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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帶領與感動，讓我在

全球疫情大爆發的2020年春季，根

據拙著《探究約伯記》的內容，動

筆寫下，並陸續發表於我的臉書，

這十多篇深有感觸的短文。 

為了讓主內弟兄姊妹，和願對

基督信仰更進一步瞭解的朋友，能

方便閱讀。現將之收集成冊，以

《疫情中與約伯同蓆》為題，編成

解經靈修小冊，以供自由傳閱。 

此電子小冊的設計適合手機閱

讀，你可以將之下載，隨時拿出手

機就可以閱讀。每篇都可以獨立，

或配合讀經與靈修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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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不論是誰，不論

願意與否，頓時都陷入從武漢爆出

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不可知。 

緊盯電視、網路媒體，我們都

在面對那極不確定的明天，緊緊思

量當如何面對疫情。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7991925513480&set=pcb.10157991931248480&type=3&__tn__=HH-R&eid=ARCH3R6I4fDaEahAusehdpD-w3MkNn2fPzNPDwSF82gTO0jEbth-0TQ9wV8q_zae4682dchA5wY6Co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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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是一卷讓人看見人的困

頓和神的義的書卷。研讀之間，讓

我更加謙卑、更加堅定與主的關

係。在全球疫情蔓延之此時，讓我

們安靜下來，好好的研讀約伯記，

並得神話語的激勵。 

 

約伯記在說什麼？ 

約伯記的主角約伯是位真實歷

史人物，絕非杜撰或小說人物。雅

各書5:11，以西結書14:14-20，都

提到約伯。此卷書是聖經中最老的

一卷書，應是於主前2000-1500之

間寫成。 

 



8 

 

約伯記場景 

一齣千載信仰疑案，天地人

間，心靈與現實的對辯。 

 

撒但：約伯拜祢是因為祢給他好處！ 

    神：好、你可以去試驗他！ 

約伯：只願我可以脫離痛苦！ 

三友：約伯、你受苦是因為你犯罪！ 

約伯：我沒有犯罪，神啊、回答我！ 

以利戶：神使你受苦是有目的的！ 

    神：你們都是無知的！ 

    神：約伯、你能回答我嗎？ 

約伯：神啊、我向祢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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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目的與主題 

一、探討並表達為何良善的神，竟

然容許義人受攻擊，蒙受無情

的苦楚？書中雖經過三番四次

的問答與辯駁，人並沒有解決

這個懸疑，神也沒有直接解釋

約伯這個義人受苦的問題。 

二、表達人對苦難的無知與恐懼，

讓人體會因為看不見神的同在

的事實與困苦。人與神的關

係，不只是要得到結局和解

答，而是要讓人知道如何去經

歷人生中所不可避免的苦難，

進而親自經歷神。從而領悟到

苦難的答案是神自己，明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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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經歷是信徒最重要的屬靈

確據。 

三、確知神的本意是要約伯和人

們，當除去自以為義的心態。 

四、神容許人真誠地流露出對神對

人的失望。可見信靠神的人仍

有可能因為困苦，現實的失

望，迸發出生不如死的苦毒。

雖在困頓，懷疑、信心軟弱、

對神失望之間，約伯記勉勵我

們不可放棄盼望。 

五、講到人對神的信心是起伏不定

的，特別是當生活的困難與環

境的影響，常常令人對神的信

靠搖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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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書中表達出信心的更趨成熟，

是一個長期的磨練過程。 

七、反覆的辯論讓我們知道：人可

以尋問神，但不能責問神。 

八、讓人思考並體會神的親臨與超

越。學習約伯那堅持，不放

棄，忍耐到底的心志，在苦難

中，讓自己安穩於神的蔭蔽。 

九、表達對神的信心與懷疑可以同

時存在，約伯讓我們學習到如

何將問題帶到神面前。 

十、顯示人雖然沒有得到現實的利

益，仍然可以對神忠誠。要說

出理智的答案並不困難，但信

服與否則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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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讀約伯記？ 

要先讀聖經經文，然後才借助

研讀材料來幫助你。一本翻開的聖

經，加上一份合宜的查經教材或輔

助，你可以有根有據地反覆思想，

對經文有清晰的認識，並掌握聖經

書卷的核心信息。 

要肯定約伯記是神的直接啟

示。神藉著你讀祂的直接啟示，就

是直接在向你說話。神四千年前如

何向約伯說話，祂現在也直接向你

說話。我們不必等待，或還要經由

其他人或玄秘的途徑，現在就能得

到神的啟示，就可以直接來到神面

前，感受到神的親臨與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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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的文體是詩歌體裁，是

智慧的流露，所以當多去欣賞，體

會，揣摩其心境，與字裡行間的思

想。研讀初步不要被太多的困難解

釋所糾結，應先掌握此書卷的整合

信息與情感。 

約伯記主體是以希伯來詩歌的

格式，來表達約伯與三友之間的對

話（3:1-42:6）。這段對話，在表

達與內容方面，雖有重複，加上劇

情的進展緩慢，但這段長而感性的

對話是作者所要強調的重點。讀約

伯記不僅要讀出其中的條理，更要

讀出其中的情緒，揣摩出發言者，

所要表達的信仰與心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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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看最前面的前因和最後

面的結果，要多體會中間的過程。

研讀約伯記的重點之一，是如何面

對苦難，而不是獲得苦難存在的答

案與原因。 

除了苦難之外，我們要讀出人

的困頓與神的公義的出陳並列。好

讓我們在生命的現實當中，知道該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0015069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ArCv5lSgAcxeDzZu4RBblFnmm7XptOlOe_dDjuV8FWAyYtLc7RNrSIFvsrm_4LCS4OWBVJWp7l4r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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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神陳明人的困頓，該如何注

目於神的權能與看顧。 

是的！神的主權，神的看顧，

使我們永不失望，永不放棄。即使

我們會踉蹌面對不可預測的風暴，

既使我們必須痛苦地面對，或在明

天，或在數十年之後，那必須離世

的一天。 

讀約伯記，讀聖經，我們看見

永不離棄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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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的試煉 

 

經文：約伯記1:1-2:13 

 

靈修短文寫於 3/3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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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 3/29/2020 ， 不 幸 知 悉

Dallas教會一位我熟識弟兄的父

親，在Chicago因感染病毒喪身。 

是的！我們和我們的親人，朋

友，與教會的會友，和全球億萬人

一樣，正處於苦難當中。 

雖然我目前住在疫情得到妥善

控制的台灣，但在我旅居與服事多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1173966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NBd7CtbKh7-ExGa0i5J5eIp_hEz1nHMGJEBvBtAftUWiXMCqNk660u9aVP1ea0m8JtOUbVaV7Bn0z&__xts__[0]=68.ARCv27uh8siKUqUhCgT2KYsSrFW381AwVI4TPvv7o84cHAfSn-n1WgJYXg6Bn8geCsYzojwThBxh_NrgGEPnFJEPuYqVoz5x_sdSBs19OBbM4ylZ14E0dhozXaZDNl-oyczvgKrz91QGliNCcQ_O65KGl9gLNfxvqkbTFmV6pSperOFGeKiBjSotnjKncMEVVGzTPPzZDiFjf76kG6OJtIekvG36Hh_YP6YRJTjDnJwl4fCmW3gO2e4EHsm5znED-frhiq2Gkla1NAYbxCE5_6iLLGk6KA_Se7o&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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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北美社區與教會，卻進入緊急

狀態。愈來愈多人在質問新型冠狀

病毒全球蔓延，如今連先進的美國

竟也落入重災區的種種原因。 

唉！真正的原因，有誰可以確

定知道呢？ 

約伯受苦的真正起因，在第

一、二章就已經清楚說明，最後一

章又確定地證實了約伯受苦之後的

結局。這樣的鋪陳，讓我們知道約

伯記的主要意涵，應該不只是前因

與後果的得知。掙扎的過程與豐富

的情感，並人在神面前應有的正確

態度，應是研讀約伯記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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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35節引言經文，讓我們

不禁要思索： 

 為何神允許，又公然讓撒但攻

擊神所愛的敬虔者？ 

 神為何讓敬畏祂的人遭受如此

的苦難？ 

 人為何要敬拜神？人敬拜神的

目的何在？ 

 當人看不見，感受不到神的同

在之時，神仍有意義嗎？ 

 

帶著淚水的讚美是神悅納的。

許多人誤以為要為神有一番作為，

才是事奉神。其實、約伯的受苦，

就是他最美的事奉。很多人誤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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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心裡暢快，環境順利之時，展

現出一些慶典式的頌讚，才算是讚

美，那是不正確的。 

屬神的人忍受傷痛與失落，破

碎於神的面前，就是敬拜。 

這景「序幕」預備讀者進入後

面四十章（3:1-42:6）的對話與質

疑，也斬釘截鐵地告知我們，約伯

的受苦原因，不是他犯罪，而是在

神的容許之下，受撒但的攻擊。這

是此書卷中，所有的人當時都不知

道的實情。 

直到最後，約伯記仍沒有直接

說出義人受苦的答案。但這卻成為

一齣造物主與靈界的天使，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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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這些創造主所愛的人的一場活

生生、真實、見證經歷的舞台劇。 

這齣真實、戲劇化，神所容許

的試煉的經歷過程，篩淨我們與神

的真實關係。 

約伯記直接駁斥了撒但在神面

前對人的控告：『神總是要人榮耀

祂，約伯是個想要得祝福的膜拜

者！』 

今天、你與神的關係，是什麼

情形？ 

你是只想得神祝福的膜拜者，

還是謙卑尋求神看顧，真屬於祂的

聖潔子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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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哀歌 

 

經文：約伯記3:1-26 

 

靈修短文寫於 4/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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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2010年在北美中華福音

神學院教授「教案寫作原理與實

務」課程的一位神學生（當時她的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2264163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HC9itbsNi3NtGroqc3rLpSN5jwhGck51lhQ9Nww4NDl8cZ9C8UefWSDztp4fM9hZmryvXDTj2yCv9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1173966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NBd7CtbKh7-ExGa0i5J5eIp_hEz1nHMGJEBvBtAftUWiXMCqNk660u9aVP1ea0m8JtOUbVaV7Bn0z&__xts__%5B0%5D=68.ARCv27uh8siKUqUhCgT2KYsSrFW381AwVI4TPvv7o84cHAfSn-n1WgJYXg6Bn8geCsYzojwThBxh_NrgGEPnFJEPuYqVoz5x_sdSBs19OBbM4ylZ14E0dhozXaZDNl-oyczvgKrz91QGliNCcQ_O65KGl9gLNfxvqkbTFmV6pSperOFGeKiBjSotnjKncMEVVGzTPPzZDiFjf76kG6OJtIekvG36Hh_YP6YRJTjDnJwl4fCmW3gO2e4EHsm5znED-frhiq2Gkla1NAYbxCE5_6iLLGk6KA_Se7o&__tn__=EHH-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1173966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NBd7CtbKh7-ExGa0i5J5eIp_hEz1nHMGJEBvBtAftUWiXMCqNk660u9aVP1ea0m8JtOUbVaV7Bn0z&__xts__%5B0%5D=68.ARCv27uh8siKUqUhCgT2KYsSrFW381AwVI4TPvv7o84cHAfSn-n1WgJYXg6Bn8geCsYzojwThBxh_NrgGEPnFJEPuYqVoz5x_sdSBs19OBbM4ylZ14E0dhozXaZDNl-oyczvgKrz91QGliNCcQ_O65KGl9gLNfxvqkbTFmV6pSperOFGeKiBjSotnjKncMEVVGzTPPzZDiFjf76kG6OJtIekvG36Hh_YP6YRJTjDnJwl4fCmW3gO2e4EHsm5znED-frhiq2Gkla1NAYbxCE5_6iLLGk6KA_Se7o&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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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染上毒品，陷入之後長達數年

