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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第四十章

3 於是，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4 我是卑賤的！我用甚麼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摀口。

5 我說了一次，再不回答；說了兩次，就不再說。

約伯記第四二章

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2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3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3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4 求你聽我 我要說話；我問你 求你指示我

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6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因 我厭惡自 在塵 和爐灰中懊悔

約伯一進入舞台就被剝兩層皮，

無辜受苦的他就問上帝無辜受苦的他就問上帝 –
你公平嗎？你隱藏嗎？你全能嗎？

直接衝著上帝來的，因此三個朋友、以利戶直接衝著上帝來的，因此三個朋友、以利戶

都不能擺平約伯對上帝的不滿，

一直到上帝給約伯上兩次自然課直到上帝給約伯上兩次自然課…

第一次 卅八-卅九，結果約伯發覺怎麼膽敢跟上帝上法庭？

約伯第一次對上帝開口說：「我太矮小了，約伯第 次對上帝開口說： 我太矮小了，

我說過了頭了，除了封嘴以外我不再多說，

我哪敢在萬王之王面前再逞英雄。」我哪敢在萬王之王面前再逞英雄 」

可是 卅一章他的控訴案並沒有撤回，

只說我用手摀口，那個陳條仍然在法庭。我 手摀 那 陳條 然在

因此上帝只好送另外一對動物

就是河馬、鱷魚，就是河馬 鱷魚

給約伯上第二次的自然課

上完了第二次自然課、上帝沒有邀約伯回應，

不過約伯已經體會到上帝的全能 權柄不過約伯已經體會到上帝的全能、權柄，

自己主動地打破沉默，說：「我如今知道

你無所不能、你的計畫無人可擋，你無所不能、你的計畫無人可擋，

你所行的事實在太奇妙、超越我所能理解的。」

問了很多為何的約伯 這個時候完全醒悟過來問了很多為何的約伯，這個時候完全醒悟過來，

總算說出急切懊悔、震撼的話：

「上帝請再包容我一次，上帝請再包容我一次，

容我回覆你兩次自然課所問的問題 –
『你可以指示我的話嗎？』你可以指示我的話嗎？』

我實際上很無知，哪有資格指示你！

我從前只是道聽塗說、客觀、間接地風聞有你，我從前只是道聽塗說 客觀 間接地風聞有你

現在非常主觀、直接親眼看到你，

正如我擱淺之後所長期渴望的，

我終於看到你了、我心滿意足了！」



這個是約伯記裡面非常寶貴的地方，

上帝靠近苦難的人上帝靠近苦難的人，

用全能者、用造物主的角色、

掌權者的身分 來顯現給約伯。掌權者的身分，來顯現給約伯。

這樣的信仰比起其他的宗教非常不一樣…
個人如果掉進廢井當中一個人如果掉進廢井當中，

穆罕默德就會告訴他說：

「阿拉的旨意就是要你掉在井裡面。 就離開了「阿拉的旨意就是要你掉在井裡面。」就離開了

佛教徒：「你如果有禁慾，就不必在井裡受苦。」

印度教徒：「你在井裡過信實的生活，可以投胎再生的。」印度教徒： 你在井裡過信實的生活 可以投胎再生的 」

只有耶穌來了，

祂走入井裡、陪伴你、把你救出來祂走 井裡 陪伴你 把你救出來

從約伯，上帝向他顯現，

就發覺新約，耶穌向我們顯現，就發覺新約 耶穌向我們顯現

這個上帝是靠近我們的！

讓約伯冤枉得到紓解…
如今在全能 全知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的上帝面前如今在全能、全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面前，

