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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第卅七章

01 因此我心戰兢，從原處移動。

02 聽啊，神轟轟的聲音是他口中所發的響聲。

響聲03 他發響聲震遍天下，發電光閃到地極。

04 隨後人聽見有雷聲轟轟，大發威嚴，雷電接連不斷。

05 神發出奇妙的雷聲；他行大事，我們不能測透。05 神發出奇妙的雷聲；他行大事，我們不能測透。

06 他對雪說：要降在地上；對大雨和暴雨也是這樣說。

07 他封住各人的手，叫所造的萬人都曉得他的作為。封 所造 萬 都 作

08 百獸進入穴中，臥在洞內。

09 暴風出於南宮；寒冷出於北方。

寬10 神噓氣成冰；寬闊之水也都凝結。

11 他使密雲盛滿水氣，布散電光之雲；

12 這雲是藉他的指引游行旋轉，12 這雲是藉他的指引游行旋轉，

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13 或為責罰，或為潤地，或為施行慈愛。或為責罰 或為潤 或為 行慈愛

14 約伯啊，你要留心聽，14 約伯啊，你要留心聽，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為。

15 神如何吩咐這些，如何使雲中的電光照耀，5 神如何吩咐這些 如何使雲中的電光照耀

你知道嗎？

16 雲彩如何浮於空中，那知識全備者奇妙的作為，你知道嗎？

17 南風使地寂靜，你的衣服就如火熱，你知道嗎？

18 你豈能與神同鋪穹蒼嗎？這穹蒼堅硬，如同鑄成的鏡子。

19 我們愚昧不能陳說；請你指教我們該對他說甚麼話。

20 人豈可說：我願與他說話？豈有人自願滅亡嗎？

21 現在有雲遮蔽，人不得見穹蒼的光亮；但風吹過，天又發晴。

22 金光出於北方，在神那裡有可怕的威嚴。

論到全能者 我們 能測度23 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

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

24 所以 人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顧念24 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顧念。

以利戶 卅二到卅七章針對約伯的三個論述，

卅 上帝從旋風中 答約伯卅八1 上帝從旋風中回答約伯，

可以看出來以利戶有輔導神學的眼光，

他預備開路、好讓上帝接手，他預備開路、好讓上帝接手，

而且結束的時候…
卅七24a 所以，人敬畏他。呼應 –卅七24a 所以，人敬畏他。呼應

一1b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

廿八28b 敬畏主就是智慧。廿八 敬畏主就是智慧

最後 四二上帝沒有指責以利戶甚麼錯誤、

反而指責三個朋友，反而指責三個朋友

上帝默認以利戶沒有什麼言論上、神學上的錯誤，

輔導需要有垂直面，輔導別人的時候，輔導需要有垂 輔導別 的時

我們都是劇中人、都要有神學眼光

心理學、社會學、科學、人文主義需要神學，

垂直面決定水平面



卅七章如果從高的角度來看，預備 卅八章，

可以找出以利戶論述的基礎 就是垂直面可以找出以利戶論述的基礎，就是垂直面…
1.是神義論的擁護者，幫上帝申辯

2 開宗明義指責約伯 你是無理、不應當無理取鬧2.開宗明義指責約伯 – 你是無理、不應當無理取鬧

3.認為約伯不應當跟上帝爭辯，不應當堅持無辜，

應當等候上帝，時間表哪在你手中應當等候上帝，時間表哪在你手中

4.肯定上帝的權能，否定約伯爭論的有效性

5.回應約伯跟三個朋友：回應約伯跟三個朋友

苦難不一定是報應觀，

受苦背後有管教、還有恩典，

上帝用苦難嚴懲人，是為了糾正人

藉著苦難來雕塑、熬煉約伯，

因此約伯不要以為我是犯了罪、因此被罰

難怪約伯發覺以利戶沒有給他戴帽子，

安歇、沒有答腔。

以利戶對苦難的觀點，有幾個重點…
1 苦難不是神毀滅人的方法 苦難使人意識到需要救恩1. 苦難不是神毀滅人的方法，苦難使人意識到需要救恩，

我不過是蟲、我是個人、我需要上帝的救恩

2 苦難不是神專橫加諸於世人2. 苦難不是神專橫加諸於世人，

上帝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世人要謙卑、完全順服上帝

3 苦難使人有智慧，在生命的經歷中3. 苦難使人有智慧，在生命的經歷中

使人走向生命的主宰 – 那位救主，然後向祂下拜

4. 苦難是神對人說話的管道，讓人被上帝所恢復4. 苦難是神對人說話的管道 讓人被上帝所恢復

5. 苦難並非單純因為犯罪或責罰，

而是使人歸回上帝、承受上帝更大的慈愛是使 歸回上帝 承受 帝 的慈愛

6. 苦難有治療性，要教育、試煉、治癒人，除去人的驕傲

整個輔導的過程，以利戶有很清楚的神觀，整個輔導的過程 以利戶有很清楚的神觀

光所有的輔導心理學、沒有神的話，

那個人背後的「預設」，

會誤導輔導的目標、整個管道、方法。

以利戶的神觀跟整個聖經的神觀是符合、吻合的…

神不會責罰無辜者（卅三8-13）

神開恩救贖、聽人禱告（卅三24-30）

神鑒察神鑒察人心（卅四21-23）

神是全然公義、不行惡的神（卅四12）

神按各人所行報應人（卅四10 11 33）神按各人所行報應人（卅四10-11，33）

神比世人都大:

人沒有權利要求神作每一件事都要解釋（卅三12 13）人沒有權利要求神作每一件事都要解釋（卅三12-13）

神有隱藏的自由（卅三13）

神有啟示的恩典（卅三14-18）和懲罰的權柄（卅三19-33）神有啟示的恩典（卅三14 18）和懲罰的權柄（卅三19 33）

神必不作惡，有絕對的權柄、也絕對公平、公義（卅四10-15）

神鑒查人和試驗人（卅三16-37;卅四31-37）;神鑒查 和試驗 （卅 ;卅四 ）;

有公義的審判（卅四21-33）

人的理智無從洞悉上帝、

祂的自由與行動的奧祕（卅四29-30）

以利戶的神觀跟整個聖經的神觀是符合、吻合的…

神顧念人的疾苦，祂使人在夜間歌唱（卅五10）

神看顧、試驗人，使人回轉（卅六7-12）

神藉苦難救拔 苦 苦難有刑罰與教育神藉苦難救拔困苦人，苦難有刑罰與教育性（卅六15）

神不聽人驕傲和虛妄的呼求，也絕對公平（卅五12-13）

神暫時任憑人的無知 最後會審判（卅五15 16）神暫時任憑人的無知，最後會審判（卅五15-16）

神創造奇妙、偉大（卅六22-25）

神的道路、意念高過人的道路及意念（卅六26 33）神的道路、意念高過人的道路及意念（卅六26-33）

神是造物主，以智慧掌管全地，

不論管教或施恩，都有神的美意（卅六27-卅七24）不論管教或施恩 都有神的美意（卅六27 卅七24）

神眷顧宇宙萬物（卅八37-41）

神是全能全知者，人無法測度，其掌治是完全公義和慈愛，神是全能全 者 無 測度 其掌治是完全公義和慈愛

故人要對神有信心（卅七23-24）

神的作為使人敬畏及謹慎（卅六18-卅七24）



以利戶最後結論：

卅 人敬畏他 凡自以為 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顧念卅七24 人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顧念。

這話也是 一1 敘述者給約伯一開始就蓋棺論定：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以利戶呼應確實敬畏上帝、遠離惡事，才是聰明。

約伯記其實是 個詩歌智慧書約伯記其實是一個詩歌智慧書，

藉著苦難來瞭解、為什麼會有苦難，

四個人加上以利戶，四個人加上以利戶，

誰的判斷、把脈是對的呢？這叫智慧

藉著苦難扣扳機，藉著苦難扣扳機

來瞭解我們對苦難的看法，誰比較有智慧呢？

整個論述苦難背後的神觀整個論述苦難背後的神觀，

發覺上帝是公義、是慈愛、是掌權、

是創造萬有 全能 全知 全愛！是創造萬有、全能、全知、全愛！

這些神觀跟其他的神觀作比較，就發覺井然不同…

1. 自然神論者：

不認為上帝會臨在、上帝不會進去人間

認為上帝不過是創造萬有的第 因認為上帝不過是創造萬有的第一因，

有了那個因、帶來這個果，這個果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就讓它自然而然 讓它自己去演化大自然就讓它自然而然、讓它自己去演化

