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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從 第一章到四十二章過程就像隧道，

最大的盼望就是 夜這麼深 什麼時候黎明會出現？最大的盼望就是 – 夜這麼深、什麼時候黎明會出現？

還沒看到黎明的時候，記得幾個重要的指標…

1 苦難跟犯罪固然有關 但不要畫等號1. 苦難跟犯罪固然有關，但不要畫等號

2. 撒但的作為，不盡然是所有苦難的源頭

3 在有形的苦難背後有 個靈界的魔鬼3.在有形的苦難背後有一個靈界的魔鬼，

攻擊屬神的人、意圖要摧毀屬神的人的信仰

4 神有時會藉著苦難，來鍛鍊、管教人4. 神有時會藉著苦難，來鍛鍊、管教人

5.無論義人、歹人都有苦難，

但義人卻蒙神應許苦難終必過去但義人卻蒙神應許苦難終必過去

6. 經神許可而來的苦難，事先在神的慈愛天秤上

稱量過，苦難分量的多少，總因為人而異，稱量過 苦難 量的多少 總 為 異

好讓你能夠忍受得住 (林前十13)

7. 敬畏神的人知道在苦難中仍有神的同在，

上帝從來沒有離棄過敬畏祂的人

08.上帝有時會藉著苦難叫人知道己過，

沒有苦難 人會任意妄為 自高自大沒有苦難，人會任意妄為、自高自大

09. 受苦時，上帝有時雖似隱藏自己、卻沒有

遺忘受苦的人，祂並非不在、只是隱藏遺忘受苦的人，祂並非不在、只是隱藏

10. 苦難有時成為變相的祝福，

約伯所受的苦難雖然比較大，但上帝的祝福也比較大，約伯所受的苦難雖然比較大，但上帝的祝福也比較大，

苦難是祝福前的前奏曲

11. 苦難有如信心的望遠鏡，使人看見苦難有如信心的望遠鏡 使人看見

上帝的慈愛、信實、照顧，而且後面的恩典比先前更大

12. 苦難是奧祕，神的作為人沒有辦法全知

13.這世界有喜有悲，人在悲哀中的時候就記得 –
世界仍然有次序在運轉，是上帝讓它在運轉、上帝掌管萬有

明白這點，受苦時比較能夠平衡、評估苦難對自己的意義，

而不會把苦難擴大到以為我完了，

不！太陽仍然從東邊上來，這世界仍然在上帝手中

14. 生命是現實、短暫、珍貴的，要延續它，

絕不要長期沈淪 沉溺在苦難中 而不願意投入 進入絕不要長期沈淪、沉溺在苦難中，而不願意投入、進入

新的人生、新的方向 – 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15 從三個朋友的錯誤提醒我們15.從三個朋友的錯誤提醒我們 –
不要以受苦者多言、狂言為怪，甚至魯莽責備、攔阻他，

要從背後來幫助他要從背後來幫助他

16. 苦難的目的是喚醒人、使人警覺，

不希望我們更多的錯誤、過失、跌倒、走向歧途不希望我們更多的錯誤 過失 跌倒 走向歧途

17. 苦難表明的不是神的忿怒，是神的憐憫

18. 義人受苦的時候信心不動搖，魔鬼便遭羞辱

19.什麼都可以失去，唯獨對上帝的信心不能失去，

那是使黑暗變光明、使苦難變成祝福的奧祕

20. 苦難是為了彰顯上帝的公義、慈愛、智慧，

叫我們經歷上帝的信實，

並且使別人跟我們自己得益處



當陷入苦難的隧道已經很久，感覺黎明不太遠的時候，

就記得八個很重要的真理就記得八個很重要的真理…

1. 苦難中謹守自己的口跟心，提醒自己 –
人生所有的從心中發出來的 轉移焦點面對上帝人生所有的從心中發出來的，轉移焦點面對上帝

愛德華滋：「每提到自己的苦難

就添油加醋 滔滔不絕述說自己的委屈的就添油加醋、滔滔不絕述說自己的委屈的，

只會如願以償地增加苦惱。」

約伯答辯的過程 口中偶爾會激發出金玉良言約伯答辯的過程，口中偶爾會激發出金玉良言：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這精采的彌賽亞預言中，這精采的彌賽亞預言中，