我除了懊悔以外，你又靠近我，

我懊悔我過去厚著臉皮、跟你頂嘴，求你赦免我！我懊悔我過去厚著臉皮、跟你頂嘴，求你赦免我！

我承認雖然有不幸，但我有你就夠了，

有你的同在 你的顯現 苦難讓人看清有你的同在、你的顯現，苦難讓人看清

我過去所追求、所羨慕的世界上的一切，

不過是塵土跟爐灰罷了不過是塵土跟爐灰罷了

我過去所希望得到答案的 – 為什麼沒有罪被罰？

好心沒好報？自然定律為什麼不是我以為的因帶來的果？好心沒好報？自然定律為什麼不是我以為的因帶來的果？

這些因為看到你、有你就夠了，

只要繼續敬畏上帝、遠離惡事，把未知的問題交在你手中，只要繼續敬畏上帝 遠離惡事 把未知的問題交在你手中

不再需要一定要得到解答，但只要有上帝

這樣的顯現幫助約伯從爐灰當中懊悔、開始甦醒，這樣的顯現幫助約伯從爐灰當中懊悔 開始甦醒

終於看到洞口、看到朝陽天，在等待擱淺中的約伯走出來。

未知的為什麼會被測試、成為苦難的範例，他不知道答案，

但他下台 鞠躬 因為他認識幾個特徵但他下台一鞠躬，因為他認識幾個特徵…

1.上帝掌權，上帝的旨意沒有人可以改變

2 上帝全智 人無法指教上帝什麼事2.上帝全智，人無法指教上帝什麼事

3.上帝全知，現在才知道我很無知

4 上帝會審判 祂治理大自然 人不能定上帝的罪4.上帝會審判，祂治理大自然、人不能定上帝的罪

5.上帝全能，我很卑微、我什麼都不是，

我一無所有、一無是處，我一無所有、一無是處，

你創造大自然時，我根本不在那兒

6.我不能救自己，上帝透過祂的兒子6.我不能救自己 上帝透過祂的兒子

進入人間、進入隧道、進入洞裡面，

讓我從擱淺當中走出來讓我 擱淺當中走 來

7.上帝赦免你我的罪，

我過去常常議論你，現在知道我錯了，

我太小看你了、我根本無知、我應當懊悔

這兩次約伯的懺悔提醒你跟我，擱淺、甚至無辜受苦，

有很多寶貴的功課可以學有很多寶貴的功課可以學…

1.苦難來的時候先檢查自己、是否有得罪上帝的地方：

苦難不 定因為犯罪 臨到你苦難不一定因為犯罪而臨到你，

然而要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 需要求聖靈光照，

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任何犯罪 得罪上帝的地方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任何犯罪、得罪上帝的地方，

如果沒有得罪上帝，就記住初代教父的一句話：

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
怕上帝的、一無所怕

如果沒有得罪上帝，苦難臨到、你可以放心，如果沒有得罪上帝 苦難臨到 你可以放心

但要先反求自己 – 如果有得罪上帝？

趕快到上帝面前認罪悔改…

約壹一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是公義的 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2.要尋求肢體互相扶持，不要將痛苦整碗扣在心中，

你需要有屬靈夥伴 教會要成為屬靈醫院你需要有屬靈夥伴、教會要成為屬靈醫院，

遇到苦難的時候，你需要肢體互相扶持，

與喜樂的同樂 與哀哭的同哭與喜樂的同樂、與哀哭的同哭，

需要有同走天路的夥伴

甚至 第三章容許約伯很長的咒詛詩，甚至 第三章容許約伯很長的咒詛詩，

表示絕望的人確實可以向上帝盡情地發洩，

把困難都向祂呈現、上帝的慈愛夠寬把困難都向祂呈現 上帝的慈愛夠寬

3.不要落入自以為義、甚至口無遮攔，

約伯本來還可以勒住自己的舌頭，約伯本來還可以勒住自己的舌頭，

因著三個朋友亂扣帽子，火氣就越來越大 –
我沒有錯，怎麼可能上帝讓這些痛苦臨到我身上，我沒有錯 怎麼可能上帝讓這些痛苦臨到我身上

陷入自以為義、把上帝定為不義

但即使你沒有罪、無辜，也不能因此反諷上帝，即使你 有罪 無辜 不能 諷 帝

上帝是要測試你，你不要口無遮攔！

4.不要執著於一定要找出擱淺的原因，

確實 約伯完全正直 敬畏神 遠離惡事確實 一1 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這種人仍然會有不可思議、悲慘的打擊，