的慘痛戒毒抗爭），昨天收到我寄

給她的這份剛出版的，探究約伯記

查經教材後，她與我分享： 

「十年前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時

刻，神帶領我透過華神『教案寫

作』的課程，研讀約伯記。讓我透

過神的話得著許多安慰與力量，度

過人生最難熬的時刻，這是人做不

到的事。雖然已經十年，但仍然記

得神當初如何透過研讀約伯記給我

極大的力量。這份教材最大的特色

是透過問題，給研讀者反思的力

量，這是一般教材做不到的。很高

興這份教案終於出版，相信在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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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恐慌不安的時刻必定帶來安慰

的力量。」 

今天、繼續與大家分享約伯記

的心得：第二課 受苦的哀歌（約伯

記3:1-26） 

困頓、受苦的人，需要強顏歡

笑，需要壓抑內心的澎湃嗎？我們

從約伯呻吟出的受苦哀歌，有所解

答。 

約伯的反應與那一個個看似無

理的願望；話出多少倚靠神，卻陷

入看不見，感受不到神同在的受苦

者的心聲。 

人總以為有神的同在，必是福

杯滿溢，而非災難連連。連撒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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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人在沒有神賜福之下，必離棄

神。這就像約伯的妻子說出「你棄

掉神，死了罷！」 

誰能忍受難以駕馭的身心苦

痛，有誰不想脫離眼前的苦楚呢？ 

面對「神是否遺棄了我？為何

對我的受苦視若無睹？使我陷在完

全孤單的境地？」使約伯陷入痛苦

與試探的情緒，他以為死或許可以

解脫，終止困境。他的情緒中充滿

對自己生命的咒詛與厭棄。 

約伯發出深切的疑問：患難與

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光與生命賜

給他呢？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到約伯

從極度絕望中，咒詛生命和切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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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反轉看到患難和愁苦的人有神

賜光和生命的事實。這是約伯捉住

對神的盼望，能繼續存活的一線亮

光。 

讀過約伯吟出的哀歌，你學到

如何、讓自己和幫助別人、面對困

苦呢？ 

很實際的、痛苦之時我們很容

易誤解神，痛苦的人常會落入自

卑，生發憂鬱的情緒。 

面對遭受苦難時的情緒翻騰，

我們如何有同理心，如何聆聽哀

號，如何提供關懷，如何陪伴人渡

過驚嚇與哀傷，我們應有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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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的生命中有神，有那無人

可以取代的傾吐對象。你有嗎？ 

他那患難中，賴以支撐身心苦

痛的微光盼望，你有嗎？ 

 

  

https://www.facebook.com/ufi/reaction/profile/browser/?ft_ent_identifier=ZmVlZGJhY2s6MTAxNTgwMjI2NDI2MDg0ODA%3D&av=632653479
https://www.facebook.com/ufi/reaction/profile/browser/?ft_ent_identifier=ZmVlZGJhY2s6MTAxNTgwMjI2NDI2MDg0ODA%3D&av=63265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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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受苦是因為 

 

經文：約伯記4-5,8,11章 

 

靈修短文寫於 4/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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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一天一天愈發嚴重！

疑問、指責、論斷；加上謠傳、偏

方、假消息；充斥著因為防疫期間

使用量暴增的網路與社交媒體。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2967660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CB8n7g2TYc3HUHbKEZdyjv9zo5ojdFYtO8uIkxqbmU87H6nTifRaio2_8nLyoeMTh_jlJmDNDc5qja&__xts__[0]=68.ARAsndybjvT9y5kyElv_dbxcrpAFXeRAQFDFRtnu5VG8H7qgfd2PTB0bXw1qAv2tHdZ8xUHVi6aJzSX-JkitgMG5odFYoHpLK1zoBmcyS02OFRqqizqc3Re4hekw70SHvGAKaQzF3jXKGt4HQ2gfhbzOOB-ERGmi_ST5MXW4NkvHgtpYv6mtVtY0CNR8pXYl3jlraiBRKV36efRlrELd_WCetv2BOrzUbpDnjDYEvA8N5dWypx-q48xwB5vcJT-XetWFyA__qk-Y7Q5J9BBb2pDNpyhHhg63nW4&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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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投身傳講聖經真理的牧

師，我最不樂見，並感到憤怒的，

莫過於近幾週來因災情慘重，再度

竄出泛基督教圈子，那林林種種、

似是而非的說詞。甚麼：『末日、

審判、悔改、報應、震動、預言應

驗、異象啟示、復興浪潮、末後豐

收…..』，竟再度甚囂網路和靈恩

講員的『講台』。 

 

今天繼續分享約伯記的信息：

第三課 「你受苦是因為」（約伯記

4-5,8,11章） 

本課主旨：人的智慧有限，不

能測透神的旨意，人不能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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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去限定神的作為。輕易認定別

人受苦是出於罪，都是個人論斷。 

 

本課目標：經過這堂課後，研

讀者將可以學習到： 

1. 我們不能將神侷限於我們的有限

認識。 

2. 去除面對自己或別人受苦時的論

斷態度。 

 

經過七天七夜的沉默，約伯終

於發言並盡吐心中的苦情。三個朋

友聽到約伯生不如死的苦言後，自

認應要善加糾正勸勉約伯，於是展

開了三個回合的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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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三人的論述雖有差異，但

他們一致認為「善者得福，惡人得

禍」的基本邏輯。他們由此推論約

伯必定是犯了罪，所以導致神對他

施下懲罰。他們一致認定受苦的人

若要離開苦難，就必須離惡向善，

向神悔改。 

論調類似，但他們三人的語

氣、心態、與對神的認識是有區別

的。就如同我們每每在媒體和宗教

圈子當中，看到、聽到的許多對神

的猜測、遐想，與議論紛紛。 

他們與約伯的辯答，由緩和變

成激烈，從善意的建議，變成含沙

射影，導致公開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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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約伯是因為犯罪而受

苦；若非如此，神就不是一位公

義，公平，全善和全能的掌權者。

所以勸告約伯要棄惡向善，謙卑悔

改，就能讓神回心轉意，挪除降在

他身上的苦難。 

共十八次的來回對話，約伯始

終堅稱自己的無辜，也多次散發出

對神的懷疑與埋怨。 

局外的三友向受苦中的約伯談

論神的「公義」；約伯卻只想直接

與神對話。 

約伯無心談論神，他更想直接

來到神的面前，向神傾吐。他殷切

地尋求，不僅想知道遭受苦難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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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他更想曉得他與神的關係。 

到底神是切身且真實的，或只

是一個無關的第三者，甚或一種理

念而已？ 

認為神向他變心，這是最令約

伯驚恐，難以面對的。他堅持要與

神對話。想要知道什麼使他與神的

關係產生了變化？約伯內心的痛

苦，是被神遺棄的恐懼，被掌管者

漠然對待的孤獨感。 

當時的約伯，面對接連而來的

患難，真不知明天還會有什麼事要

發生？真不知還要面對什麼接踵而

來的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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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約伯原來堅持的盼望，只

是一種無憑幻象嗎？ 

難道基督徒所持定，對神的信

靠，只是一種心靈寄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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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受苦非出於 

 

經文：約伯記6-7, 9-10, 12-14 章 

 

靈修短文寫於 4/9/2020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2967660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CB8n7g2TYc3HUHbKEZdyjv9zo5ojdFYtO8uIkxqbmU87H6nTifRaio2_8nLyoeMTh_jlJmDNDc5qja&__xts__%5B0%5D=68.ARAsndybjvT9y5kyElv_dbxcrpAFXeRAQFDFRtnu5VG8H7qgfd2PTB0bXw1qAv2tHdZ8xUHVi6aJzSX-JkitgMG5odFYoHpLK1zoBmcyS02OFRqqizqc3Re4hekw70SHvGAKaQzF3jXKGt4HQ2gfhbzOOB-ERGmi_ST5MXW4NkvHgtpYv6mtVtY0CNR8pXYl3jlraiBRKV36efRlrELd_WCetv2BOrzUbpDnjDYEvA8N5dWypx-q48xwB5vcJT-XetWFyA__qk-Y7Q5J9BBb2pDNpyhHhg63nW4&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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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你受苦是因為….」的

責難之後，約伯發出第一回合的答

辯「我受苦非出於….」（約伯記6-

7, 9-10, 12-14 章）。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4576749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DKT-gMjPLeugr4Sv_5uKu51io1dik_sUHTkdhPvao6xZXelO1RQ5Ph8RQI71lMswhIn1DzaaLmnCsF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2967660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CB8n7g2TYc3HUHbKEZdyjv9zo5ojdFYtO8uIkxqbmU87H6nTifRaio2_8nLyoeMTh_jlJmDNDc5qja&__xts__%5B0%5D=68.ARAsndybjvT9y5kyElv_dbxcrpAFXeRAQFDFRtnu5VG8H7qgfd2PTB0bXw1qAv2tHdZ8xUHVi6aJzSX-JkitgMG5odFYoHpLK1zoBmcyS02OFRqqizqc3Re4hekw70SHvGAKaQzF3jXKGt4HQ2gfhbzOOB-ERGmi_ST5MXW4NkvHgtpYv6mtVtY0CNR8pXYl3jlraiBRKV36efRlrELd_WCetv2BOrzUbpDnjDYEvA8N5dWypx-q48xwB5vcJT-XetWFyA__qk-Y7Q5J9BBb2pDNpyhHhg63nW4&__tn__=EHH-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2967660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CB8n7g2TYc3HUHbKEZdyjv9zo5ojdFYtO8uIkxqbmU87H6nTifRaio2_8nLyoeMTh_jlJmDNDc5qja&__xts__%5B0%5D=68.ARAsndybjvT9y5kyElv_dbxcrpAFXeRAQFDFRtnu5VG8H7qgfd2PTB0bXw1qAv2tHdZ8xUHVi6aJzSX-JkitgMG5odFYoHpLK1zoBmcyS02OFRqqizqc3Re4hekw70SHvGAKaQzF3jXKGt4HQ2gfhbzOOB-ERGmi_ST5MXW4NkvHgtpYv6mtVtY0CNR8pXYl3jlraiBRKV36efRlrELd_WCetv2BOrzUbpDnjDYEvA8N5dWypx-q48xwB5vcJT-XetWFyA__qk-Y7Q5J9BBb2pDNpyhHhg63nW4&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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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我發文之前，先稍微瀏

