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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約伯記––擱淺的日子擱淺的日子 伯一 1 - 12

1 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

2 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3 他的家產有七千羊，三千駱駝，

對牛 母驢 並有許多僕婢五百對牛，五百母驢，並有許多僕婢。

這人在東方人中就為至大。

4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各在自己家裡設擺筵宴，
吳獻章博士

4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各在自己家裡設擺筵宴，

就打發人去，請了他們的三個姊妹來，

與他們一同吃喝。

5 筵宴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潔。

他清早起來，按著他們眾人的數目獻燔祭；

為他 「 我兒 中棄掉 神因為他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掉 神。」

約伯常常這樣行。

06 有一天， 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

撒但也來在其中。

和華 撒 說 「你從 裡來07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從哪裡來？」

撒但回答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

08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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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撒但回答耶和華說：「約伯敬畏 神，豈是無故呢？

10 你豈不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

並他一切所有的嗎？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賜福；

家產 在地 多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

11 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

12 耶和華對撒但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12 耶和華對撒但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於他。」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

這本書非常有影響力…
從科學角度來看一、從科學角度來看：

廿六7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之前，人類思想受希臘托勒密所主張「地心說、天動說」，

後來哥白尼、克卜勒，從聖經、特別約伯記…後來哥白尼 克卜勒 從 經 特別約伯記

地是圓的，影響到後面的「日心說」，

也就是地在動、地繞太陽在動

 也是海運發展的關鍵，過去以為地球是平的，

哥倫布、麥哲倫得到啟示，知道地球應當是圓的，

如果開船從東邊繞一圈、會回來的

也影響到後來哥倫布 1492 發現美洲新大陸

從這角度來看，聖經的影響力非常深遠。

神學是所有科學的基礎，約伯記影響到要檢討我們自己的 –
所有的教育的基礎，是不是放在聖經？



二、影響文學：約伯記對西方文壇的影響力…
但丁〈神曲〉 米爾頓〈失樂園〉 歌德〈浮士德〉但丁〈神曲〉、米爾頓〈失樂園〉、歌德〈浮士德〉

十九世紀神秘派詩人 William Blake 繪畫的泉源

英國作家 Thomas Carlyle法國大革命的作家英國作家 Thomas Carlyle法國大革命的作家 –
「聖經內外無可匹比的文學作品就是約伯記」

加爾文七百篇講章，一百五十九篇談約伯記加爾文七百篇講章， 百五十九篇談約伯記

莎士比亞〈馬克白〉「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

八9b 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八9b 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

十四1-2 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

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

三、影響聖樂：韓德爾〈彌賽亞〉

出來如花 又被割下 飛去如影 不能存留

十九25a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and that he shall stand at the latter day upon the earth.

三、對基督徒來說：

打開就發覺是「苦難神學 約伯擱淺了一打開就發覺是「苦難神學」、約伯擱淺了，

一進入舞台就陷入反常的人生…

一1 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可是一下子、他經歷到人生的悲劇，

財產完全沒有、兒女死光、家破人亡

將殘之軀還得忍受太太在旁邊說風涼話 (二9)

這本書在觸碰一個滿重要的倫理學問題 –
好心為什麼沒有好報？苦難竟然臨到敬畏上帝的約伯？好心為什麼沒有好報？苦難竟然臨到敬畏上帝的約伯？

約伯是烏斯地人，一個非常重要的暗示 – 苦難是普世性的，

烏斯地只出現在 是以掃的後裔烏斯地只出現在創卅六28、代上一42是以掃的後裔

約伯不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

不是十二支派 是外邦人不是十二支派、是外邦人

約伯的三個朋友通通是外邦人、談論苦難神學的議題

「擱淺的日子」提供幾個重要神學反思…

一、苦難議題是普世性的，

跨越地域、種族、文化、社會、宗教信仰。

東方宗教 佛教的前身東方宗教、佛教的前身，

就是在處理苦難，認為苦難是幻影。

當年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 冥想苦難跟死亡當年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冥想苦難跟死亡，

