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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災難天災包括瘟疫新冠肺炎、地震海嘯、颶風洪水山火加州亞馬遜雨林。918事變 89
週年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侵占東三省。新西兰谷歌最關心话题：10月 17日大選、冠状病
毒、税收、教育、就业、移民、医疗保健、经济。北岸大橋車禍遇大風翻車影響甚鉅。 

約伯受苦是來神竟允许撒但的攻击，兩次攻擊卻沒有已口犯罪，撒但羞愧退出舞台，接著三

個朋友替上帝辯護，輪番三次與約伯辯論，都認為約伯是罪有應得，要約伯認罪悔改，讓約

伯受傷急躁，甚至懷疑神的慈愛，為何神沉默不說話，要面與神當面辯論。希伯来書 5:8祂

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祂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了永远得救

的根源(客西馬尼園禱告)，更願意神陪伴人一同受苦。 

⑴ 約伯記 38 章 1-3 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約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神連續用 53個大自然界的問題

問約伯。肯定神學 kata phanai(Yes- saying)整齊傳統神學，順從聽從神就蒙福，不聽就

招禍患，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恶人受处罚、义人得奖赏、神赏善罚恶(箴言、申命

記)最佳代言人十全十美人生。否定神學 apo phanai (No-saying不整齊神學反傳統神學)

義人會受苦，好人遇見壞事義人被神攻擊，承認肯定神學的有例外、有限性、有奧秘

性，失去一切財富家庭，留下最佳負面代言人，神必有其他目的，想與神辯白直接與

神面對面，想知道為甚麼? 上帝不是苦难和邪恶起源，人的罪惡才是 

⑵ 40 章 1-8 节:耶和华又对約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

这些吧！于是，約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祢呢？只好用手摀

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約伯

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

罪，好显自己为义吗？ 

⑶ 約伯记 42 章 1-6 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祢万事都能做；祢的旨意不能拦

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祢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

我不知道的。求祢听我，我要说话；我问祢，求祢指示我。 我从前风闻有祢，现在亲

眼看见祢。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內心深處剛硬驕傲，過於自義，

不能接受指責被冤枉，不肯謙卑順服、剝開洋蔥不完全罪性、渴望進入神同在神掌權 

⑷ 雅各書 5 章 11節: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我們的信仰根基在哪裡?各種服

事忙碌彼此相愛，知道許多關於神的知識(knowing about God) 却与神的关系疏离，
不大认识神自己(knowing God) 甚么才是真实的信心?面對生命风暴:意外、死亡重

症、婚姻、失业、破产，怀疑挣扎恐惧强烈孤单感受不到神爱，绝望痛苦，經歷破碎

的祝福，继续信靠顺服神，能安慰人，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在旋風中的呼喚    (戰場後父親呼喚兒子的名，我在這裡) 

⑴亚当犯罪天起了凉风亚当躲藏神呼唤:你在哪里?听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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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出 19 章神降臨西乃山有火焰密雲黑暗角聲暴風。出 33 章百姓拜金牛犢摩西禱告求

神同行，求神顯榮耀經過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手遮蔽得見我的背，不得見神的面 

⑶賽 6 章以賽亞在聖殿看見神的榮耀，煙雲聖殿震動嘴唇不潔 

⑸ 列上 19 章以利亞迦密山大战 850 位巴力先知神从天降火烧尽燔祭求雨圣灵束上腰奔在

亚哈前头，耶洗别要杀以利亞，逃亡 40昼夜走 140 公里罗藤树下求死，自怜痛苦责问

神你在哪里何烈山洞为神大发热心百姓背约杀害先知剩我一人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

前，烈风地震崩山碎石、火、微小声音:你回去膏哈薛亞蘭王、膏耶户以色列王、膏以

利沙，留下七千先知。 

為何神要在旋風中與約伯對話?那时，耶和华从旋风 whirlwind, storm 暴風雨(十兒女暴

風喪生神用暴風折斷我)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

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約伯無辜受苦質問神 70 个问题，言辞不敬自以为义，

耶和华神在旋风中两次发言，第一次 53个问题，第二次 24个，神反问约伯 77个问题。 

 

神创造宇宙万物精巧的设计和奇妙的安排，大地的尺度，海洋的广阔，日光的美丽，地球

的广大，天体运转，四季交替，昼夜轮回，高山深谷，洋海江河，风霜雪雨，电闪雷鸣，

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彰显神的能力、智慧、慈爱、荣耀。神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体积

是地球 130萬倍，溫度 6000摄氏度。地球年齡 46億年，自轉自西向東，時速 1600公里

/每小時，快慢，與太陽距離，70%水，宇宙年齡 135億年正在以光速向外膨脹，整個可

觀測宇宙直徑大約有 930億光年，大爆炸 Big Bang星座之間以光年計算，光速:每秒 30

萬公里 X 60秒 X60 X24 X365，最近的銀河系耶需要走 10萬光年的距離。 

V8-9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

它的布，興風作浪，海代表邪惡，海交出死人，新天地不再有海。 

V10-11 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闩，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

住。神用細軟的海沙为大海定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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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13 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

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球是圓的)，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中。

V14-15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

臂也必折断。地球傾斜 23.5度產生春夏秋冬。 

伯 38:16-17 你曾进到海源(the springs of the sea 11000 公尺，潛水艇 5000 公尺)，或在深渊的

隐密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伯 38:18 地的广大你能明

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伯 38:19-20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室之路吗？Can you take them to their places? Do you know the paths 

to their dwellings? 你總知道，因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數目也多(反諷刺約伯)。伯