覽我自己寫的教材，就直接翻開我

那本用了將近30年的中文和合本聖

經的約伯記，用手中的鉛筆邊讀邊

勾勒出受感動的經文。 

讀約伯與三位朋友之間那尖

銳，看似強詞奪理，充滿辛辣，苦

毒，與諷刺的對話，竟然使我得抒

懷，得安慰，得平靜。 

雖然已經過了好些年日，我仍

要感謝帶領我信主，給我初信栽

培，並讓我有份於教導與學習的弟

兄姊妹和教會。我也要感謝嚴格訓

練我從事聖經教導工作的神學院。

這些因素，讓我學會了如何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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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會了如何聆聽永生神向我直

接說話。 

我寫的教材，可以幫助你明白

聖經；但你若不直接去讀聖經，若

沒有反覆研讀默想聖經經文，教材

是沒有意義的。 

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讀

聖經會有很多疑問，有些地方實在

不容易明白。但是聖經基本上是一

本敞開的書，是一般人都可以看得

懂，知道是在講什麼的。 

所以、我願意你直接去看聖

經，不要整天讓人來告訴你聖經在

講什麼？聖經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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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索取教材後問我：

「請問怎麼稱呼你？是稱呼老師還

是牧師？」我回答：「都可以，看

在哪裡出現！」 

當然，稱呼與職位可以大致看

出一個人的專精與工作重點。讓我

最高興的事奉是幫助人和我一樣，

學會如何讀聖經，學會如何聆聽永

生神向我直接說話。 

我認為每天自己用一段安靜的

時間讀聖經，是防疫期間，居家隔

離，自我健康管理，教會不能群聚

之時；比看直播，聽Youtube 講道

錄影，用Zoom 開視訊聚會，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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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體會神仍然掌管，仍然親臨渴

慕祂的人的身旁的最好方式。 

約伯記教材，是我寫了許久，

但一直覺得還應該要再改進的查經

教 材 。 但 在 新 冠 病 毒 肺 炎

（COVID-19）肆孽之際，全球多

少人都在受苦，多少人都在尋求種

種答案，都在有聲無聲地呼求眼前

和長久的保障。 

約伯記雖然不是一卷容易讀的

聖經書卷；卻不斷地散發出黑暗中

的光輝。 

讓我們進入聖經吧！節錄精彩

的約伯記經文（更好的是翻開你自

己的書面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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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 7:6-21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 

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 

我的眼睛必不再見福樂。 
 

觀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見我； 

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卻不在了。 

雲彩消散而過； 

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 

故土也不再認識他。 
 

我不禁止我口； 

我靈愁苦，要發出言語； 

我心苦惱，要吐露哀情。 

我對神說：我豈是洋海， 

豈是大魚，你竟防守我呢？ 
 

若說：我的床必安慰我， 

我的榻必解釋我的苦情， 

你就用夢驚駭我， 

用異象恐嚇我， 



44 

 

甚至我寧肯噎死，寧肯死亡， 

勝似留我這一身的骨頭。 

我厭棄性命，不願永活。 

你任憑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虛空。 

 

人算甚麼，你竟看他為大， 

將他放在心上？ 

每早鑒察他， 

時刻試驗他？ 

你到何時才轉眼不看我， 

才任憑我咽下唾沫呢？ 

 

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於你何妨？ 

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 

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 

 

為何不赦免我的過犯， 

除掉我的罪孽？ 

 

我現今要躺臥在塵土中； 

你要殷勤地尋找我，我卻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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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 13:1-12 

 

這一切，我眼都見過； 

我耳都聽過，而且明白。 

你們所知道的，我也知道， 

並非不及你們。 

 

我真要對全能者說話； 

我願與神理論。 

你們是編造謊言的， 

都是無用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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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你們全然不作聲； 

這就算為你們的智慧！ 

請你們聽我的辯論， 

留心聽我口中的分訴。 

 

你們要為神說不義的話嗎？ 

為他說詭詐的言語嗎？ 

你們要為神徇情嗎？ 

要為他爭論嗎？ 

他查出你們來，這豈是好嗎？ 

人欺哄人，你們也要照樣欺哄他嗎？ 

 

你們若暗中徇情， 

他必要責備你們。 

他的尊榮豈不叫你們懼怕嗎？ 

他的驚嚇豈不臨到你們嗎？ 

 

你們以為可記念的箴言是爐灰的箴言； 

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是淤泥的堅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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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教材中，本課的學習重

點：「苦難中，人常會懷疑神，看

不見神的同在。困頓中，人都想釐

清自己處於幽暗的原因。神願意人

帶著憂傷的心來到祂的面前求告

祂，向祂辯解。」 

本課的課後迴響：「我們的自

義有時竟會隱藏在宗教熱情、律法

主義中。若是我們不能常常警醒，

當我們出於一片熱心，急切地要幫

助別人走出困境時，卻往往給對方

更多的傷害。甚至造成被幫助者對

神的懷疑，和認識的偏差。我們對

待教會中單身的、離異的、喪子

的、貧窮的、殘疾的人，都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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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心中以為的「祝福」來取代神

旨意中的祝福。 

自義使人失去愛心，使人成為

絆腳石。神厭惡自義！ 

意氣風發的時候，你是否曾在

神面前，在人面前自以為義？ 

面對失望苦楚，生命困頓的時

候，你仍要、仍能自以為義嗎？ 

讓我們趁早醒悟，趁早放下自

己的驕傲，投靠生命的主宰，愛我

們的阿爸天父。 

願你現在就來到祂的施恩寶座

前，享受祂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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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乃惡有惡報！ 

 

經文：約伯記15,18,20章 

 

靈修短文寫於 4/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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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論斷非難，誰不想為自己

辯護。強健、有能力的人，可以據

理以爭；但是那些身心疲憊的軟弱

者，他們就只能莫能以對，忍辱含

冤嗎？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09974379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caj9zYz_dYI-MvQ2jK8kXHD6CjqjFmL0OmlT-UVx3yBoyYkiaq4VerjD1PC0x6i0m3OqZhBd2dBld


51 

 

當著正在受苦難摧殘的約伯面

前，三位自以為是的朋友竟然斷

言：「你乃惡有惡報！」他們齊心

認定：「神總是祝福好人，使惡人

受苦；約伯必定是個背後得罪神的

惡人！」（探究約伯記第五課） 

這樣的論斷景象，不時地重演

於苦難的世界，甚至教會不小心也

會落入這一類的論調。 

時下流行的論調認為：人的昌

盛與成功必定是行善的緣故；人衰

敗必定是行惡導致；成功的人當要

被高抬；失敗貧窮的人就是要被鄙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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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是，這類論斷心態導致

人們互相爭競、踐踏，為了成功不

擇手段。我們要趁早醒悟，不要再

被世界之中，那不能兌現的「惡人

必有惡報，善人必有善報」的格言

所蒙蔽。 

難道你還沒有發覺到人的有限

與無知嗎？你還在認為持有世上的

幸福與身體的安康，才能算是成功

的人生嗎？ 

教會中那些「現代以利法」，

他們不經意之間，流露出來的偏頗

眼光與論調，讓人誤解信仰！ 

他們將受苦與犯罪等同；將對

神的信心，以規條與眼前的因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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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來衡量；將對神的活潑信念，以

冰冷的理智邏輯來取代；將追求正

義與平安，以追求豐盛與祝福來取

代；將敬虔心志，以社經地位和擁

有財富來等同；將弱勢與貧窮，視

為咎由自取，不夠努力的後果。 

主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

了世界（約17:33）」。 

為著愛，無罪的主耶穌親自擔

當了我們的罪，又為我們承受了莫

大的苦難。被殘忍對待，斷氣前，

他求父神赦免那些無知、釘他十字

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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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都是對神的公義無知

的人！ 

新冠病毒侵略美國各大城市，

眾多非裔公民被感染，死亡比例也

明顯高於其他族裔。為何這樣呢？

雖然有些社經與環境因素使然，但

難道這就是他們該承受的不幸下場

嗎？ 

難道神的公義，可以拿社經地

位來衡量嗎？ 

寫查經教材，我可以謹慎地寫

下合理的心得：「雖然，善惡標準

非人可定，善惡結局非人可斷，神

的智慧與權能是人不能測透的，我

們不可對人的善惡與境況遭遇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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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但我真的能體會主耶穌在

各各他山上，忍受苦楚與嘲諷，為

你我被釘死嗎？ 

我憶起深深感動我的一首，被

受壓迫的十九世紀美國黑奴，他們

在惡劣的環境中，以極簡捷的口語

廣泛傳唱於老幼婦孺當中，那仰望

救主的靈歌：「Were You There? 

你在那裡嗎？」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你在那裡嗎？當他們釘死我主！ 

Oh, 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 tremble, tremble. 

喔、當我一想起，我就 

顫抖、顫抖、顫抖。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你在那裡嗎？當他們釘死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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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nailed him to the tree? 

你在那裡嗎？當他們釘他上十架！ 

Oh, 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 tremble, tremble. 

喔、當我一想起，我就 

顫抖、顫抖、顫抖。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nailed him to the tree? 

你在那裡嗎？當他們釘死我主！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laid him in the tomb? 

你在那裡嗎？當他們放他入墳穴！ 

Oh, 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 tremble, tremble. 
喔、當我一想起，我就 

顫抖、顫抖、顫抖。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laid him in the tomb? 

你在那裡嗎？當他們放他入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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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you there when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tomb?  

你在那裡嗎？當神提他出空墳！ 

Oh, 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 tremble, tremble. 
喔、當我一想起，我就 

顫抖、顫抖、顫抖。 

Were you there when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tomb?  

