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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苦難 

(約伯記19:25-29) 
 
19: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19:26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19:27 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我的心腸在我裏面消滅了。 
19:28 你們若說、我們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  
19:29 你們就當懼怕刀劍．因為忿怒惹動刀劍的刑罰、使你們知道有報應。  
 

大綱 
 

    約伯記對苦難的問題有相當清楚的啟示。我們從約伯記第十九章來思想經歷為何苦難如何
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神如何將最真實的盼望賜給經歷苦難的人? 忍受苦難的人要蒙何等
的祝福? 好讓我們以正確的心態面對苦難。 

 
一、忍受苦難是人生的一部份 
 
    約伯是一個忍受苦難的試煉而被神稱讚的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雖然他曾經擁有財
富、地位、尊榮、知識、敬虔、道德、智慧、朋友、妻子、兒女、喜樂、長壽、平安，但是
當他在經歷苦難之時，這一切的福氣似乎都成為過去，並不能減輕他當時的痛苦。在黑暗的
深淵中他呼求神。約伯就是「回轉」的意思，約伯從逆境中回轉了，我們也要從失敗中勇敢
地站起來嗎? 我們要回轉，靠著神的恩典，轉敗為勝，滿有盼望。 
 
二、在苦難中甚麼是約伯的盼望? 
 
    約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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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得見上帝。我自己要見祂，親眼要看祂。」(伯 19:25-27)約伯知道他的救贖主活著，救贖
主是「近親救贖者」，是永遠活著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三、忍受苦難的人要蒙何等的祝福? 
 
    約伯後來的產業加倍，又得到十位兒女。女兒耶米瑪 (極其美麗的)，基洗亞 (桂皮，馨香之
氣)，基連哈樸 (美麗的角，能力)。這是長子雙倍的祝福，基督要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裏
去。(來 2:10) 我們不要行淫亂，如以掃一樣，不可貪戀世俗，把長子的名分賣了，不能承受
父所祝的福。(來 12:16-17)這是忍受苦難的結局。(雅 5:11)  
 
    苦難臨到每一位活在地上的人。人一生下來就是哭著被接生下來，一路經歷許多的苦難。
人在受苦的時候，才可能對生命有比較深入的思考。成長之苦、父母管教之苦、學習之苦、
升學之苦、找工作之苦、受上司氣之苦、力不能勝之苦、失戀之苦、結婚後經濟之苦、兒女
不聽話之苦、三代之間溝通之苦、疾病纏身之苦、精神上的苦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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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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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更新晨禱時與一位生命樹靈糧堂的同工，Willy 韓。講到他現在放下工作，到 Western
神學院進修，他過去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後來經過一些苦難，妻子癌症過世，他看清楚甚
麼才是永恆中最有價值的事，決定重新調整一下屬靈生命的焦距，願意接受神學訓練，專心
事奉主，幫助一些在苦難中的人。 
 
    很多人都在思想為什麼人生會有苦難? 為什麼這麼多人活著這麼痛苦? 死了親人又悲哀難捨? 
人生為甚麼有這麼多苦難呢? 災難是從哪裏來的呢? 聖經上說上帝是慈愛的，為何上帝容許災
難臨到人類呢? 甚至基督徒也問，災難臨到時，上帝為何不立刻拯救呢? 究竟災難是誰的責任
呢? 誰犯的錯導致災難的臨到呢? 很多人不明白、不想問、因為不相信有正確的答案。 
 
    舊約聖經中有一卷書對苦難的問題有相當清楚的答覆。這本書就是約伯記。許多人不太喜
歡讀約伯記，沒有耐心讀，讀也讀不懂。求上帝來幫助我們從約伯記的啟示中明白經歷苦難
的心路歷程、上帝的旨意、和苦難背後所帶來的最終目的。讓我們先簡略地來看苦難是人生
的一部分，接著我們一同來從第十九章來看上帝如何將最真實的盼望賜給經歷苦難的人。 最
後忍受苦難的人要蒙受何等的祝福。 
 
一、忍受苦難是人生的一部份 
   
    約伯是一個忍受苦難的試煉而被神稱讚的人。新約聖經告訴我們，約伯是神為忍受苦難的
人所設立的榜樣。「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
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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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5:10-11) 舊約中約伯記講到約伯是一位敬畏神的
人，雖然他與所有的人一樣都是亞當的後裔，都是罪人，但是他得神的喜悅。他曾經擁有財
富、地位、尊榮、知識、敬虔、道德、智慧、朋友、妻子、兒女、喜樂、長壽、平安。但是
當他在經歷苦難之時，這一切的福氣都成為過去，並不能減輕他當時的痛苦，他只能在黑暗
的深淵中呼求。約伯就是「回轉」的意思，約伯從逆境中回轉了，我們也要從失敗中勇敢地
站起來嗎? 我們要回轉，人生下半場，轉敗為勝。 
 
    約伯有以下 20 處特質: 
 
 1. 完全正直 (伯 1:1) 
 2. 敬畏上帝 (伯 1:5) 
 3. 遠離惡事 (伯 1:1) 
 4. 許多兒女 (伯 1:2)  
 5. 非常富有 (伯 1:3) 
 6. 極其尊大 (伯 1:3) 
 7. 認罪獻祭 (伯 1:5) 
 8. 謙卑順服 (伯 1:20)  
 9. 不憑眼見 (伯 1:20) 
10. 稱頌上帝 (伯 1:21) 
11. 不願犯罪 (伯 1:22) 
12. 不妄論神 (伯 1:22) 
13. 教導眾人 (伯 4:3) 
14. 幫助窮人 (伯 4:3) 
15. 滿有信心 (伯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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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為人代禱 (伯 42:10) 
17. 雙倍祝福 (伯 42:12) 
18. 神稱義人 (結 14:14)  
19. 忍耐榜樣 (雅 5:11)  
20. 神得榮耀 (雅 5:11)  
 
二、在苦難中甚麼是約伯的盼望? 
  
