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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後，約伯開口咒詛自己的生日，說：
03 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
04 願那日變為黑暗；願
變為 暗
神不從上面尋找它；
尋 它
願亮光不照於其上。
05 願黑暗和死蔭索取那日；願密雲停在其上；願日蝕恐嚇它。
06 願那夜被幽暗奪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樂，
也不入月中的數目。
中
07 願那夜沒有生育，其間也沒有歡樂的聲音。
08 願那咒詛日子且能惹動鱷魚的咒詛那夜。
09 願那夜黎明的星宿變為黑暗，盼亮卻不亮，
變為 暗
亮
亮
也不見早晨的光線；
10 因沒有把懷我胎的門關閉，也沒有將患難對我的眼隱藏。
11 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絕氣？
12 為何有膝接收我？為何有奶哺養我？
為何有膝接 我 為何有 哺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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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我就早已躺臥安睡，
和地上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謀士，
或與有金子、將銀子裝滿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
或像隱 未現
或像隱而未現、不到期而落的胎，歸於無有，
到期 落的
歸於無有
如同未見光的嬰孩。
在那裡惡人止息攪擾，困乏人得享安息，
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聽見督工的聲音。
大小都在那裡；奴僕脫離主人的轄制。
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他們切望死 卻不得死 求死 勝於求隱藏的珍寶
他們切望死，卻不得死；求死，勝於求隱藏的珍寶。
他們尋見墳墓就快樂，極其歡喜。
人的道路既然遮隱，
神又把他四面圍困，為何有光賜給他呢？
我未曾吃飯就發出歎息；我唉哼的聲音湧出如水。
因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靜，也不得安息，卻有患難來到。

第一章 約伯的財富、兒女，通通被剝走了，
第二章 給撒但剝第二層皮，健康也不見了，
給撒但剝第二層皮 健康也 見了
第三章 進入哀歌，從 11 為何、為何，20 也多次的為何，

是受苦的人第一件問說：「上帝啊，不公平！
是受苦的人第
件問說：「上帝啊，不公平！Why，為何？」
，為何？
 03-10 約伯咒詛自己的「生辰八字」
 11-19 約伯吐露自己但願出生時就死的渴望
 20-26 約伯怨嘆受苦者為何不能死亡得解脫
約伯為自己的不幸遭遇抗議、咒詛，
約伯為自己的不幸遭遇抗議
咒詛
質疑上帝是故意加害、給那些患難者有活下去的機會…
 讓想死、厭煩的受苦的人，卻又不能死
 不見棺材不掉淚是普通人，受苦的人是不見墳墓不高興
撒但質疑上帝用保護約伯的籬笆 (第一章)
(第 章)，
現在約伯是怪上帝 – 你把我困住了，
擱淺的約伯，自己覺得是上帝把他綁住，
「我很想死、你不讓我死！」

約伯最苦的是有五個層次：
經濟上的 家庭 兒女全死 肉體 用瓦片刮身體
經濟上的，家庭、兒女全死，肉體、用瓦片刮身體，
社會性的、妻離子散、朋友通通遺棄他，
更可憐是靈性、集中在第三章，滿滿的 26 節
記載了他的抱怨，完全是哀歌。
從哀歌、受苦的約伯，可以體會到幾個重點：
從哀歌
受苦的約伯 可以體會到幾個重點：
一、苦難一開始總令人痛苦難當的，
甚至懷疑自己為何活著、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這個是沒有受苦的人不會體會的，
 沒有當過病人的醫生不瞭解病人的苦
 沒有瀕臨死亡的人不知道什麼叫死亡的滋味
聖經容許 第
章 把那個痛苦完完全全
現在他 命當中
第三章
把那個痛苦完完全全呈現在他生命當中，
且出自敬畏上帝、遠離惡事的約伯的口中。
如果你痛苦的時候 讀 約伯記第三章 會得到安慰
如果你痛苦的時候，讀
會得到安慰，
因為裡面確實記載人會痛苦難當。

五、苦難讓人懷疑自己、懷疑上帝為何讓惡人蒙福，
上帝 你的公義在哪裡？
上帝，你的公義在哪裡？
三20 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我自己敬畏上帝，為什麼沒有公義？
為什麼罪沒有帶來了罰、我沒有罪卻帶來了罰？
六、苦難使人心中充滿灰色、黑暗，越怪上帝！
憂鬱症讀 第三章 能夠解壓，因為約伯瞭解那是什麼味道
七、苦難使人渴望傾吐、傾聽，得人的安慰、幫助…
七 苦難使人渴望傾吐 傾聽 得人的安慰 幫助
七11 我不禁止我口；我靈愁苦，要發出言語；

我 苦惱 要吐露哀情
我心苦惱，要吐露哀情。
他很想把裡面吐露出來，希望有人可以聽我的聲音，
朋友應該用慈愛來待他 –
「你們應當聽我，我很苦！」

二、苦難叫人恐懼、驚惶、不知所措，似乎受了咒詛，
害怕下 個苦難又會莫名奇妙地臨到
害怕下一個苦難又會莫名奇妙地臨到…
三25-26 因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

我不得安逸 不得平靜 也不得安息 卻有患難來到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靜，也不得安息，卻有患難來到。
三、苦難叫人想尋找答案
苦難叫
尋
–
我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事，為何遭遇這麼多的苦難？
六24 請你們教導我
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作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
我便不作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

為什麼會這麼慘？敬畏上帝、信上帝、信到這副德性？
四、苦難會使人成為好譏諷、易怒、言語急躁、自艾自嘆，
甚至使人誤解、無法親近的人。
第三章 的抱怨之後，他的朋友以利法就說話了…
四2 人若想與你說話，你就厭煩嗎？但誰能忍住不說呢？

