個動作，牠先從輕的…，第四個才是最貴重的兒女，

四個事件都留下 個回來報告的人四個事件都留下一個回來報告的人，

還沒有報告完、第二個又動手，完全沒有餘縫，

撒但的手法非常殘忍 一個一個回來報信，撒但的手法非常殘忍 – 一個一個回來報信，

就是把約伯對上帝的信心把它颳走

牠借刀殺人，四個兇手示巴人、神火、迦勒底人、颶風，牠借刀殺人，四個兇手示巴人 神火 迦勒底人 颶風，

通通逃之夭夭，從約伯的角度來看 –
看不到天上上帝允許撒但天庭的內幕，看不到天上上帝允許撒但天庭的內幕

唯一能找到的兇手是神那裡來的火

因此從第一章、第二章、三個朋友一出現以後，第三章因此從第 章 第二章 三個朋友 出現以後 第三章

約伯開始怪上帝，放在被告席的不是撒但，而是上帝被告，

約伯唯一能怪的就是上帝，正好中了撒但的計。約伯唯 能怪的就是上帝 正好中了撒但的計

因此當擱淺的時候就留心，

我們都是劇中人，都不知道上面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是劇中人 都不知道上面發生什麼事

但留心撒但的作為 – 牠會讓你怪上帝！



六、小心，不輕易錯怪了上帝。

第 章還好沒有錯怪上帝 不過約伯撕裂外袍第一章還好沒有錯怪上帝，不過約伯撕裂外袍，

對當時的人確實是痛苦的表示，剃了頭、伏在地面，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沒有怪上帝「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沒有怪上帝。

第二章仍然在天庭，上帝允許，說：

「我的僕人你可以測試他，只是要留他的性命。」「我的僕人你可以測試他，只是要留他的性命。」

撒但就下來了…

二7 8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 擊打約伯二7-8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

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

約伯就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

雖然這個時候約伯並沒有犯罪 (二10)，

但受苦的人唯 能夠拿來控告的就是「神

約伯就坐在爐灰中 拿瓦片刮身體

但受苦的人唯一能夠拿來控告的就是「神」，

原文希伯來文並不是「耶和華」，是「隱藏的」

背後很詭詐，會讓約伯這個劇中人背後很詭詐，會讓約伯這個劇中人

以為是上帝搞的！

楊腓力，美國福音派的作家，他就說：

約伯記每 頁都在吶喊著 Lif i t f i ！人生很不公平約伯記每一頁都在吶喊著 – Life is not fair！人生很不公平

苦難恰是基督徒的困惑跟痛苦 – 我這麼敬畏上帝，

為什麼遠離惡事的人 仍然會有痛苦？為什麼遠離惡事的人，仍然會有痛苦？

苦難一出現馬上會問 – 上帝啊，你公平嗎？

杜斯妥也夫斯基：每 個無辜的孩子的死亡杜斯妥也夫斯基：每一個無辜的孩子的死亡，

都會讓人質疑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慈愛

D id H 上帝很不義 因為好 沒有好報David Hume ：上帝很不義，因為好心沒有好報，

上帝無能、保護不了約伯！

讀約伯記 無疑發覺苦難其實是信仰的絆腳石讀約伯記，無疑發覺苦難其實是信仰的絆腳石…

擱淺的時候留心，背後不一定是上帝，當然是上帝允許 –
可能是上帝為了挑你 約伯記是特別挑出來的反常可能是上帝為了挑你，約伯記是特別挑出來的反常，

苦難是上帝挑的、不是人人配得的

被挑的時候、不知道天庭的事，被挑的時候、不知道天庭的事，

就留心不要錯怪了上帝、因此被絆倒

七、苦難中看到上帝的全知。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 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一8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

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二3 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你雖激動我攻擊他，二3 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你雖激動我攻擊他，