38:22-23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预

备的。伯 38:24-25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

伯 38:26-27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

生？你能参透原子的结构，可你能参透夸克吗？你能重构基因，可你能控制遗传分化吗？

你能到达火星，可你能逃离银河系吗？宇宙为何如此有序，谁是背后的主宰？人类的进化

难道仅是小概率事件？上帝没有正面回答约伯的疑问，而是把答案引到宏大的自然之中，

让约伯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自己并不是焦点，命途多舛也无需抱怨。蝼蚁理解不了我们的

智慧，我们也理解不了上帝的智慧。伯 38:28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伯 38:29-30

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诸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水冷却至

4℃时开始膨胀浮在水面阻隔保護江河湖和海洋里的生物。伯 38:31你能系住昴星(夏天出

現:昴宿星團、獵戶星座、大熊星座)的结吗？能解开参星(冬天)的带吗？天體和諧運作(傳

道書 3:11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隱藏)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

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羅 1:20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

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伯 38:32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

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伯 38:33-35你知道天的定例(定律萬有引力天體和諧運

動，距離位置自轉，起出神創造天地:太陽系，銀河系、星雲)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

吗？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

说：我们在这里？伯 38:36-38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

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 Who can number the 

clouds in wisdom? or who can stay the bottles of heaven,神創造天帝是為了彰顯祂的榮耀、祂的

愛。伯 38:39-40神列出十种動物:狮子萬獸之王強壯有力，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

在隐密处埋伏；你能为它们抓取食物，使它们饱足吗？伯 38:41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

去，哀告神；那时，谁为它预备食物呢？以利亞吃烏鴉餐(刁肉與餅)。伯 39:13-15鸵鸟的

翅膀欢然搧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它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

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它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時速 60

公里。它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因为神使它没有智

慧，也未将悟性赐给它。鴕鳥心態，鴕鳥媽媽教育孩子的責任推卸給老師和學校，一旦孩

子學習上有了問題，不是幫助孩子找出問題原因，不會關心他的心理健康，只會沖孩子大

吼大叫，用簡單粗暴的方式逃避教育責任，培養孩子敬畏的心與感恩的心，參加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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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週六順服母親練琴，父母美好的榜樣，宗教教育必須落實在家庭裡，多陪伴多鼓勵多

說積極讚美的話。伯 39:19-20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它颈项上挓挲 zasa的鬃是你给它

披上的吗？是你叫它跳跃像蝗虫吗？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惶。耶和華不喜悅馬的力大與人的

腿快，忘了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伯 39:26-27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藉

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侯鳥從北极阿拉斯加西伯利亚飛

行 2.5萬公里來新西蘭繁衍，2010年有 3400萬條鮭魚 salmon三文魚回流加拿大母鮭魚一

生產一次卵 3000顆，鮭魚在淡水出生，海裡生活，回流產卵，死後身體餵小魚，去大海   

長成 3公斤再回出生地產卵死亡孵育下一代。伯 40:15-24你且观看河马 (behemoth)；我造

你也造它。它吃草与牛一样；它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如香柏

树；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它的骨头好像铜管；它的肢体彷佛铁棍。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

首；创造它的给它刀剑。诸山给它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它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

苇隐密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它；溪旁的柳树环绕它。河水泛滥，它不发战；就

是约但河的水涨到它口边，也是安然。在它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它？谁能牢笼它，穿它

的鼻子呢？ 伯 41:12-17论到鳄鱼 (Leviathan) 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

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颊？它牙齿四围是可

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

其间，都是互相联络、胶结，不能分离。肉体刚硬狂傲，无人可占便宜，甚么话都听不进

去，所到之处，都留下伤害，难以制服。神从旋风中启示約伯、關懷安慰鼓励約伯，神要

約伯为其三个朋友祷告，神就使約伯从苦境中转回并赐他双倍的祝福。 

約伯起初 約伯結局 

7000 羊 14000 羊 

500 對牛 1000 對牛 

3000 駱駝 6000 駱駝 

500 母驢 1000 母驢 

70 歲 多活 140 年 

約伯三個女兒: ⑴耶米瑪(鴿子)基督的溫柔美麗、⑵基洗亞(肉桂)基督馨香之氣、⑶基連哈樸

(美麗的角)基督的能力。 

結論: 

⑴ 人間的苦難是正常，義人會受苦，苦難不一定是刑罰，也是為了祝福，每件事都不是

偶然發生，神的美意，受苦與我有益，受苦是暫時的會過去，學習順服，不一定有答

案。苦難可除去膚淺與掩飾，顯示出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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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当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祈祷，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一颗饶恕的心，是蒙受神赐

福的前提，陪伴受苦的人需要更多同理心與陪伴 

⑶ 用信心耐心等候神，雅 5:11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

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⑷ 人生是一个旅程，不是一场辩论，信仰是来承载生命苦难不是来解释生命苦难。基督

徒關顧與協談，同理心与实际行动: ⑴默默地坐在那个人的旁边、⑵长时间陪着那个

人、⑶让对方不会感到孤独、⑷分享自己有过的类似经历、⑸读一篇圣经里面安慰的

经文、⑹握着那个人的手带着对方祷告、⑺将你家花园里面种的花送给那个人、⑻为

那个家庭预备一餐、⑼多听少说、⑽解释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⑾建议一位曾经帮助

其他朋友的医生、(12)提供你能协助的具体任务、(13)谈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问题。 

人对神的理解永远会有差距，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信靠神，相信良善与慈爱的神与我们

同在，祂会带领我们度過生命中的一切掙扎，我們需要的是信靠與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