苦難就進入人的情緒的層次。

八、苦難使人無助，會向上帝哀訴、求告。
會產生三個神學問題 –
上帝公平嗎？上帝隱藏嗎？上帝還存在嗎？
苦難會使人發覺我人生到盡頭了，我最好還沒有出生，
苦難會使人發覺我人生到盡頭了
我最好還沒有出生
懷孕的那個晚上，天黑地暗、我爸媽不要同房，
最好那天不存在 因此我也不存在
最好那天不存在、因此我也不存在，
就不需要這麼痛苦！
心理學人痛苦的最大極致 第三章 完全有。
所有臨終者往往有五個心態，癌症、已經是第四期的人…
1 震驚跟否認，不可能、怎麼可能！
1.
2. 生氣跟憤怒，怎麼可能臨到我，上帝怎讓這事情臨到我？
3 會討價還價，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狠？再容我活兩年？
3.
4. 沮喪跟憂鬱，我一定沒有救了、進入痛苦的陰霾
5. 接納事實，說：好，我瞭解…
接納事實 說 好 我瞭解
臨終者的心態，在 第三章 找得到。

牽涉到整個聖經的人觀 –
原來沒有神的人是非常可憐的！
第三章 的存在絕對不是偶然的…
新約保羅寫喜樂的腓立比書「你們要靠主喜樂」，
新約保羅寫喜樂的腓立比書「你們要靠主喜樂
腓二 卻有以巴弗提生病了，苦難連保羅的同工也躲不掉
 保羅 林後十二 我有一根刺，連保羅自己逃不掉
我有 根刺 連保羅自己逃不掉
 詩篇有三分之一的比例是咒詛詩，跟苦難有關的
 耶穌用 詩廿二 我父、我父、你為什麼離棄我？
那種苦難的孤獨感，耶穌有、保羅有、摩西有、以利亞有，
戴德生：「所有上帝所用的任何偉人，通通是軟弱的！」
戴德生
所有上帝所用的任何偉人 通通是軟弱的！」


–
 苦難的時候不要忘記上帝接納你的軟弱
 受苦的時候留心，只要繼續敬畏上帝、遠離惡事
檢查的結果發覺沒有對不起上帝的話
檢查的結果發覺沒有對不起上帝的話，
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等候上帝。

第三章 滿滿的抱怨就變成非常重要的真理

三、當人受苦的時候，上帝跟我們一同受苦。
 第一章、第二章
第 章 第 章 上帝在上面，看起來很遠，
上帝在上面 看起來很遠
但祂一直在觀看、從來沒有離席、只是沒有顯現
 到 三十八章 祂出場的時候，藉著海灘讓你知道 –
海浪不超過海灘邊緣、撒但不能越神的雷池一步，
當你受苦的時候，祂比你更苦！
新約也是如此，當掃羅逼迫信徒 (徒九)
耶穌竟然說： 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耶穌竟然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掃羅很傻眼，「我逼迫的不是大馬色的信徒嗎？」
 這影響掃羅
這影響掃羅、後來的保羅寫歌羅西書、以弗所書
後來的保羅寫歌羅西書 以弗所書 –
基督跟教會是不能分割的，
基督是教會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教會是基督 身
 信徒受逼迫時、耶穌會顯現，教會是耶穌所愛的，
所以教會受苦、耶穌當然知道，祂也受苦
神的兒女受苦、上帝也一同受苦，祂瞭解你的心情。

第三章

苦難的反思

一、曠野和沙漠是神兒女最佳的神學院，
苦難可以熬煉人的個性、塑造品格。
詩一一九71a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
羅五3b-4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摩西在曠野四十年 是進入人生下半場的屬靈學校
摩西在曠野四十年，是進入人生下半場的屬靈學校。
二、擱淺並非世界末日，幫助我們不要遇見試探，
讓我們潔淨好、預備好，承擔上帝的託付。
約伯才 第三章，還有滿多要繼續走下去的…
彼前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
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身
與 斷
受過苦好讓你不遇見試探，
受過苦
讓你不遇 試探
受過苦好讓你不願意犯罪。

四、上帝沉默的時候，靜靜地享受祂的同在，祂會動工的…
賽四十31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等候耶和華的 從新得力
等候神是受苦的人重啟希望的一把鑰匙，
 這時繼續信靠、仰望，這個隧道不知道還多久，
這時繼續信靠 仰望 這個隧道不知道還多久
但只有信心，才是人類對神表達愛的最好方式
 對上帝的信心多大，上帝永遠在上面掌權、祂永遠多大，
祂雖然沉默，並不是不知道你在受苦
因此上帝如果沉默 你繼續享受祂的同在
因此上帝如果沉默，你繼續享受祂的同在，
祂準備動工的時候，你就跟祂！
五、不要讓「哭」停留在心中，上帝容許你講出來，
五 不要讓 哭」停留在心中，上帝容許你講出來，
不要讓憂傷的靈繼續存在你心中，
憂傷的靈會使骨枯乾
憂傷的靈會使骨枯乾…
箴四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 生的果效是由 發出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到上帝面前說：我把我的軟弱交給你。

禱告
謝謝主，
瞭解我們在痛苦的時候
你並沒有離開我們，
苦難跟患難成為我們最佳屬靈溫床，
苦難跟患難成為我們最佳屬靈溫床
熬煉我們，好讓我們像金子。
幫助我們搜尋裡面有任何
不討你喜歡的地方，
靠主繼續往前行，
而不要在突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