你在那裡嗎？當神提他出空墳！ 

 

我雖未目睹我主，但我就在那

裡！我雖曾無知，但我現在知道！ 

當我一想起，我就顫抖、顫

抖、顫抖。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

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

祭…..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

稱為義（以賽亞書5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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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神，用祂的兒子，耶穌

基督，聖潔無罪生命，讓我們可以

因著信，換取在神面前的公義地

位，讓我們可以進入神的家。 

這是真正、永遠的公義，從神

來的公義。 

朋友們、與其等待世界兌現公

平與承諾，何不信靠那永不改變的

十架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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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苦絕不是！ 

 

經文：約伯記16-17, 19, 21章 

 

靈修短文寫於 4/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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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設身處地研讀約伯記嗎？

當然可以，這可能也是讓我們藉著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1887657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Csej4kEqMd96oDqn-cSVVkbdevu8G3V5RDNTd0NwJMKwaTJurTXmEULGX8HnzH07MTPpA9CKC9rRc&__xts__[0]=68.ARA8otk8gsgBkI86nKiYnPDe2V_Pxq8PmlJia1T7I8DDMRyBvF75kIrpDZUMhvFcVPOvzgtAOhpkxcItu4hsVCRnlaRUGy5qMTGs_nPNoWs4VwIItraxnMidbQ_KIkXdP0x9xJAcE62uaIH0Jr9cmfaOZSlZ5tATvfNLWBz6TsXZgge8IxcOOcWVlEeYV3n4lisfHZnPb_DFHFJaDh26fqdSETo52z1aEOgC3Ys8zbH74yZVBcQg_rG_x_s7quTqmbThzPEk20OlE_N4LFXUK0B6kUp641Ox2H8&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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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認同的方式，再次反思我們對

神的認識的讀經良方。 

今天繼續分享《探究約伯記》

第六課，約伯再度反駁三友：「我

受苦絕不是！」（約伯記16-17, 19, 

21）。 

很多人都知道，也滿著信心與

盼望，經常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贖

主活著（19:25上）」。但是、你可

知道、處於何等苦楚之境，盡失昔

日美福之際，約伯竟如何能詠嘆出

這個信心宣告呢？ 

曾否想過，處於生命的什麼時

刻，我仍然會做出「我必在肉體之

外得見神」的永恆信心宣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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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中帶著盼望，盼望中夾著

失望；奔走於盼望與失望的兩端，

人心不斷湧現無法止息的焦慮，以

及那載浮載沉的心靈寄望。 

暗眛無光之中，朝著那一絲光

明，約伯仍然堅持要朝見神。 

有指望的憂傷帶著一股潛伏的

力量，這力量使人有決心和指望，

帶領人迎向朝見神的光明盼望。這

正是約伯的詠嘆：「我知道我的救

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

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

得見神（19:25-26）」。 

面對苦難以及無解的困惑，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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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是約伯的確信。約伯在被

無辜定罪的苦難中，宣告救贖主將

為他辯明無辜，他有信心可以面對

審判萬有的公義之神。 

「我必見救主」是約伯苦境當

下對神的信靠。這樣的信靠讓我們

看到堅忍的信心並非只是沉默地，

臣服於來源不明的苦難。 

真正的信靠是在堅持中忍受苦

楚，轉眼向上仰望確實的盼望，使

人獲得因信而得的向前力量。 

神為我們預備的救贖，絕不僅

是要救拔我們脫離眼前的病痛與苦

楚，更重要的是這位救贖主將成為

每一個信靠祂的人的最終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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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尊崇敬畏神的約伯和所有的

人，救贖主將為人抹去所有的羞辱

與過犯，得到親眼見神，可以站立

在神面前的特權。 

若我們讀懂了約伯記，看清楚

了約伯如何將他的信心投注在那位

超越世俗經驗的屬天救贖主身上，

就會知道目前那些在教會流行著的

成功神學的嚴重偏差。 

你我豈不見、因果報應的邏

輯，苦難或富裕的生活現況，其實

並沒有是否受神祝福的定然對應關

係。更何況、我們根本也無法確定

人生的幸福美滿，與個人的敬虔與

否有直接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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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的忍受試煉出於他對神的

順服與追隨；掙扎中、他沒有放棄

跟隨神。 

順服神需要意志力和生命力。

臆想式的樂觀與寄託，不僅不能淡

化苦難，甚而將摧毀人們那沒有根

基的表面信心。 

忍受苦難，堅持要見神，是約

伯最美的事奉！ 

忍受苦難竟然是事奉，我瞭解

嗎？我曾有這樣的事奉嗎？苦難臨

到之時，我願意這樣事奉那位末了

必站立在地上的永活救贖主嗎？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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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為何是我？ 

 

經文：約伯記22:1-26:14 

 

靈修短文寫於 5/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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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台灣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宣

判，鄭姓兇嫌於去年七月殘暴刺殺

警察致死，後因醫師診斷，說他有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3240572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CY1DOddjQOhTCJbBnceD1EAk2ZShSBtjHbGmkuEIQ6BwjfpFHkS0bDi9oMin2rVaVDrOy2oeNAc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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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歷和病徵，竟被裁定只要勒

令精神監護五年，並獲判無刑事罪

責。這樣的判決引發生命神聖尊嚴

與死刑正當性的熱議。 

生 命 的 神 聖 （ Sanctity of 

Life）和生命的素質（Quality of 

Life），牽涉甚廣，錯綜複雜，而

且立場南轅北側。我們有什麼基本

立場嗎？我認為要有，而且一定要

有！因為這是我們應當思考，謹慎

釐清的重要課題。約伯記提供了一

些原則性的指標。 

你可曾想過，為何神竟容許撒

但，毫無羞恥地擊打約伯，但不得

取去約伯的性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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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力量甚大，牠可以輕易

地致約伯於死地，就如同現在有不

少受害致死，沒有辦法繼續生存的

許多人。 

你想惡毒的撒但，難道不會處

心積慮尋找只要有一絲的機會，立

刻就奪去約伯的性命，以致讓神所

愛的約伯，死不瞑目，百口莫辯

嗎？ 

我們知道，撒但的勢力盡管強

大，但遠遠不及神的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無所不在。牠可以無情地

攻擊、殺害人；神若沒有許可，牠

是毫無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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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的約伯，曾有輕生的念

頭，又有可能被撒但暗算而喪生。

若是如此，約伯就無法拎著微弱的

生命氣息，戰戰兢兢地來到那隱藏

的神的面前為自己辯護。 

人有基本的尊嚴、有神所賦予

的神聖性嗎？ 

人可以為自己，來到神的台前

辯護嗎？ 

 

今天我願分享《探究約伯記》

第七課：「神啊！為何是我？」 

經文：約伯記22:1-26:14  

鑰節：約伯記2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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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的朋友比勒達，如同現今

許多不瞭解什麼是恩典的「高尚人

士」，認為人根本無法在神面前

「稱義」。 

他們拿出神的偉大，神的全

能，絕對的聖潔；加上人的渺小無

用「何況如蟲的人，如蛆的世人

（25:6）」，那一頂頂大帽子，無

情地緊扣在如同約伯，處於患難中

的人身上。 

『被神懲罰的約伯啊！你有什

麼資格想要站在神的面前辯白

呢？』 

比勒達，和當今多少教條主義

者，否定約伯有站在神面前受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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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他們誤認約伯只不過是一個

自以為義的罪人，卻沒有看出約伯

是個堅持要來到神面前受審，一個

堅持尋求神的義的人。 

烏雲滿布，看不見神在哪裡，

信心就快潰堤，約伯戰兢向神自辯

（23:1-24:25）。他要說，要向他

的那位若隱若現的神說： 

 

我求告神，但神向我隱藏 

（伯23:1-10） 

面對朋友的盲目定罪，無理指

責，約伯既自認是無辜的，他絲毫

不願在三友面前低頭認罪。「惟願

我能知道在那裡可以尋見神，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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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

件陳明，滿口辯白（23:3-4）」。 

雖知神有長闊高深的作為，但

他卻無法尋見，無法探知神的行

蹤，無法明瞭神在他身上的作為的

意思。約伯仍要直接來到神的面

前，陳明他的案件，表明他的冤

屈。他深信大能的神，願意聆聽正

直人的辯解，願意為義人申冤。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23:10）」在此約伯對神的作為滿

心疑惑的當時，此節並不是在肯定

約伯自己對神的信靠與否，也不是

在表達人受過神的試煉之後就得以

潔淨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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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在此乃是強調只有直接來

到神面前向神陳情，他的案件才可

能水落石出，才可能如同鍊過的精

金，顯出真實無暇的品質。 

不論受賞或受罰，我一定要來

到神面前！這是約伯的堅持。 

信靠公義的神，盼望公義的顯

現，是多少古今中外，「因信得了

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人（希伯來書11:39）」的共同堅持

與盼望。 

 

 

我敬畏神，但神使我驚惶 

（伯2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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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知道神的主權與偉大，但

為何像他這樣遵行神的人，卻要面

對神所加添的災難？ 

驚惶失措，他在心中向神吶

喊：「神阿！為何是我？」約伯自

認敬虔向神，但神的善惡不明使人

驚惶恐懼。神的遙不可及，神的不

願保護，神的缺乏憐憫，帶來因為

失去對神的盼望，而導致的灰心喪

膽與恐懼。 

約伯的恐懼不是眼前的黑暗，

也不是暫時的烏雲；竟然是神會給

人信心與盼望的認定，轉眼成空，

淪為無稽之談（2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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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隨神，但神冷漠無情 

（伯24:1-17） 

約伯對神的信念及對世態炎涼

的無情，起伏不定、交錯地衝擊著

他的心思。這段埋怨，一語道出世

上的罪惡、混亂。為何神不施行審

判？為何神讓賞罰不彰？為何惡人

得志？一長串的罪惡清單，數算窮

困人受欺凌的現象，以及惡人的猖

狂橫行，如：挪移地界，搶奪群

畜，欺壓孤兒寡婦，逼迫貧窮的

人，強搶嬰孩，又殺人放火、姦淫

邪盜、無惡不作。 

神啊！你為何如此冷漠無情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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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疑神，但神仍然可信 

（伯24:18-25） 

這八節經文，與前面 23:1-

24:17，有顯著的語氣和觀點的區

別。雖然有一些解經者認為這八節

可能是出於瑣法或比勒達的口，而

非約伯所說。但細讀並揣摩其語氣

與弔詭式的文學表達；我們可以瞭

解約伯是在唏噓之後，轉而強調

「我雖然懷疑神，但神仍然可信」

的盼望。 

終將看到神的最終審判，深信

惡人終必遭到報應，知道片時的安

穩就要成為虛無；約伯對神的公義

仍有信心。烏雲密佈的天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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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樣（24:25）」綻放出一絲希

望與信心的曙光。 

生 命 的 神 聖 （ Sanctity of 

Life）和生命的素質（Quality of 

Life），是永生神所賦予的。若非

如此，那麼這些就都是虛談，且恐

淪為「高尚人士」的弄權！不是

嗎？ 

賜人神聖生命與尊嚴，看重世

人的永生神，何等願意人直接來到

祂的面前。 

你願意來到造你、賜你生命尊

嚴的永生神面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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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聽我苦衷 

 

經文：約伯記27-31章 

 
靈修短文寫於 5/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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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和全球多個國家，在疫

情較為緩和之際，紛紛向辛勞的醫

護人員，表達深切敬意與謝意之

時，禮拜天5/3早晨，我倆參加完網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43382213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Cl--eYVqzXp3DTwYxkOhxZa7NRGpAsQO5ecip7NOpY_gUA0mkJ7Qvtqo-L0QxjNQz3SHwITeASBR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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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直播的主日敬拜之後，順道打開

電視看看新聞。才幾分鐘，竟然驚

見令人萬分婉惜，令人心裡刺痛與

不捨的火災意外。 

高雄醫生世家的透天住宅，於

禮拜天早晨突然起火，火勢一發不

可收拾。年長的醫師、醫師娘順利

逃出，但同住於三樓的醫師女兒，

醫師女婿，和三名學齡前的幼齡孫

兒，竟瞬時失去了寶貴的性命。 

聽到這個消息，我難以接受，

又令我整天落入低沉的悲傷與婉

惜。想到我也有女兒，和天真可愛

的孫兒。我豈能感同身受逃過劫難

的年長醫師、醫師娘，將如何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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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突然而來，失去至親兒孫的遽