悲慘臨到你的時候，當然找不出原因，悲慘臨到你的時候，當然找不出原因，

甚至連上帝都被你嗆聲、把上帝放在被告席，

是因為你想找出原因！是因為你想找出原因！

兩次自然課並沒有讓約伯知道

「我為什麼被挑成為特例？」我為什麼被挑成為特例？」

上帝挑約伯是要測試、也等於羞辱撒但 –
上帝不是因為給他好處、因此他才會敬畏上帝。上帝不是因為給他好處 因此他才會敬畏上帝

因此任何擱淺的人不一定要執著

「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因此被罰？」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因此被罰？」

往往結果、答案要天上才會浮顯的，

可能被冤枉、可能因為人間的痛苦、可能被冤枉 可能因為人間的痛苦

別人出車禍撞死你、因為吃錯藥…

5.不要把問題看大了、卻把上帝看小了！

你從視力綁住你的眼光「為什麼沒有罪被罰？你從視力綁住你的眼光「為什麼沒有罪被罰？」

兩次自然課是提升到上帝的眼光、脫離自我中心，

來瞭解這個造物主、全能者、掌權者，來瞭解這個造物主、全能者、掌權者，

原來人的問題比起大自然小多了，

這麼多難搞的鱷魚、河馬、獅子、老虎，這麼多難搞的鱷魚 河馬 獅子 老虎，

上帝搞定牠，沒有任何困難可以大過上帝的，

上帝是上帝、人不過是人，上帝是上帝 人不過是人

你不能搞定所有人的問題

6. 一無所有的時候，你還有上帝！6. 無所有的時候 你還有上帝！

一句經文很寶貴：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擱淺並非世界的末日，擱淺 非世界的末日

不要失去有形的一切之後，還失去最寶貴的上帝

透過耶穌的救贖主是要救你的，你把祂甩了

記得，一無所有的時候，你至少還有上帝！

7. 苦難是在上帝的允許界限內。

撒但攻擊約伯 第 次測試 不能傷約伯的身體撒但攻擊約伯，第一次測試，不能傷約伯的身體，

第二次測試，不能傷他的命，

身體保住、命保住，是因為上帝告訴撒但你只能到這兒身體保住、命保住，是因為上帝告訴撒但你只能到這兒

就好像 卅八上帝告訴約伯 –
海浪不能超過海灘，撒但不能越上帝的雷池，海浪不能超過海灘，撒但不能越上帝的雷池，

凡事都有上帝的界限，上帝掌權

林前我們所遇見的試探都是上帝允許的，林前我們所遇見的試探都是上帝允許的

總會讓你快不能忍受的時候，給你開一條出路。

8.上帝總在人的苦難背後留下目的，8.上帝總在人的苦難背後留下目的

受苦與我們有益、要我們學習上帝的律例，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必不至於羞愧，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盼望必不至於羞愧

苦難背後是為了留下更美的目的

在隧道的人還看不到的，你要為了目的撐下去，

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09.要堅持在苦難中繼續信靠上帝，

什麼都可以失去 唯獨不要失去對上帝的信什麼都可以失去，唯獨不要失去對上帝的信心

撒但就是要刮掉你對上帝的信心，

好讓你進入怨上帝裡面好讓你進入怨上帝裡面

敬畏上帝、遠離惡事，就是詩歌智慧書的核心，

雖然還不瞭解原因，你還是可以相信上帝雖然還不瞭解原因，你還是可以相信上帝

10. 遇見神是苦難中的出路，

卅八到四一上帝兩次自然課、帶約伯看大自然、看動物，卅八到四一上帝兩次自然課、帶約伯看大自然、看動物，

背後好多問題你不能回答，至少你回答一件事 –
你遇見上帝了！你遇見上帝了！

看到上帝在隧道後面等待、祂是明亮的晨星，

苦難的結果你沒有得到答案，但你得到上帝苦難的結果你沒有得到答案 但你得到上帝

遇見神是苦難當中，最後、最好的出路！

趁今天，爐灰中懊悔，趁今天 爐灰中懊悔

回到上帝面前敬拜、跟隨、仰望祂！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天父，謝謝你，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必不至羞愧，

讓我 遇見神 您好讓我們遇見神、遇見您，

知道你愛我們，

你全能、全知、全愛，

卻托住我們從隧道當中走出、

進入光明。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