看到苦難中上帝仍然給人盼望，

卅五10 上帝使人夜間歌唱。卅五10 上帝使人夜間歌唱。

上帝才是困苦之人真正的盼望。

擱淺的時候不要上了撒但的當，擱淺的時候不要上了撒但的當

而錯怪了上帝、失去這個盼望

2. 苦難的功課只有在順服中的人才學得來的。

約伯三個朋友輪流把上帝放在被告席約伯三個朋友輪流把上帝放在被告席，

卅八章 之後，約伯跟三個朋友回到被告席、上帝兩次顯現，

這時約伯瞭解自己很無知、無能，他順服下來

四二5-6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

（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這時約伯瞭解自己很無知、無能，他順服下來…

（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約伯的回答，上帝對他的信心沒有白費，

羞辱 讓 無也羞辱了撒但，讓撒但啞口無言

所懊悔的並不是他自己的罪，懊悔的是

自己急難當中的多言多語 我怎麼竟然膽敢咒詛自己急難當中的多言多語 – 我怎麼竟然膽敢咒詛

創造萬有的上帝、祂在我身上的計畫！

這樣的劇情 結局 提醒仍然在反常 蹉跎中的神的兒女們這樣的劇情、結局，提醒仍然在反常、蹉跎中的神的兒女們：

雖然太多事情我們無從理解，因為我們都是劇中人，

但仍然可以繼續敬畏上帝 並以上帝所賜的智慧但仍然可以繼續敬畏上帝，並以上帝所賜的智慧

活在上帝面前、最後順服上帝。

3.透過苦難才知道自己的無知跟無助。

上帝在旋風中兩次出現 上帝的角色變成上帝在旋風中兩次出現，上帝的角色變成

造物主、全能者、掌權者的身分，

用一連串、大自然的被造之物來詰問約伯：用一連串、大自然的被造之物來詰問約伯：

你是誰？你在哪裡？你能嗎？

劇中人約伯的心竅、眼界全被打開，最後回答 –劇中人約伯的心竅 眼界全被打開，最後回答

我一無所有 I am Nothing、
我一無所在 I was not there、我 無所在

我一無所能 I am not Able，
懺悔過去對你諸多誤解、錯了。

上帝對約伯提出神學問題，

就是要讓約伯啞口無言，就是要讓約伯啞 無言

徹底跳脫自我中心的思惟，

承認我的無知、無能、我不在

最後服在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在當中

4. 苦難中體認自己的無能。

從約伯所關心的公義角度來看從約伯所關心的公義角度來看 –
在質疑上帝的主權、治理，你在天上有沒有在做事？

上帝第二次向約伯顯現時就問他上帝第二次向約伯顯現時就問他 –
四十8 你豈可廢掉我的公義呢？

將世界三種荒謬的事件陳列在約伯面前 挑戰他：將世界三種荒謬的事件陳列在約伯面前，挑戰他：

你能踐踏邪惡、創造無用、管制敵對的嗎？

不僅沒有回答約伯的問題，不僅沒有回答約伯的問題，

反而問了很多約伯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整本書好像約伯在挑戰上帝，最後發覺是整本書好像約伯在挑戰上帝 最後發覺是

上帝在挑戰約伯 – 你能確定你腦筋想的是對的嗎？

難怪有學者懷疑本書並非闡述苦難，難怪有學者懷疑本書並非闡述苦難，

苦難讓理性主義、人本主義

所標榜的人論，完全歸零，所標榜的人論 完全歸零

你發覺你很無能，你不過是個人、你不是神！



5. 苦難中提升屬靈的視野。

要走出擱淺有三個管道要走出擱淺有三個管道…
(1)要認識上帝的主權，

沒有上帝允許 撒但不敢過神的雷池 步沒有上帝允許，撒但不敢過神的雷池一步

撒但雖然試探人，但總在上帝的限度範圍內

(2)神兒女洞察撒但的作為，(2)神兒女洞察撒但的作為，

往往趁人不備、連連地打擊，

而且遮掩真相、徹底毀壞，而且遮掩真相 徹底毀壞

讓人來錯怪上帝、而把上帝放在審判台

(3) 養兵千日、用於一朝，( ) 養兵千日 用於 朝

平時就要敬畏上帝、專心、信靠、仰望、求問、等候神

如果陷入隧道就學習約伯 –繼續把視野提高，

不要忘記烏雲上面有太陽、上帝仍然在上面，

你的視野不要給目前的困境所掩埋

提醒自己 – 夜已經深了，黎明不會太遠！

6. 苦難中孕育屬天的盼望。

羅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羅五3-4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這個「盼望」貫穿整本約伯記…
約伯 三9 盼亮卻不亮。約伯 三9 盼亮卻不亮。

以利法 四6 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嗎？

五16 貧寒的人有指望。五16 貧寒的人有指望。

約伯 七2 雇工盼望工價。

七6 我的日子消耗在無指望之中。七 我的日子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比勒達 八13 不虔敬的人指望要滅沒。

最後上帝顯現也呼應盼望，卅八5 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

盼望

盼望使人可以看到隧道後面有出口。

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

對受壓迫的人來說，繼續盼望是唯一的出路，

每一次失望之後、就重新盼望

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繼續盼望

7. 苦難中雕琢美麗的痕跡。

擱淺並非世界末日 反而幫助我們不遇見試探 彼前擱淺並非世界末日、反而幫助我們不遇見試探 (彼前四1)，

更重要的是 – 擱淺的痛苦會過去，

擱淺後的美麗會長存！擱淺後的美麗會長存！

正如這畫所呈現的，畫的人雷諾瓦…
印象派就是畫家看了景色之後印象派就是畫家看了景色之後，

就憑印象來畫畫。

雷諾瓦得了風濕性關節炎 非常痛的雷諾瓦得了風濕性關節炎，非常痛的，

別人問：「明知道畫畫很痛，為什麼還畫？」

他回答：「痛苦會過去，美麗卻長存！他回答：「痛苦會過去，美麗卻長存！」

擱淺的人要記得 –
痛苦會過去、黎明不遠、美麗卻長存痛苦會過去 黎明不遠 美麗卻長存

8. 苦難中專心等候黑夜過後的黎明，

過了隧道，榮耀主榮光你、把你接上去，過了隧道，榮耀主榮光你、把你接上去，

等候上帝，把焦點看高一點！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天父，

謝謝你讓我們記得 –謝謝你讓我們 得

你是信實、你是主權在握、

守約、可靠的神！

更幫助我們記得謹守自己的口、

也幫助我們眼光調高 –
定睛讓痛苦會過去、

美麗卻成為多少人後面的安慰，

甘情願把苦難 擱淺的 子心甘情願把苦難、擱淺的日子

交在你手中！

阿們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