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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盡甘來：約伯記研讀  (筆記)                        張傳華牧師 

 

第 14 課：聖經的苦難觀與約伯記的屬靈探索 

 

引言： 

1. 「苦難」是一個謎。 

• 苦難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 苦難是因果問題嗎？ 

• 苦難會影響無辜的人嗎？那麼公平何在？ 

• 苦難來到自己身上，會問：為什麼是我？ 

• 上帝是慈愛的，為什麼要讓苦難發生？ 

2. 耶穌明言，這世上有苦難 (約 16:33)  

3. Karl Barth 巴特：「無視苦難意味著無視基督」。若沒有苦難，基督就不必釘十字

架，人類也就沒有救恩。 

 
聖經的苦難觀 
 
一. 報應觀 

這是約伯三友給約伯扣上的帽子。報應的例子： 

1. (民 16 章) 可拉一党因為背叛神的僕人摩西，藐視耶和華，結果活活地墜入陰

間。 

2. (撒下 12:6) 大衛犯了淫亂的罪，導致自己的家，有四個人死亡。償還四倍。 

3. (列王誌上下) 南國猶大、北國以色列，因為不聽上帝多次多方藉先知的警告，相

繼被擄到外邦。 

4. (以斯帖記 7 章) 哈曼因為自己的惡，被掛在木架上。 

5. (徒 5:1-10) 亞拿尼亞、撒非拉兩夫妻，欺哄聖靈，相繼在彼得面前倒地而死。 

                                                    

二. 管教觀 

上帝為了熬煉人性、塑造人的品格，會用苦難當作管教的工具，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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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 12:18-20) 神藉著法老王來責備亞伯拉罕，謊稱自己的妻子是妹子，這種白色

謊言。 

2. (創 27-34 章) 藉著拉班的欺哄、以掃的追殺，和兒子們用計殺戮示劍族，來管教

騙取長子名份的雅各。 

3. (士 3:1-6) 藉著迦南人的欺壓，試驗士師時代的以色列人是否聽從上帝。 

4. (申 28 章、30 章) 藉著被擄到外邦，來管教背棄上帝的以色列人。 

 

三. 恩典觀 

苦難可以使神的兒女得恩典，例子如下： 

1. (詩 105:17-24) 約瑟經歷被賣到埃及的苦，最後卻成為家族的祝福。 

2. (創 15 章、出埃及記) 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王逼迫，最後卻因此過了紅海、進到

迦南地，成就了上帝對亞伯拉罕子孫的應許。 

3. (撒上 17-31 章、撒下 5 章) 掃羅追殺大衛，最後大衛卻成為以色列國王。 

4. 教會這二千年來，被人間的帝國、極權國家所逼迫，但卻導致福音大爆炸，福音

不停止的傳開。 

 

四. 驗證觀 

基督徒受苦，為要驗證信仰是不存功利主義的，例子： 

1. (雅 5:11) 約伯的受苦，驗證了「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2. (耶 1:18-19) 耶利米經歷地上眾民的反對，以驗證了上帝「我與你同在，要拯救

你」的全能和信實。 

3. (約 9 章) 瞎子的眼睛看見，乃要驗證耶穌的榮耀。 

4. (林後 12:7-9；羅 5:3-5) 保羅身上有一根刺，驗證了「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 

5. (彼前 5:1-4) 彼得勸教會中的長老/傳道人，甘心為基督受苦，牧養群羊，要驗證

「牧長顯現後得榮耀冠冕」。 

 

五. 他罪觀 

有些苦難可能是來自別人的罪，與自己無關，但連累自己受苦。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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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 3-4 章) 亞伯無辜被該隱所殺，背後乃因亞當夏娃犯罪所使然。 

2. (出 1-2 章) 以色列男嬰被丟到尼羅河裡，乃因法老王的惡所使然。 

3. (太 23:34；帖前 2:15) 許多先知被悖逆的以色列民所苦待。 

4. (太 2:16-18) 伯利恆兩歲以下的小孩被殺，應驗了先知耶利米預言，很多母親為

孩子的死而號哭。 

5. 使徒被殺、被「束上且帶到不願意去的地方」(約 21:18)，乃因世人「被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所使然(林後 4:4)。 

 

六. 奧秘觀 

先看以下的例子： 

1. 耶穌醫好了癱子(約 5:1-9)。 

2. 耶穌醫好天生有殘缺的瞎子(約 9 章)。 

3. 先知以利沙叫書念婦人的夭折孩子復活(王下 4:20) 

結論：我們不需要問「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約 9:2) 