痛？我恐怕、多少疼愛兒孫的阿公

阿嬤午夜夢迴之際，可能都會呼喊

著：為何臨到我們家？為何不先取

走我，卻是我天真無辜的幼孫？ 

人都可能會遇到突發的災難，

那種種令人無法預期，不能掌握，

又無法逃脫的困境。我們當如何面

對？引頸等待晨光的災難黑夜，我

們會有信心等待黎明曙光的來臨

嗎？ 

分享第八課：「請聽我苦衷」 

經文：約伯記27-31章 

面對生命的感嘆與掙扎，我們

何時察覺到神願意垂聽我們的苦



83 

衷，何時放手將終極主權交還給

神，承認祂是智慧的源頭，真正公

義的維繫者，我們可以在唏噓中投

靠神。 

唉、說的容易喔！面對無情的

事實是何等的辛酸，何等的難熬！ 

三回辯論後，約伯轉向智慧的

源頭，申訴自己的無辜與正直，向

神盡吐無法掩飾的澎湃情感。 

 

一、聲明惡者結局 

（伯27:1-23） 

約伯在獨白中，申訴自己的無

辜與公義。他向神起誓，堅稱自己

是正直的，否認朋友以智者自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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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27:1-6）。若是好壞都是出

於神，是神允許的；他就只好接

受。 

他接受神仍然掌權，嚴正拒絕

三友對他的不實指控，絕不承認自

身的這一切苦難是他犯罪的後果。 

他以惡者的結局指出惡人是沒

有盼望的，約伯暗諷三友將如同惡

人受神審判，並且駁斥三友的無理

（27:7-23）。 

 

二、尋求智慧源頭 

（伯28:1-28） 

此章可分為三部分，指出人的

能力，可以用各種方法與技術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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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物（28:1-11），但基於人的侷

限，卻不能找到真智慧（ 28:12-

19），而只有神才能擁有智慧、才

是真智慧的源頭（28:20-28）。 

在約伯的心中，神不但是公平

的神，也是智慧的源頭。人的自以

為是，在神的智慧面前，是何等微

不足道。他提醒朋友們，唯一的出

路就是敬畏主（28:28）。 

 

三、追憶昔日光景 

（伯29:1-25） 

本段為約伯回憶過去美好的日

子，可從六方面看到神的眷顧與快

樂的歲月。約伯從回憶中，看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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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眷顧，使他蒙受祝福，不論

是在家中、在社會上都享有好名

望，也為人所尊崇，更對將來心繫

厚望，但始料未及這些都只能成為

追憶，不由從心中生發感嘆。 

約伯用什麼心態來追憶昔日光

景呢？最初淺，且正確的看法是認

為受苦者約伯在患難中，仍可為過

去感恩，為已有的恩惠感謝神。 

然而、這一章的申述也很可能

是約伯在此面對受苦必源於罪的錯

誤指控，拿出他個人過去所有的

「大大蒙福」光景，來反駁朋友的

荒唐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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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嘆今非昔比 

（伯30:1-31） 

本章與上章有極強烈的對比，

上一章描述約伯為眾人矚目與愛戴

的焦點，但今卻遭眾人遺棄、鄙

視，且身受疾病摧殘、心靈孤寂落

寞。受人嘲笑，面對淒涼，當然難

熬。 

約伯靈裡的痛苦：「你不應允

我，你定睛（冷眼）看我，你變心

殘忍對我，你用大能追逼我，你使

我駕風（忽高忽低）而行，你使我

消滅在烈風中（30:20-23）」。神

的冷漠，敵對，攻擊，才是他真正

的哀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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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申自己無辜 

（伯31:1-40） 

經過了幾個回合的辯論與舉

證，沉思之後，約伯給出無辜者的

最後申述。他以一連串的「我

若…… ，就…… ！」來表明他的

清白與無辜。 

被善辯的朋友義正嚴詞地逼到

角落的約伯，在強調了神的主權之

後，再次不惜以極重的誓言與咒詛

來證明自己的無罪。穿插於十數次

「我若」之間，約伯更加上12次

「我沒有」，強烈聲明自己所遭遇

的苦難與犯罪無關。他篤定地向神

陳情，期待神給他公正的回答。 



89 

最後、他以「約伯的話說完了

（31:40）」結束陳情；等待著那一

位若即若離，但可以還他清白的裁

決者的最後判決。 

的確，這節之後約伯再無多言

多語的辯論或申述，而只是兩次、

只有七節（40:4; 42:1-6），對神的

簡短悔悟與回答。 

朋友們，辛酸無情，刺痛難熬

之際，容讓自己向神盡吐無法掩飾

的真實呼喊吧！ 

我們所信的神是滿有恩慈，憐

憫的神。祂垂聽我們的禱告，傾聽

我們的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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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反駁 

 

經文：約伯記32-35章 

 
靈修短文寫於 5/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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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教誨別人：你受苦是對

你有益嗎？ 

我們在分享信仰，回應聖經觀

點之時，總是不自覺地就反映出我

們自己與神與人的關係，和面對現

實環境的看法和態度。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5718811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LW9XhIsRKpNVPw7AWtKpILOA7ueWRDZeNvs4aUEM0PTTOHdMLr9A-ujGpUpS26hGC9xzpNVcVw1ij&__xts__[0]=68.ARCm2HJTiUlYXxr8dA7M-IV7uIEbLK5Vif-5jn8jv7KpD1g2hSIPSZ3661YhP-NdLssiYS55duTMHpH_umskYCNnWDP_xzMqzkzwvkJdMDXmDtfWluDMFEIT9XngTBY7u_RGvP9CR6i2YiITgctWYUBD73A69F5WditPsoqi63BP48DkluloUJtPHTA5EJdDOV0eNckzCX6q-MVmrWLAK8-hoQrqU0doXNPmzXJT-zV-OWRh1oEjIRmY4S96M-mtdAiYbCWEhzGnUvvSqNigLiQG5_OM0cZqYCU&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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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我們對聖經真理甚為清楚

且執著，也正確地使用神所賜的理

性；我可以拿著聖經經文，強壓於

陷入困頓，遭受患難的人身上嗎？ 

多少時候，我們擁著高姿態，

向人說教；我們豈不能給人多一點

合理的懷疑、和沉澱思緒的時間與

空間嗎？ 

分享《探究約伯記》第九課：

「理智的反駁」 經文：約伯記32-

35章 

以利戶的開場白清晰說明他的

立論觀點和發言動機（ 32:16-

22）。理智型的年青朋友以利戶，

以神為義，說話直率，言詞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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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恂情面，也不阿諛，更不奉承。

他聲稱自己言語滿懷、性靈激動，

有如酒囊飽脹將裂。他深深認為他

裡面的靈催逼著他，要他直言。 

他認為人都是神用塵土所造，

靠神所吹靈氣得生，在神面前人人

平等。因而也不需以威嚴勢力驚嚇

壓迫約伯，乃是以平等立場、公正

的態度對待及評論約伯（ 33:1-

7）。以利戶的確有別於三友之前

的局外人論斷立場。 

以利戶認為神比世人大，祂有

絕對的主權及所有的權柄，總可按

祂自己的旨意行事（33:12）。縱使

約伯無罪受災，內心有萬千掙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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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約伯仍是無權與神爭論，更

不應在怨懟中，顯出對神的不信。 

是的，人雖然無權與神爭論

（參考羅馬書9:20-21）。然而、人

卻可以向神呼求。正如約伯處於苦

難中，向神呼求是他內心的真摯需

要。 

神容許人可以赤露敞開，以誠

實的本相來到祂的面前。以利戶正

確地說明神的主權，但他持著教訓

人的態度，要求受苦的約伯，在神

面前禁聲（33:31,33），實非神的

心意。 

敬畏神的人，都不會有信心軟

弱，懷疑神的真實的時刻嗎？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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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12:3說：「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

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

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

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我們寧可真實，也不要為自己

畫上虛偽信心的艷麗彩妝。 

以利戶在反駁約伯的第一個錯

誤觀點後，有稍微停頓並邀請約伯

回應，盼能開啟雙向溝通的管道

（33:31-33）。然而在此並未見約

伯有所回應，其實在以利戶四段的

講論中（32-35章），約伯從未發

一言。 

這或許正提醒我們：人言有

限，無論所言在理智上如何頭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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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但受苦者正處於患難之時，其

情感上所需的支持，更甚於理智上

所需的教導。 

有同理心的真心關懷與聆聽，

勝於言詞上的糾正與指教。 

接著的34:16-37是以利戶對約

伯，看似正確的冷言刺語。以利戶

對約伯的怒責，表現出那一種得理

不饒人的冷酷理智主義。但是、我

們卻要反思，以利戶的理智推論是

否萬無一失？是否以偏概全？縱使

以利戶見到約伯向神爭論或有不

對，但人的怒氣怎能成就神的義。 

其實、怒言無法說服人信靠真

理，反易落入惡者的圈套，使人氣



97 

餒，灰心喪志。我們要以以利戶和

三友為鏡戒，警惕自省，謹言慎

行。 

我們沒有人可以如神參透萬

事，在向他人提供建言與輔導時，

切勿讓我們的傲氣與短見，成為人

直接來到神面前的攔阻！ 

三十四章整段都在講，神是公

平的，人不該懷疑神的公平，不可

誤解輕視神的公義。以利戶的語氣

與心態，讀起來理直氣壯，論述也

有基本程度的正確。但以利戶論述

之間，夾帶著諷刺，和一股自以為

是，缺乏感同身受的指責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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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口吻，猶如今日某些社

會與宗教界的菁英人士，以假仁假

義的道理訓示處於弱勢的人們：你

們不要發怨言，你們若努力也可以

有我擁有的這些福分；但是你們沒

有，是因為你們的錯，不是神的

錯；你們要自我發憤圖強，不要向

神抱怨，不要容讓你們對神的沒見

識，沒領悟，阻礙你們像我一樣在

神前，受神祝福。 

這些成功人士以宗教情懷高呼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順神的受祝

福，逆神的受咒詛。我的平安與成

功是神的祝福！比較我的情況，就

知道你的不幸是有原因的。不要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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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神，因為神是公平的。 

雖然，成功者對失敗者與受苦

者所說的這些告示都好像蠻「正

確」的，也合乎「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的邏輯，但其實是引喻失

義，斷章取義。 

我們看事情不能只憑眼見，更

不能以世俗功利的態度，自以為

是。人們心靈深處的呼求，怎能以

可見的外表來衡量呢？這正是目前

流行的成功神學看似有理，但卻極

為偏頗的利益交換心態。這樣的錯

誤認定，怎能面對，怎能經得起撒

但的控告「這人敬畏神，豈是無故

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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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公義的確不受人的思想行

徑而有所增損，但神的心和聖靈卻

會因祂所造的人對祂的愛和旨意的

回應而產生隔閡。以利戶的高言大

智就在強調神的公義權能之際，再

次淡化了神的親臨與人神之間可以

存在的互動與對話。 

以利戶說約伯的言語和對神的

呼 求 是 虛 妄 的 ， 神 將 不 理 會

（35:12-13）。以利戶認定約伯的

自義，是神保持沉默的原因。但從

接著的神親自向約伯的回應，看出

以利戶誤解了約伯，也看見了神在

緘默中以苦難陶塑祂兒女的奇妙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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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此節（括弧內是翻譯經文