得到的結論是：苦難存在於生死的巡迴中，

就從大自然太陽上去再下來、春天過去了明年再來…就從大自然太陽上去再下來、春天過去了明年再來…

找到第一個定律 –以為時間是圓形的

認為苦難是一個幻影、是生死的循環當中，認為苦難是 個幻影 是生死的循環當中

只要看清苦難的虛幻面目、明白它並非實體，

解決苦難的方式，是超越這個輪迴解 苦難的方式 是超越這 輪

從聖經角度來看，創始成終，

過了五、六十歲就不可能再回頭，

圓形

過了五 六十歲就不可能再回頭

時間可能不是圓形的、而是直線直線

這主張輪迴、循環、圓形的時間觀，

當然是希望勸人為善 這個道德主張是對的當然是希望勸人為善，這個道德主張是對的。

不過 約一1卻提到：只有敬畏上帝才能遠離惡事，

人本是沒有辦法遠離惡事的人本是沒有辦法遠離惡事的

從改革宗「實在論」的角度來看，

幻影唯心論證否定了苦難的實際、否定了約伯的受苦，幻影唯心論證否定了苦難的實際 否定了約伯的受苦，

也會否定舊約、新約都是歷史的真實性，

更會否定耶穌苦難的真實性、也因此否定基督的救贖更會否定耶穌苦難的真實性 也因此否定基督的救贖

 Barth說：「無視苦難、意味著無視基督」，

沒有苦難，耶穌就不會走十字架、就不會有人的救恩，

人就沒有盼望，結果只好靠自己、積功德、行律法來稱義，

死了以後，就會面臨人生更可怕的第二次死 (啟二十)

因為不知道苦難的耶穌是為我們這些苦難的人來救贖的，

所以幻影說影響到救恩論，

東方的宗教幻影說，跟約伯記是有抵觸的。



約伯的三個朋友都同意有苦難，都看到約伯確實

在經濟上牛羊通通被毀掉在經濟上牛羊通通被毀掉，

兒女死光、家庭上的苦難是真的，

肉體上拿瓦片刮身體是真的肉體上拿瓦片刮身體是真的

第三章以後，三個朋友車輪戰、給約伯戴帽子，

讓約伯苦得不得了、社會人際關係越來越邊緣化，讓約伯苦得不得了 社會人際關係越來越邊緣化，

經濟上、家庭上、肉體上、社會人際關係受苦

更大的痛苦是第三章的哀歌以後，上帝離開、靈性上受苦更大的痛苦是第三章的哀歌以後 上帝離開 靈性上受苦

約伯就好像洋蔥一樣、一層一層的皮被剝掉了，

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絕非幻影

三個朋友跟約伯討論的問題，

不是苦難是不是存在，而是苦難到底什麼原因？不是苦難是不是存在 是苦難到底什麼原因

都知道現象，背後是什麼，解釋不同而已。

幫助你瞭解：人生不管是不是信耶穌的人，一定會有苦難，幫助你瞭解 人生不管是不是信耶穌的人 定會有苦難

苦難是人生普世性的問題，不管哪一種宗教、都會碰到！

二、無常、反常的人生很平常。詩歌智慧書有五本：

詩篇 人跟神的關係 箴言 平常看大自然詩篇 – 人跟神的關係，箴言 – 平常看大自然，

傳道書 – 無常，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約伯記 反常 雅歌 非常 男女相愛的結婚約伯記 – 反常，雅歌 – 非常、男女相愛的結婚

有詩篇跟上帝的關係正常之後，就可以面對

箴言的平常、傳道書的無常、約伯記的反常。箴言的平常、傳道書的無常、約伯記的反常。

這五本當中有兩本，傳道書、約伯記，非常特別：

所羅門王非常有錢，不過所羅門王沒有上帝，所羅門王非常有錢，不過所羅門王沒有上帝，

最後寫下了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powerful man、後來變成 powerless man powerful man 後來變成 powerless man
約伯本來也是非常 powerful man、很有地位的，

 廿九章給社會人士所尊敬、王子都站起來迎接、尊敬他廿九章給社會人 所尊敬 王子都站起來迎接 尊敬他

苦難一進去的時候，所有人都離開他，

後來遇見上帝之後，又回到 powerful man

人生不一定只是平常的、人生也有很虛空的！

一個禱告會一個年輕女子，用清晰且顫抖的聲音說：

「神 我被強暴 後 非常恨你「神啊，我被強暴以後就非常恨你！

你怎麼可以讓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也痛恨教會裡想要安慰我的人我也痛恨教會裡想要安慰我的人，