      既然是神跡，就是奧秘。有限的我們，只能用信心來接受。 

 

七. 代罪觀 

只有這個例子： 

耶穌是無罪的羔羊，代替人類的罪，被掛在木頭上(彼前 2:22-24)，為的是要除去世

人罪孽的(約 1:29)。為此，耶穌必須經歷「被藐視、被厭棄」，「因祂受的刑罰，我

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3-5)。所以，祂代罪的受苦，使世人

蒙憐恤、得救恩。 

 

八. 末世觀 

舊約和新約對末世審判的災難，都有跡可尋。 

1. 在舊約(創 7:17-24；彼前 3:20)，那些不肯聽挪亞所傳的義道，不肯進方舟的

人，就必嚐到審判的苦難。 

2. 在新約，啟示錄的「七印、七號、七碗」的大災難。 



4 
 

今天的天災人禍，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世界被毀滅了，創造新

天新地。 

 

約伯記的屬靈探索 
 
引言： 

• 撒旦認為約伯不是「無故」敬畏神。(1:9)神認為約伯敬畏祂是「有故」的。 

• 38-42 章中，神的說話中，沒有向約伯講出天上撒旦與神對話的兩幕。 

約伯也沒有問神「他為何受苦」。 

• 約伯和四友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天上善惡的對話。只有後人從約伯記才知道。 

 

一.  約伯記的教訓： 

1. 看過約伯記後，才知道苦難可以與罪無關，苦難也是神和撒旦手中的工具。 

2. 神容許撒旦攻擊約伯時，祂已衡量一切。 

3. 神以約伯成為歷代信徒忍受苦難的典範。在沒有受苦的答案揭曉時，仍是全心
全意信靠神。 

4. 世人在很多奧祕事和苦難的事，永遠不會明白發生的原因；但信徒可以相信一
切發生的事，都有神的美意。 

5. 無限與有限之間，存在著無限的距離，明白這個道理，人就應該在他的有限
裏，去信靠那無限的神。 

6. 神從沒有說約伯受苦是來自罪，也沒有回應約伯的控訴。因為神作事不必徵求
人的同意，也不須要向人解釋祂為何這樣做。 

7. 信徒不要向神窮追問神「為什麼」Why。只要全心全意信靠祂，因神從不誤

事。(賽 55:8-9) 

8. 人人都不願像約伯受這樣的苦，除了知道苦難不一定因罪而來，但這件事的背
後，神讓我們學習到，「祂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 

9. 耶穌也有約伯的經歷，祂釘在十架上，大聲喊叫說：「神啊！為什麼離棄
我？」(太 27:46) 

10. 信徒經歷困難，要絕對相信「賞賜是神，收取也是神」，是個極難學的功課。 

11. 花與果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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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前的約伯是活在美麗如花的光景中，很吸引人，可是花必凋謝。只有果實才

能叫人充飢。   

12. 約伯記沒有解釋苦難的因果關係，卻將人帶到全能神面前，由祂來協助你應付
苦難。 

13. 在苦難中，信的與不信的掙扎是相同。不同的是： 

• 不信神的，苦難中繼續不信神。 

• 小信的，就慣常怪責神。 

• 惟有真信的，才默然等候真相大白。 

14. 在神的講話中，祂完全沒有提到或責備約伯犯罪。 

15. 受苦不僅是人的經驗，也是神的經驗。若我們聽見十字架上的主耶穌的呼喊，
若我們明白神的兒子為我們捨去生命，縱使我們是人間最悲慘的事，也比不上

神對我們的大愛。 

16. 約伯記透露人生三大秘訣： 

(1) 很多苦難是來自撒旦。 

(2) 在苦難中，信徒仍可得勝。 

(3) 受苦時，難免、偶爾會發脾氣埋怨神，卻不可犯罪。 

 

本書的主角：約伯，是撒旦最難對付的人。 

 

二.  化苦難為祝福的步驟： 

1. 要接受苦難是人生必然的事。(彼前 4:12) 

2. 放心信靠上帝。(約 16:32-33) 

3. 不要埋怨上帝。(弗 4:26-27) 

4. 在苦難中行善。(彼前 4:19) 

5. 堅定相信。(彼前 5:8-9) 

6. 思想有人比自己更苦。 

7. 苦難是神測試我們信心的程度。 

                                                             

思考問題： 

1. 我們所碰到的苦難，多數是屬於那一種苦難觀？ 

2.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遇見苦難，反應有什麼異同的地方？ 

3. 盼望我們從約伯身上學習面對苦難的秘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