時按語意加上的），或許更可以感

受出其中的尖酸語氣：「所以約伯

（還在）開口（狂）說虛妄的話，

（ 還 在 ） 多 發 無 知 識 的 言 語

（35:16）」。 

理智的以利戶認為神是公義、

自主、有大能、護理萬物的神。他

推論約伯受苦的原因是出於神的管

教與保護，因而以理智的思維，但

輕忽約伯心靈掙扎與身體疼痛的心

態，想要讓正在受苦的約伯接受受

苦有益，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的理智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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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教誨別

人：你受苦是對你有益！ 

我們要避免讓以利戶的勸勉方

式，攔阻我們自己或身旁的人在面

對苦難，在情感與理智的掙扎與困

惑之際，與神產生隔閡。 

不要忘記！當我們困頓難熬之

時，神是容許我們向祂申訴，向祂

哀求的。這是屬神之人的無比特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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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指教 

 

經文：約伯記 36:1-37:24 

 
靈修短文寫於 5/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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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自台灣基督徒移民家庭的

Joyce Lin，自小信主，後畢業於著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5718811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LW9XhIsRKpNVPw7AWtKpILOA7ueWRDZeNvs4aUEM0PTTOHdMLr9A-ujGpUpS26hGC9xzpNVcVw1ij&__xts__%5B0%5D=68.ARCm2HJTiUlYXxr8dA7M-IV7uIEbLK5Vif-5jn8jv7KpD1g2hSIPSZ3661YhP-NdLssiYS55duTMHpH_umskYCNnWDP_xzMqzkzwvkJdMDXmDtfWluDMFEIT9XngTBY7u_RGvP9CR6i2YiITgctWYUBD73A69F5WditPsoqi63BP48DkluloUJtPHTA5EJdDOV0eNckzCX6q-MVmrWLAK8-hoQrqU0doXNPmzXJT-zV-OWRh1oEjIRmY4S96M-mtdAiYbCWEhzGnUvvSqNigLiQG5_OM0cZqYCU&__tn__=EHH-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5718811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LW9XhIsRKpNVPw7AWtKpILOA7ueWRDZeNvs4aUEM0PTTOHdMLr9A-ujGpUpS26hGC9xzpNVcVw1ij&__xts__%5B0%5D=68.ARCm2HJTiUlYXxr8dA7M-IV7uIEbLK5Vif-5jn8jv7KpD1g2hSIPSZ3661YhP-NdLssiYS55duTMHpH_umskYCNnWDP_xzMqzkzwvkJdMDXmDtfWluDMFEIT9XngTBY7u_RGvP9CR6i2YiITgctWYUBD73A69F5WditPsoqi63BP48DkluloUJtPHTA5EJdDOV0eNckzCX6q-MVmrWLAK8-hoQrqU0doXNPmzXJT-zV-OWRh1oEjIRmY4S96M-mtdAiYbCWEhzGnUvvSqNigLiQG5_OM0cZqYCU&__tn__=EHH-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5718811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LW9XhIsRKpNVPw7AWtKpILOA7ueWRDZeNvs4aUEM0PTTOHdMLr9A-ujGpUpS26hGC9xzpNVcVw1ij&__xts__%5B0%5D=68.ARCm2HJTiUlYXxr8dA7M-IV7uIEbLK5Vif-5jn8jv7KpD1g2hSIPSZ3661YhP-NdLssiYS55duTMHpH_umskYCNnWDP_xzMqzkzwvkJdMDXmDtfWluDMFEIT9XngTBY7u_RGvP9CR6i2YiITgctWYUBD73A69F5WditPsoqi63BP48DkluloUJtPHTA5EJdDOV0eNckzCX6q-MVmrWLAK8-hoQrqU0doXNPmzXJT-zV-OWRh1oEjIRmY4S96M-mtdAiYbCWEhzGnUvvSqNigLiQG5_OM0cZqYCU&__tn__=EHH-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8157188118480&set=a.10151178474378480&type=3&eid=ARBLW9XhIsRKpNVPw7AWtKpILOA7ueWRDZeNvs4aUEM0PTTOHdMLr9A-ujGpUpS26hGC9xzpNVcVw1ij&__xts__%5B0%5D=68.ARCm2HJTiUlYXxr8dA7M-IV7uIEbLK5Vif-5jn8jv7KpD1g2hSIPSZ3661YhP-NdLssiYS55duTMHpH_umskYCNnWDP_xzMqzkzwvkJdMDXmDtfWluDMFEIT9XngTBY7u_RGvP9CR6i2YiITgctWYUBD73A69F5WditPsoqi63BP48DkluloUJtPHTA5EJdDOV0eNckzCX6q-MVmrWLAK8-hoQrqU0doXNPmzXJT-zV-OWRh1oEjIRmY4S96M-mtdAiYbCWEhzGnUvvSqNigLiQG5_OM0cZqYCU&__tn__=E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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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戈登康威

爾 神 學 院 （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為基督

教「航空宣教使團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MAF」宣教飛行員已有

10年時間，是飛行經驗豐富的機師

和飛行教練。 

這位年僅40歲的主內同工，於

5月12日清晨運送防疫物資至印尼

群島最東部的巴布亞Papua一個小

村莊，路途中不幸墜機罹難。 

聽到這個發生在甘心樂意一生

奉獻事奉主耶穌的宣教士身上突來

的惡訊，著實令人悲傷婉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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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意是什麼？為何不保護

她？為何不更多大大使用這位有完

整專業訓練，又充滿熱情的神國英

才呢？ 

我沒有答案！但成為全時間傳

道人的過去30年，我親眼看過許多

在主耶穌的恩典裡，經歷患難生忍

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

望必不致羞恥的受苦基督徒（羅

5:1-5），那一致的盼望經歷與感恩

體會。 

許多基督徒，一邊流淚，一邊

讚美神。我相信Joyce的父母，林伯

伯林伯母，會是這樣子的有盼望的

流淚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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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探究約伯記》第10 

課：「道理的指教」，經文：約伯

記 36:1-37:24 

以利戶暢言神在大自然中的奇

妙作為後，三次問約伯「你知道

嗎？（37:15,16,17）」。若連神的

這些有形可見的作為都不能掌握，

又怎能參透隱藏的人生奧祕？以利

戶要約伯謹記人的有限。 

他勸約伯說：「現在有雲遮

蔽，人不得見穹蒼的光亮；但風吹

過，天又發晴（37:21），金光出於

北方（37:22）……」。他奉勸約伯

當耐心等待，黑暗總會過去，神的

美意終會被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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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戶正確地論及：「全能

者，我們不能測度，祂大有能力，

有 公 平 和 大 義 ， 必 不 苦 待 人

（37:23）」。又無誤地結論出「人

當敬畏祂，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

人，祂都不顧念（37:24）」。 

以利戶注重理性的道理評論，

約伯和他的三位朋友都無言以對，

我們也都可以認同這個道理。 

約伯記三十七章的最後一節，

結束了由人所發出的講論。在這之

前，神一直都保持緘默，直到三十

八章神終於打破了沉默。 

於是、神以一連串的問題，打

開約伯的眼睛，讓他看到神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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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而且一直都在掌管。神並沒有

離棄約伯！ 

任何人處於受苦的處境，常會

不自禁地湧出許多疑問。這些糾葛

人心，又得不到答案的疑問，可以

問神嗎？我認為我們不僅可以問，

也當經常思考。但我們不能強求一

定要獲得我們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的答案。 

雖然是以對話的方式來表達，

在約伯記當中，約伯本身發出許多

有關神行事的正當性的討論。約伯

承認自己無法掌握，難以忍受自身

所面臨的苦難。但是神啊！祢的作

為合理嗎？正當嗎？有公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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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學的討論範疇，這就是所

謂的「神義論」的探討。神義論

（ theodicy）這個字由希臘文的

「 神 」 （ theos ） 及 「 公 義 」

（dike）所組合，簡單定義為「存

在世界上的罪惡與神的全能良善，

那不相衝突的辯解」。 

世界上既然有種種邪惡和敗

壞，我們又怎能相信神是良善又擁

有完全權柄的呢？如果神是慈愛良

善的，祂為何會容許這麼多苦難與

悲慘的情形，發生在神所愛的子民

身上呢？ 

神學範疇的神義論研究，二十

個世紀以來，引發許多深刻的思



111 

考。多位神學家，也提出不同的理

性觀點。 

「無語問蒼天」「老天有眼／

老天蠻橫」「天要降大任於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空乏其身」，

「神啊！祢在哪裡？祢愛我嗎？」

雖沒有用上神學的詞彙，但這些都

是陷於苦難處境的人們，有關「神

義論」的質疑。 

因為神一時的緘默，才有神義

論的揣測。約伯記觸發許多神義論

的相關討論，但始終並沒有提出任

何直接的解答。 

約伯記中，約伯親身經歷痛

苦，讓他適當地提出神義論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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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質問神。但是約伯所提出有關神

義的質問，卻被約伯的朋友們因為

錯判受苦的真正起因，反而變成局

外人論斷受苦當事人，那種「人沒

有權利向神提問」的錯誤指責。 

其實、對約伯，與每一位靠著

信心，與神建立關係的基督徒，根

本的問題，並不是令人想不透、理

還亂的神義論，而是神與人如何互

動的問題。也是一個如何依靠神，

如何憑著信心建立神人關係的正當

性的問題。因為，若正當性出現危

機之時，就會演變成關係維繫的搖

動，因而造成人的恐懼，與對神的

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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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

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從約伯的時代（比亞伯拉罕稍

早，或同時期），到耶穌降生，神

雖然暫時保持緘默，尚未道成肉

身，以致我們還不能對神的清楚的

認識。 

神的兒子道成肉身，向我們直

接說話，這是神的義的彰顯，是

「神義論」的真正解答。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

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

靈稱義，被天使看到，被傳於外

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

（提摩太前書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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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受死復活；讓我們可以

脫離罪的捆綁，進而勝過死亡，獲

得神所賜永遠的生命。你已經得到

神要賜給你的永遠生命嗎？ 

耶穌基督給了我們，生命奧秘

的真正答案。你明白嗎？ 

縱使，苦難就在我們身旁。但

是、從現在到天國完美實現的將

來，聖靈的同在與安慰，讓我們可

以繼續向前走。走向直接與神面對

面，不再需要解釋的天家。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會有許多

一時仍然無解的許多問題。但是、

什麼時候，當我們自己理出了神所

容許的苦難是有其美善的目的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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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什麼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出天

上綻放出苦難得釋放的盼望。 

苦難可以使人變得柔和，也能

使人變得剛愎。苦難可以如鎖鏈捆

綁人，使人失去自由；但也可以如

同一把心靈的鑰匙，解開人的自我

挾制。 

一般人都會認為事事亨通是神

的祝福，苦難臨到就是遭神離棄。

人們常會因為突發的苦難和打擊而

遠離神。但許多仰望神的人，卻因

著苦難，拉近了與神的距離。在患

難中學到屬靈的功課，與神更親

近。在艱苦的日子中，親嚐主恩的

滋味，得到神的幫助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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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背後，隱藏著人內心的