這樣的說法是完全錯的，卅八上帝說話

2 宿命論者2. 宿命論者：

自然跟歷史，毫無意義、盲目的力量所掌控，

一切都是機械、偶然、因果報應一切都是機械、偶然、因果報應

跟佛教接近 – 一切都是隨機而已、是宿命，就認命吧

不！有罪，跟上帝祈求，祂赦免你，不！有罪，跟上帝祈求，祂赦免你，

有困難向祂禱告，祂幫助你，會轉彎的。

聖經的神絕對不是宿命論，聖經的神絕對不是宿命論

確實看到上帝在愛裡面加憐憫，祂是滿心憐憫慈愛！

3. 過程神學：

認為上帝是萬有在神論認為上帝是萬有在神論，

神在大自然當中、跟著大自然在演變

上帝沒有全能、祂不會不變上帝沒有全能、祂不會不變

所以人只好「謀事在神、成事在人」，

我自己想辦法就夠了。我自己想辦法就夠了

但以利戶的神觀幫助我們瞭解 –
苦難的人如果帶了「我靠自己算了」這樣的話，苦難的人如果帶了 我靠自己算了」這樣的話，

碰到困難的時候，沒有一個全能的神幫助你，

是很孤單的！是很孤單的！

在苦難的時候，其他宗教不能救你的時候，

這一位上帝可以救你。這 位上帝可以救你

你一定會碰到苦難、碰到死亡，

耶穌從死裡埋葬、復活，上帝涉入，把我們救出來，耶穌從死裡埋葬 復活 上帝涉入 把我們救出來

就說明你任何的困難來找耶穌，祂可以救你！

如果像約伯進入隧道，

四個原則可以找到出口四個原則可以找到出口…

1.當專心等待隧道後的晨星：

苦難是個隧道 進去就專 等候苦難是個隧道，一進去就專心等候，

上帝會說話的、會顯現的。

果然以利戶講完果然以利戶講完，

卅八1 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

是有上帝的！是有上帝的！

雖然上帝出現的時候

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會有苦難，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會有苦難，

約伯沒有得到答案、他得到上帝。

四個人跟約伯在車輪戰的過程中，四個人跟約伯在車輪戰的過程中，

上帝一直在聽，到時候才會顯現，

上帝是在那兒、祂並沒有沉默，上帝是在那兒 祂並沒有沉默

祂在垂聽，你要專心等候！



這樣的觀點安慰了 C.S.Lewis…
他太太死後 他體會到他太太死後，他體會到 –

上帝並沒有解答受苦、悲傷的種種原因

上帝搖頭，並不表示拒絕回答，上帝搖頭，並不表示拒絕回答，

而是把問題擺在一旁來告訴 Lewis –
你太太死的原因你不能明白，你太太死的原因你不能明白，

但你至少可以安靜、你等候上帝！

Lewis才從新的眼光，不會只是怪上帝，而是回到謝謝上帝 –Lewis才從新的眼光 不會只是怪上帝 而是回到謝謝上帝

你給我這個太太，過去她如何幫助我，欣賞她的優點，

把她給我的那些美、把榮耀歸給上帝，把 給我的那些美 把榮耀歸給上帝

就不再計較自己的損失、也不計較為什麼你不給我答案。

《裸顏》有一句話：《裸顏》有 句話

喔、主啊，我終於明白你為何不回答，

你就是答案，在你面前問題自動消失，

我有你就夠了！

2. 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聖經把苦難作總結 大概兩處聖經把苦難作總結，大概兩處：

舊約，耶利米告訴以色列準備亡國到外邦去，安慰他們…

耶廿九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你們在外邦七十年，還會回來的，

提醒他們 – 上帝的意念是平安的！

新約，耶穌對門徒…

約十六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耶穌勝了這世界，耶穌勝了這世界

因此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3. 讓復活主掩埋你的憂慮，主的復活掩埋信徒的憂慮。

讀約伯記會擔心 上帝啊 我的靈性沒有像約伯那麼好讀約伯記會擔心 – 上帝啊，我的靈性沒有像約伯那麼好，

你不要讓撒但到天庭測試我的軟弱！

不過十字架後新約的我們

啟十二9 大龍就是那古蛇、魔鬼、撒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

不過十字架後新約的我們…

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

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十字架的耶穌 羔羊 把撒但從天庭上打下來十字架的耶穌、羔羊，把撒但從天庭上打下來，

變成海獸跟地獸 (啟十三)，

牠已經不像約伯記可以到天庭控告的方式牠已經不像約伯記可以到天庭控告的方式，

來控告新約的你跟我，新約的人有福氣

撒但在約伯記可以到天庭控告我們的自由度，撒但在約伯記可以到天庭控告我們的自由度，

十字架已經把牠打下來了

復活的主掩埋我們對於會被測試的憂慮，復活的主掩埋我們對於會被測試的憂慮，

你不必那麼擔心！

4. 夜越深的時候，黎明不會太遠。

利戶把焦點 議題 從天文宇宙轉 氣象以利戶把焦點、議題，從天文宇宙轉回氣象…

卅七21-22 現在有雲遮蔽，人不得見穹蒼的光亮；但風吹過，

晴 在 有可怕的威嚴

卅八上帝一顯現的時候，用令人懼怕的威嚴，

天又發晴，金光出於北方，在神那裡有可怕的威嚴。

當榮耀和權能的上帝顯現的時候，

你不要直盯著祂，會視網膜剝離、會瞎眼的

上帝榮光出現的時候，你放心，

烏雲一吹走、太陽重新顯現，榮耀的神顯現，

超然的神、全能的神、全知的神…

約伯啊，你就等候上帝！

祂一顯現，你可以安然，

祂會把你所有的冤屈通通解明。

以利戶勸他等候上帝以利戶勸他等候上帝，

求主幫助你，成為這種等候上帝的人。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謝謝主，

讓我們流淚撒種 最後歡呼收割讓我們流淚撒種、最後歡呼收割，

夜很深了、黎明不會太遠，

晨星在等待晨星在等待。

謝謝耶穌是明亮的晨星，

掩埋我們被撒但測試的憂慮掩埋我們被撒但測試的憂慮，

歡喜、仰望你的榮光。

交託、感恩，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