我不想被安慰、我要報仇…
神啊，謝謝你！你沒有放棄我，神啊，謝謝你！你沒有放棄我，

教會也有一些人沒有放棄我，是你一直跟在我後頭。

現在我回來了，請你醫治好我靈魂的傷口。」現在我回來了，請你醫治好我靈魂的傷口。」

不要以為信耶穌一定條條道路通羅馬，那叫「成功神學」，

確實有成功神學的部分，敬畏上帝確實會蒙福的確實有成功神學的部分，敬畏上帝確實會蒙福的

撒但挑戰約伯就是這一點，

但人生可能會有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但人生可能會有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更會有約伯敬畏上帝、結果那麼悲慘

中古世紀有一句名言：To believe is to suffer，中古世紀有 句名言：To believe is to suffer，
「信靠上帝、就需忍受上帝」，無常、反常人生，很平常。

三、苦難中往往有屬靈爭戰。

 一1 5 敘述者說話，這個人財富萬貫 一1-5 敘述者說話，這個人財富萬貫

接著天上的對話，撒但被上帝允許下到地上、行四個災害

 第二章又到天上，撒但再拗第二次、下來再傷約伯的身體 第二章又到天上 撒但再拗第二次 下來再傷約伯的身體

然後三個朋友出現

整本書就發覺 – 天上、地上、回到人間，整本書就發覺 天上 地上 回到人間

原來苦難是有神學意義的、苦難往往有屬靈爭戰。

撒但的目的是要約伯遭受患難而棄絕神，上帝為什麼允許呢？

是要叫約伯經過撒但的試煉能夠忍受到底、堅固不拔，

好讓撒但蒙羞退後、上帝的名得到榮耀的得勝。

彼前五8-11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那賜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

賜力量給你們。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四、苦難檢驗人生真實意義。

苦難好像火燒過 才知道哪些是草木禾稭 金銀寶石留下來苦難好像火燒過，才知道哪些是草木禾稭、金銀寶石留下來

苦難的功能，從教會歷史，二千年來最大的福音大爆炸，

是中國文革之後 教會幾千萬人信耶穌 背後是苦難是中國文革之後，教會幾千萬人信耶穌，背後是苦難

撒但質疑上帝：「你就是因為給他財富，因此他敬畏上帝。」

你給他 belonging 所以他有 being你給他 belonging、所以他有 being
如果把 belonging 拿掉、看他還會有敬畏你的 being？

確實約伯很有錢，七個兒子、三個女兒，正好十，確實約伯很有錢，七個兒子、三個女兒，正好十，

七千羊、三千駱駝，五百對牛、五百母驢，十全十美。

讀約伯記，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通通要靠邊站。讀約伯記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通通要靠邊站

寶貴的地方是 –第一章完，
所有財富都拿走了，他敬畏上帝下拜所有財富都拿走了，他敬畏上帝下拜…

一21 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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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敬畏上帝，不在乎上帝有沒有給我好處。

約伯記在檢驗你人生價值約伯記在檢驗你人生價值 –
到底你關注的是財富、還是上帝？

在挑戰成功神學 我如果沒有財富、沒有恩賜、在挑戰成功神學 – 我如果沒有財富、沒有恩賜、

沒有好處、沒有房子，我還可以敬畏上帝嗎？

傳道書正好顛倒 我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上帝！傳道書正好顛倒 – 我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上帝！

Powerful man到約伯 Powerless man的對比，

正好浮顯你的生命當中，到底最看重的是什麼？正好浮顯你的生命當中，到底最看重的是什麼？

如果單單看重財富，就發覺如果沒有上帝、是虛空的

苦難刷走哪一些，發覺原來那些是虛空短暫的苦難刷走哪 些 發覺原來那些是虛空短暫的

約伯幫助我們瞭解：

世人看成功，看他的 belonging，上帝看他的 being，世人看成功 看他的 belonging 上帝看他的 being
你會因為上帝給你有好處、你才敬畏嗎？

還是你是上帝因此我敬畏你，不管有沒有財富？還是你是上帝因此我敬畏你 不管有沒有財富？

擱淺的日子提醒你跟我 –你到底愛不愛上帝？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天父，

謝謝你讓我們知道苦難會臨到任何人，謝謝你讓我們 道苦難會 到 何

但幫助我們知道

無常、反常，是平常的人生當中

檢驗我們到底裡面有沒有屬靈的眼光。

是你允許之下讓撒但來測試我們，

 好讓我們把次要的 belonging

放在十字架下面

只要有你的同在 敬畏你 敬拜你 只要有你的同在、敬畏你、敬拜你，

成為我們生命的焦點

這樣禱告、交託、仰望，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