驕傲。以人為中心的心態，阻礙人

向全能者投靠，又遮蔽聖靈亮光，

讓人被自我的理智隔絕於神的恩

典。這正是人的困頓起因！ 

突如其來的飛機失事，讓林伯

伯伯母，失去學有所成，熱心事奉

的寶貝女兒。他們的傷痛與不捨，

主必安慰。 

主耶穌基督是他們全家的主，

是他們全家同有的盼望和有福的確

據。雖然不明白為何神容許飛機失

事事件如此發生，但我們相信神仍

掌管，祂必看顧每一位祂所愛的兒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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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姊妹 Joyce Lin，走完人

生的路程。如今，已安穩的在神的

懷抱。 

面對人生的盡頭，你擁有那樣

的福氣嗎？ 

注目於人的困頓，或是注目於

神的主權與護佑？ 

願我們可以有智慧，能理出一

個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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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對質 

 

經文：約伯記38:1-42:6 

 
靈修短文寫於 5/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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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論圈子盛行一個名言：

「在這天上，我沒有看到神！我找

了又找，我沒有看到神！」有人認

為這是1961年4月12日當天，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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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成功完成108分鐘，外太空飛

行的蘇聯航太飛行官尤里-加加林

（Yuri Gagarin），在繞行離地球

301公里的太空軌道時所發出的名

言。 

其實更準確的真正出處，較有

可能是當時的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

赫魯雪夫在鼓吹無神論思想，想要

藉此打倒宗教信仰，所使用的政治

口號，他演講時說：「加加林飛到

了太空，但他沒有看到有神在那

裡！」 

近幾十年來，經常與無神論者

對話，跑遍全球各大高等學府演

講，著名的護教學家，耶穌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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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者，傳道人拉維 -撒迦利亞

（Ravi Zacharias），於5月19日不

敵急性骨癌的摧殘，病逝家中，回

到呼召他事奉近50年的救主耶穌基

督的懷抱。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經常聽

他講道，讀他的書。從他那裡我學

習如何面對眼不能見的神的作為與

權能的合理知識性回答。 

他的思考與見解，有扎實的聖

經根據，能幫助人面對提問，面對

信仰的挑戰。 

拉維的講道方式與內容，常導

向幫助人確信並確知耶穌基督與自

己的實質關係，這是他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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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會面對許多與信仰相

關的提問與質疑。彼得前書3:15說

到：「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

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

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人」。「回答緣由」是最基本的基

督教護教學。 

 

今天分享《探究約伯記》第11

課：「我們來對質」 經文：約伯記

38:1-42:6 

 

全長42章的約伯記，直到第38

章，神才打破沉默，與約伯用對質

的方式展開對話。但是神根本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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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及約伯的苦難，也沒有回答為

何遭受苦難的議題。神以「我們來

對質」，彰顯祂的創造全能，讓約

伯知道人無法測度祂的奇妙作為。 

 

約伯記38:1-42:6，分段如下： 

 

一、神先以創造奇妙、質問約伯

（38:1-39:30） 

 

神用了約二十種受造之物來質

問約伯（38:4-39:30）。從無生命

的到有生命的，從天上到地上到地

底下的，讓約伯看到創造的奇妙偉

大和複雜深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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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祂只問約伯「你若全知

道儘管說吧（38:18）！ 

你能嗎（38:34,35）？ 

你曉得嗎（39:2）？ 

你 有 這 些 智 慧 嗎

（38:38）？」從宇宙萬物的奧祕到

動物世界的奧妙，約伯豈能回答神

的質問嗎？ 

神說、你連控制這些動物都不

行，你豈不更當看到這些動物是我

所創造，我所掌控的？ 

神質問約伯，並不是故意要為

難約伯，使他難堪。而是要透過天

上地上神創造的奇妙，和神造動物

的主權，和人所不能明白的動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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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打開約伯的心竅。使他領悟神

的智慧和周詳巧妙的預備，人實在

不能參透。藉此讓約伯的眼目從自

我關注，提升到創造的主。定睛於

神的恩典護理與自主主權，進而使

他得著心靈的釋放。 

神展現祂的創造大能，把約伯

從他自己侷限的眼光釋放出來，擴

大他的眼界，注目創造與賜與生命

的威嚴。神讓約伯以一種超越自我

的新眼光來看自己與所處的環境。 

觀看神的創造，可以讓我們感

受到創造主的觸摸與安慰。這是為

何沮喪的人可以藉著讚美神的偉大

與創造，而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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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神掌管的整全圖畫，約伯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內心得到安

息。當我們在神創造的豐富全景中

重新找到定位，重新找到安全感與

歸屬感，就能為自己建構出確定的

價值與意義。 

認定神仍掌管的人，最深的恐

懼就是以為自己已經遭受神的離

棄。那是何其痛苦！ 

當神沉默，當人遭神離棄；神

啊！祢在哪裡？面對困頓的人，約

伯記38章提供了最大的確據：神的

顯現，神的介入，神的親口說話。

那正是我們開始面對神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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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伯無言以對、向神謙卑

（40:1-5） 

 

雖然約伯不明白神公義的計

劃，世人無法參透神的自主運籌；

神的護理、祂的全能榮耀，絲毫不

會因而受損。神仍掌管，掌管一

切，維護管理祂親手所造的世界。 

既使求問神是神容許的，也是

神賜給尋求祂的人，可以坦然無懼

地來到祂的面前的恩典。然而、這

段回答，約伯第一次明瞭，其實他

的抗議已經是在高抬自己，也僭越

了神的主權。約伯察覺到：當向神

謙卑，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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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再以權能智慧、質問約伯

（40:6 - 41:34） 

神再次從旋風中向約伯挑戰

（40:6-14），回詰約伯向祂作出的

挑戰，並以更多的問題回答約伯對

神的公義的質疑。神問約伯「豈可

定我為有罪，好顯出你自己為義

呢？（40:8）」 

神也質問約伯有能力和威嚴，

制伏一切驕傲人和惡人嗎？這是一

段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引導人悔

改的一段問話。 

第一次的發言，神展示祂是大

自然的主；這次發言則直接挑戰約

伯 是 否 能 執 行 神 公 義 的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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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41:34）？ 

祂 以 河 馬 （ 40:15-24, 

Behemoth「比悉摩」）和鱷魚

（ 41:1-34, Leviathan 「 漓 瀰 野

鯓」）為例，藉由兩首詩形容兩種

頑梗、又完全超出人類控制範圍的

怪物，來強調神的創造奇妙和自主

掌控能力。 

本段經文用意是要以怪獸的難

以制服來詰問約伯：若你不能像神

一樣制服牠們，又怎能空談公義？ 

神與約伯的對質中，約伯認識

到神超越的本質，看出自己的掌控

無能，所以不敢再求平反，轉而認

定神在自然與道德的範疇，都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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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事的主權，終能以謙卑倚靠的

信心來面對當前的苦難。 

 

四、約伯親眼見神、向神懊悔

（42:1-6） 

約伯親眼看見認識神之後，知

道神不單以大能和智慧創造萬物，

也以公義的意旨維持萬有。公義的

判斷只能出於神，因為只有祂自主

地握有全備的主權。 

因著重新認識神，親眼看見

神，終於帶出約伯真心的懊悔。他

終於願意放下自我，在神在人面前

說：「我厭惡自己，在塵土與爐灰

中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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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悔（repent）不是心情的悲

傷而已，乃是帶著具體行動的轉

向。悔悟中，約伯明白了他在苦難

中失去對神的依靠和信心，甚而自

以為義，以致說出無用又無知的

話，所以向神懊悔。 

如此對神的經歷和領悟，使約

伯對神的信心得以超越，而能說出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

祢」，這麼深刻的名言。 

可見人信靠神，不是因為得著

什麼益處，乃只要單單因為祂是

神，人就可以向祂投靠，並全然信

靠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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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理智的知識需經過吸收

消化，方能內在化，在內心成型，

引發出改變的大能。從風聞有袮到

親眼見袮，就是從與我無關的知識

變成與我息息相關的心態與實際行

動。從客觀的認知到主觀的經驗。

從理性的認知到實際的感受和體

驗，這是基督徒靈命成長的必經過

程。 

本課透過約伯與神的對話，把

我們的眼光轉離苦難和苦難發生的

成因。 

眼光轉向神的主權，藉著注目

於神全知，全能，全在的屬性，作

者讓我們知道，人可以對神持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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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出於人對神的屬性的正確認

識，過於人得到神所賜的物質優

渥，或現實環境的平靜安逸。 

環境是會改變的，但神卻永遠

不改變。無解的困頓和淒涼的患難

中，神沒有缺席。祂仍然就在那

裡，雖然我們看不見祂！ 

約伯記對現今追求物質，靈性

貧窮的教會與社會，提供了一個靈

性得醫治的根本處方。 

是神的顯現和與神的對話，讓

約伯得到他苦苦求問神的問題的真

正解答。然而、在神的回答中，沒

有一處直接回答「義人為何受

苦？」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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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並沒有用任何簡化的公式，

也沒有用任何因果關係，來回答這

深奧的問題。 

約伯剛開始經歷苦難時曾向神

發出挑戰，要與神對質，並且要求

神來解決他的困境。接著約伯又擴

大問題的範圍，把凡受欺壓的人也

圈在其中。 

本質上，約伯的關切是以自我

為中心的。因此、神在回答約伯的

問題之時，乃透過權能的彰顯與自

主創造的事實問答來回答他。 

神持續責問約伯，目的是要引

導約伯除去他的自以為義，進而誠

實順服於神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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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對話，顯明了約伯已

將目光從自已的自義和苦難的環

境，轉移到這位全能且慈愛的神身

上。惟有這位神是他苦難中的信靠

及安息，因為神的創造及護理的權

能絕無差錯。 

在神繼續一步一步的質問下，

約伯終於明白，受苦也在神奧祕的

旨意裡；即使在苦難中，神從來沒

有離開過約伯。 

神與約伯的對話中，神建立了

約伯對神即或不然的信心，讓約伯

能夠親眼見神，真心認錯懊悔。 

在苦難中，我們會懷疑神，疑

問神；但是我們必需避免責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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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令自已陷入不信的更深痛苦。 

我們當學習約伯，注目於這位

全能且慈愛的神，全心信靠神的帶

領，來勝過苦難的熬煉，好讓暫時

的苦楚，終究可以成為靈命長進的

祝福。 

對主敬畏，倚靠恩典順服神的

人是有智慧的。用這樣的智慧在神

面前生活，可以讓人經歷救贖主的

活潑同在。這就是人與神的交往與

團契。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

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

和爐灰中懊悔。」（伯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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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不是要求我們放棄理

智，它提醒我們，單憑人的理智，

不可能明白神的道路。對永活的

神，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為祂或與祂

爭辯，而是來到祂面前，與祂相

見。不只談論，而是要經歷祂。 

人無法瞭解神，但可以經歷

神。就如同聖經所說：「我是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讀了約

伯記，你願意信靠這位約伯的神

嗎？你願意讓約伯的神，成為你的

神嗎？ 

約伯記帶領我們來到永活的神

面前，直接面對神。約伯記邀請我

們帶著理性與邏輯不能跨越的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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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帶著或多或少的掙扎，接受祂