無故地毀滅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純正。

上帝是特別挑你的 知道你配 知道你擔當得起上帝是特別挑你的，知道你配、知道你擔當得起…
約伯是敬畏上帝、遠離惡事的人，所以上帝才挑他

不少信徒不太敢讀約伯記：「我靈性沒那麼好，找別人吧！」不少信徒不太敢讀約伯記： 我靈性沒那麼好，找別人吧！」

這樣的人大概不會擔當這麼大的特例

約伯記在測試一個特例：約伯記在測試一個特例：

「有人不在乎有沒有財富、照常可以敬畏上帝」，

我信靠上帝是因為上帝是上帝，不是祂有沒有給我好處。我信靠上帝是因為上帝是上帝，不是祂有沒有給我好處

苦難中被挑了測試的人就留心 –
上帝允許之下、祂才挑你，導演是上帝，上帝允許之下、祂才挑你，導演是上帝，

卻不是人人配得的，祂是全知的！

這個全知從新約角度來看，彼得就是最瞭解的…
彼得原來以為「我多瞭解我自己 我才是全知的彼得原來以為「我多瞭解我自己、我才是全知的，

耶穌你看錯了，所有人都可以背棄你、我怎麼可能背棄你！」

耶穌告訴彼得：你三次要不認我在雞叫之先。彼得當然不服，耶穌告訴彼得：你三次要不認我在雞叫之先。彼得當然不服，

到了大審判之後、雞叫了，彼得才出去痛哭。

彼得晚年就是因為曾經給全知的耶穌看透了，彼得晚年就是因為曾經給全知的耶穌看透了，

正如耶穌所說 –十字架前後他非常丟臉，

全知的神仍然接納他、給他三次悔改的機會，全知的神仍然接納他 給他三次悔改的機會

後來成為初代教會重要的磐石…

體會上帝的全知：我瞭解自己不夠的，上帝瞭解我更深體會上帝的全知 我瞭解自己不夠的 上帝瞭解我更深

祂挑我、測試，好讓從當中

走出來的約伯，後來成為別人的幫助！走 來的 後來成為別人的幫助

如同 第一章、第二章 我們雖然沒有天庭上的眼光，

但仍然可以知道 – 如果不是上帝允許，是不會發生的，但仍然可以知道 如果不是上帝允許 是不會發生的

任何事有一個權能的神，撒但不能越上帝的雷池一步。



八、絕對不要輕視上帝的主權。

第 章如果不是上帝允許 撒但是不能碰約伯身體的第一章如果不是上帝允許，撒但是不能碰約伯身體的，

第二章如果不是上帝允許，撒但是不能碰他的命的，

二6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二6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這個命仍然留著，牠只能到那兒。

苦難背後 確實看到有上帝的主權的苦難背後，確實看到有上帝的主權的，

如果不是上帝允許，麻雀不會從屋簷上掉下來、

頭髮不是上帝允許，不會變白的頭髮不是上帝允許，不會變白的

是，整個主導在上帝，撒但不過是允許之下，

信靠上帝的掙扎是 –信靠上帝的掙扎是

為什麼你挑我、成為特例來測試？

但即使你被挑，是因為上帝要在你身上但即使你被挑，是因為上帝要在你身上

見證上帝的全知、全能，

撒但越不過上帝的雷池一步，主導權仍然在上帝撒但越不過上帝的雷池 步 主導權仍然在上帝

苦難背後有上帝的保護，不能伸手加害於他

卅八章上帝出現的時候，解決「上帝的主權」的問題…

1-3 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 你可以指示我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

8-11 海水衝出，如出胎胞，那時誰將它關閉呢？

是我用雲彩當海的衣服，用幽暗當包裹它的布，是我用雲彩當海的衣服 用幽暗當包裹它的布

為它定界限，又安門和閂，說：

你只可到這裡，不可越過；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受苦的人就應當去看海邊，海嘯是特例，

正常的情況上帝讓它停在那兒，正常的情況上帝讓它停在那兒，

不能越神的雷池，因為上帝有主權。

上帝主權 卅八 -四一章上帝主權 卅八 -四 章

上帝給約伯上自然課，

天文地理、各樣的動物，有上帝在主導，天文地理 各樣的動物 有上帝在主導

在旁邊你就知道 – 祂有主權！

照今天的四個重點：

留 不要中了撒但的計 小 不要錯怪了上帝留心不要中了撒但的計，小心不要錯怪了上帝，

苦難中看見上帝的全知，不要輕視上帝的主權。

耶利米書有相同的見證 警告 色列耶利米書有相同的見證 – 警告以色列人…

耶廿九11-13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

賜 安的意念 是降災 的意念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上帝藉著自然啟示告訴你 – 他可靠、全知、了解你。

擱淺的時候幾個重要的原則抓住擱淺的時候幾個重要的原則抓住：

那一位允許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上帝，

是愛你的神 祂知道你可以擔當得起是愛你的神，祂知道你可以擔當得起

苦難不是人人配得的，祂挑你，就必有夠用的恩典，

讓你從 第 章 撐到 四十二章，印證上帝滿心憐憫慈愛讓你從 第一章 撐到 四十二章，印證上帝滿心憐憫慈愛

擱淺的人，需要回到上帝那裡來！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天父，謝謝你，

讓我們在苦難當中經歷到你的主權。讓我們在苦難當中 歷到你的主權

主啊，我們難免會怪你 –
WHY？為什麼事情臨到我們？為什麼事 我

我們往往不知不覺地中了撒但的計。

但今天我們回到你面前就知道 –
不是你允許，天色不會變藍，

不是你允許，不會頭髮變黑、變白。

因此幫助我們信靠你、仰望你、等候你。

這樣交託、敬拜，這樣交託 敬拜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