的掌管，安心穩妥地活在神的光

中，去經歷人所不能理解的安排與

運作。 

我們承認生命的過程是個奧

祕，並與奧祕安然共存；這就是信

心！信心讓我們在不明白的時候，

仍能帶著盼望活下去，面對不可預

期的未來。 

你有這樣的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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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悔悟與賜福 

 

經文：約伯記42:7-17 

 
靈修短文寫於 5/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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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塵土與爐灰中向神懊悔之

後，神使約伯從苦境轉回，並且受

神賜給他加倍的財富與可見的祝

福。這是神的主權與恩典。 

新冠病毒從今年一月爆發到現

在，全球已超過560萬人受感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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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身體健康的後遺隱憂，其中已有

35萬人在這幾個月內死於此傳染

病。可計算的統計數字之外，疫情

也對全球財經造成災難式的衝擊和

損害。 

上述統計數字當中，想必也包

括許多以信心仰望神的基督徒。他

們在受疫情衝擊之後的結局竟是無

法彌補的損失和死亡，而非如同約

伯的加倍財富與祝福。 

我們如何詮釋約伯記的結局？

如何瞭解神的心意呢？ 

今天分享《探究約伯記》的最

後一課：「悔悟與賜福」   

經文：約伯記4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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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向三友發怒（42:7-9） 

約伯記中詩體的對話與爭辯，

雖多又長。最後是在42:5,6，約伯

在神的權能、榮耀和奇妙可畏的顯

現中，看見了自己的有罪與卑微。

對神、對自己有了新的洞見，於是

在塵土與爐灰的卑賤中，他悔悟過

去對神的信靠危機。 

從本段經文，我們可以知道，

神一直都在聆聽約伯痛苦的傾訴和

三位朋友的議論（42:7,8）。 

神關心的不僅僅是公義與懲罰

的問題，衪更是恩典的給與者。三

位朋友想要為神辯護，但卻是愚

蠢，觸怒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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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神稱許約伯，說他是正

確的，又表達出對他的接納。雖然

約伯曾經埋怨神，但他並沒有如撒

但當初在神面前控告約伯時所預測

的棄掉神（1:11; 2:5,9）。 

約伯的哀求（ 42:4）與懊悔

（42:6；詩51:17），以及他那堅定

不移要來到神面前，向神呼求的決

心，至終都得到神的悅納（42:8-

9）。 

 

二、神給約伯祝福（42:10-17） 

本段所記載的實質祝福，並非

意謂行公義必得物質的祝福；而是

指明神完全自由的主權。 



144 

衪賜福與否，如何賜下祝福都

在乎衪自主的旨意。 

約伯恢復往日的光景並不是

說，神的公義一定要用可見物質祝

福的方式才能表達。我們更不能有

任何條件交換的心態，誤以為為義

受苦，神就有義務以可見的祝福加

以回報。 

約伯記的結局，受過試煉的約

伯立即得到神所賜的雙倍祝福，這

或許是要讓信靠神的人不至於誤以

為，神的祝福一定是要等到以後回

到天上方能得到。 

當然、神要如何賜福給所愛的

人，都是出於神的自由主權。但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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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人的神，在祂自己認為合適的時

間，樂意讓人在今生今世就得到豐

富的恩典。正如詩篇所說「我若不

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

就早已喪膽了（詩27:13）」「耶和

華啊，我曾向祢哀求。我說：祢是

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祢是我

的福分。（詩142:5）」。 

另外要注意的，約伯從神那裡

得到地上豐富的祝福，若比起神要

賜給每一個信主的人，將來在天上

必要得到那超乎所想所求的恩典；

其實只是預告。因為我們信主的

人，將來必要得到何等豐盛的屬靈

基業與榮耀（弗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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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前，神就稱呼約伯是「我

的僕人（1:8; 2:3; 42:7-8）」，受苦

之後神更加倍地四次肯定稱許約伯

為「我的僕人（42:7,8）」。約伯

這位受苦的僕人始終如一的忠心，

得到時間和忍耐過程的驗證，在神

面前受到直接的肯定，苦盡甘來。 

約伯在塵土和灰燼中懊悔，不

是針對朋友指控的罪，而是因為他

從掙扎中經歷了神。本來只想從神

那裡得到受苦的解釋，現在慈愛的

神卻讓他看見，解決問題的方法是

信靠神的掌管。 

當神開啟我們屬靈的眼睛時，

我們可以放下自己，清楚認識到人



147 

的有限，進而得以安靜地來到神的

面前，看見神的同在。 

我們如何詮釋約伯記的結局？

如何瞭解神的心意呢？ 

在這個罪惡侵蝕的世界，苦難

有可能會霎時臨到我們。這並非神

不關心、不看顧、不公正或沒有能

力保護我們。 

神讓罪惡存在一時，但常常將

其轉化為我們的益處（羅8:28）。

我們面臨試煉的時候，願我們有智

慧能將苦楚變成求神幫助，轉眼向

神的契機。 

這句話是真實的：「信仰不是

用來解釋苦難，乃是用來承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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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神的慈愛和人的苦難，看似

有表面的衝突。在人生的道路中，

苦難伺機而出，不論是天災人禍的

頻傳，還是現實人生的坎坷。世間

有解決不了的疑問，處處都有得不

到解答的困頓。但失去盼望的自我

放棄，或是放棄對神的倚靠，才是

叫人倒下的主因。 

主前第三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

伊壁鳩魯（Epicurus, 341-270 BC）

說：「如果神想阻止魔鬼卻作不

到，祂就不是全能的；如果神能阻

止魔鬼卻不願這麼作，祂就不是慈

愛的。」依此哲理推之，苦難的存

在原因，似乎二者要取其一。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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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認知造成令人無法理解的表

面衝突，因此也會使基督徒產生憤

怒、懷疑，甚至走上不再相信神的

後果歧路。 

經歷過神的人，不要讓自己受

世上哲理的欺瞞。 

苦難雖是事實，表面的矛盾與

衝突的背後，其實是有神的全善和

全能的自主屬性與實質美意。 

無人能完全瞭解苦難的緣由，

也沒有人全然知道神的意旨和目

的。因此保羅感嘆說：「深哉，神

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

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羅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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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是聖經中最早寫成的一

卷書（約1500 B.C.），在漸進式啟

示的初期，有其特別的用意。 

我們必須銘記在心：苦難在本

質上，並不與神的良善衝突。從神

差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

的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瞭解，苦難

是智慧的神成就救贖計劃的方法。 

「祂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

念；祂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祂的道路，高

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我

們的意念。」（賽55:8,9） 

苦難，唯有從永恆的高度思

索，才能超越人們按著理性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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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 

在今生，苦難，甚至死亡，都

不是結局，只是過程。 

約伯記讓我們學習從永恆的高

度，看我們的今生；縱然人生在世

必遇患難如火星飛騰，但讓我們學

習像約伯一樣，患難中能持續仰望

神，以經歷苦難事奉這位永生神。 

讓我們不論在順境、在逆境，

都能在世人和天使面前，將我們的

終極盼望交託給衪，以信心邁步行

走天路，倚靠神綻放出逆風飛舞的

生命見證。 

蒙主耶穌基督親自呼召，一生

傳揚耶穌基督的十架救恩，新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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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3卷書信的作者，使徒保羅比我

們任何人都更清楚，也更多親身經

歷，因為信主而遭致的患難、困

苦、逼迫。 

他在羅馬書第八章，先引用詩

篇44:22「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

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那活生

生、因跟隨主而遭受逼迫的描述；

進而以「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呢？（羅馬書8:35-39）」向我們

保證，在主裡我們已經得勝有餘的

確據。 

弟兄姊妹們！縱使我們無法安

享世界的榮華，甚或要承受苦難。

主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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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你知道嗎？沒有任何受造和其

勢力，有可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

絕。你確定知道這個永遠不改變的

事實嗎？ 

因為、救拔我們的那一位，祂

是創造並掌管萬物，獨有權能的三

一真神。主耶穌的死與復活已經勝

了世界，只要我們投靠祂，站在祂

那一邊，祂豈不為祂所愛的兒女爭

戰嗎？ 

你投靠救主耶穌基督了嗎？若

是還沒有，願你趕快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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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原本寄望到夏天天氣轉趨炎

熱，新冠病毒的疫情，或許可以得

到緩解。然而、才過了六、七月的

盛夏，疫情卻有如失控的列車，急

速蔓延。 

五月底、全球感染人數 560

萬，死亡人數35萬。 

八月初、全球感染人數 2000

萬，死亡人數7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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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截稿的2020年九月底，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全球感染

人數已經超過3000萬，死亡人數已

經趨近100萬。 

不知這樣的感染速度，我們明

天將如何？ 

作為一個傳道者，願於此徬徨

不安的時日，盡職傳講聖經真理，

帶領人認識耶穌基督，讓人知悉我

們那永不改變的盼望的緣由，讓教

會與信徒扎根於有根有基的信仰。 

這本電子小冊是我在疫情爆發

之後，因著神的感動，又看到廣大

的需要，所推出的第二本適合以手

機閱讀，經由網際網路，得以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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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電子福音小冊。在尊重著作

版權的前提之下，歡迎你以完整的

形式，並註明出處，自由轉傳給你

的朋友和群組。 

我鼓勵你，可以善用這本電子

福音小冊，與親朋好友一起閱讀、

談論此電子小冊的內容，好使恩典

的福音和神的公義救恩，讓更多人

認識，進而信靠愛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願主使用！ 

呂鴻基  

 9/22/2020  

於台灣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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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鴻基牧師畢業於台灣清華大學，獲美國材料科

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後，進入美國國家實驗室從事

有關超導體材料的研究。他於 1989年蒙神呼召

傳道，進入美國德州達拉斯神學院受裝備，在取

得神學碩士和基督教教育碩士學位後，一直委身

在聖經教材寫作與教師訓練的事奉已近三十年。

現任中華聖經教育協會總幹事及教材主編，他與

同工所編寫的聖經教材廣受好評與採用。他經常

往來各地教會與神學院講道，並帶領培訓課程，

藉此協助各教會建立堅實的教導服事團隊。 

 
Facebook: 「CCBE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聯絡電郵： info@ccbe.com       

mailto:info@cc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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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志信靠救主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讚美祢， 

主耶穌基督，我感謝祢， 

祢是創造萬物，掌管萬事， 

賜給我生命氣息的真神。 

 

雖然我眼睛看不見祢， 

但祢卻愛我，為我降世為人，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流寶血洗淨我的不義，赦免我， 

祢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稱我為義，叫我得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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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誠懇向祢呼求： 

請主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 

請祢的聖靈，內住到我的心中， 

求祢賜我永生，就是祢的生命。 

 

從今以後，我要遵從祢的話， 

我要把自己交付給祢，讓祢帶領。 

懇求祢賜給我，祢的平安與喜樂， 

願祢的慈愛充滿我心， 

願祢看顧我和我的家， 

願祢引導我前面的路。 

 

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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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帶著一顆誠實信靠的心，

向神禱告，祂必會賜給你人生最寶

貴的禮物，耶穌基督的救恩和神所

賜的永生。 

決志禱告之後，請到附近適合

你，教導聖經真理的教會聚會。好

讓你更認識神，信心得以成長，生

活中有主內弟兄姊妹的彼此鼓勵與

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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