    約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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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得見上帝。我自己要見祂，親眼要看祂。」(伯 19:25-27)約伯知道他的救贖主活著，救贖
主是「近親救贖者」，是永遠活著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這就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
在。(太 1:23) 耶穌基督為童女所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神。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親自成
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來 2:14)神在肉身顯現是極大的奧祕，耶
穌基督被接上天，進入榮耀中。(提前 3:16)  
 
    這位復活升天的基督，將來也要再來接我們進入榮耀裏去。(來 2:10) 我們這個屬土的身體
將要變化，成為屬天的身體，與主榮耀的身體相似。(腓 3:21) 現今基督在我們心裏成了有榮
耀的盼望。(西 1:27) 雖然我們現在暫受苦難，但是將來正如彼得所說，那賜諸般恩典的神，
在基督裏召了我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彼前 5:10)在受苦時，我們要知道，這至暫至輕的
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7) 因此，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
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 8:18) 這是何等大的盼望! 何等的安慰! 

 

    讓我們再一次被提醒，必須透過聖靈的啟示，才能明白苦難所能帶來的祝福和盼望。舊約
藉著約伯記將這一啟示清楚地顯明出來。 
 
1. 約伯記告訴我們不要認為遭到災難的人比我們更有罪 
    遭到災難襲擊的約伯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位義人。聖經上說約伯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
離惡事。(伯 1:1) 耶穌曾經指出有些人認為災難是神對某些犯罪之人的懲罰是錯誤的看法。耶
穌說︰｢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
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 13:4-5) 
 
2. 約伯記讓我們參悟天機 
    我們得知原來在天上撒但向上帝挑戰，要攻擊敬畏上帝的人。使我們知道地上發生的災難
與天上靈界的爭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地上所發生的事並非只憑外表的現象就能明白事情
的真相。天上的爭戰是真實的，是超越時空的。當災難臨到時，我們必須儆醒、悔改、謙
卑、忍耐、並等候上帝的拯救。(伯 1:6-12) 
 
3. 約伯記讓我們更認識神 
    藉著約伯記，我們看見上帝絕對是慈愛的、公義的、有智慧的、有大能的。上帝與邪惡無
份、無關。聖經告訴我們，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從上帝來的。至於一切的惡事都是從離棄上
帝、抵擋上帝的旨意而來的。慈愛的上帝希望人人悔改、不願一人沉淪，公義的上帝不會做
錯事。全能者上帝的旨意是沒有人能夠攔阻的。當苦難臨到時，我們應該敬畏上帝、憑信心
仰望上帝的憐憫與拯救，這是人應有的態度。(伯 1:21-22) 
 
4. 約伯記讓我們知道撒但的能力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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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但雖然能夠以災禍來攻擊，毀滅人類，但是上帝只允許撒但傷害人類到某一個程度，撒
但不能越過上帝所設的界限，正如上帝不准撒但奪取約伯的性命(伯 2:6)。因此我們不要畏懼
撒但的作為，即使牠能殺人的身體，卻不能滅人的靈魂。(太 10:28) 當苦難臨到時，我們應當
鎮靜，不要懼怕。 
 
5. 約伯記讓我們明白上帝對人的忍耐和寬容 
    當苦難臨到時，上帝並不計較我們在痛苦中對祂的抱怨，誤會和指控。(伯 40:1-2)上帝寬
容並原諒人們對祂錯誤的想法。(伯 42:7)上帝的心何等的寬宏，上帝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
深，過於我們所能測度。 
 
6. 約伯記讓我們讚美神 
    在經過災難後能更深的認識上帝和祂的作為，而全心地來感謝讚美祂的信實和恩典。當無

｢所不在的上帝向約伯顯明祂的旨意後，約伯謙卑地宣告︰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
｣你。 (伯 42:5) 

 
7. 約伯記讓我們明白在勝過苦難之後能得到雙倍的祝福 
    當災難臨到時，全知的上帝早已預先知道約伯是能忍受試探而得勝的，榮耀的上帝定意將
生命的冠冕賜給經歷災難的約伯。這是得勝者的獎賞，是長子雙倍的祝福。約伯的結局顯明
出原來上帝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愛的上帝。(伯 42:10-15) 
   
三、忍受苦難的人要蒙何等的祝福? 
    
    當苦難臨到時，全知的上帝早已預先知道約伯是能忍受試探而得勝的，榮耀的上帝定意將
生命的冠冕賜給經歷苦難的約伯。這是得勝者的獎賞，是長子雙倍的祝福。約伯後來又得到
十位兒女。女兒耶米瑪，基洗亞，基連哈樸。這是長子雙倍的祝福，基督要領許多的兒子進
入榮耀裏去。(來 2:10) 我們不要行淫亂，如以掃一樣，不可貪戀世俗，把長子的名分賣了，

不能承受父所祝的福。(來 12:16-17) 約伯的結局顯明出原來上帝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愛的上
帝。(雅 5:11) 
 
1. 從風聞有神到親眼看見神 (伯 42:1-6) 
(1) 萬事都能作 (伯 42:1) 
(2) 旨意無人能攔阻 (伯 42:1) 
(3) 明白神的奇妙 (伯 42:3)   
(4) 神可與人對話 (伯 42:4) 
(5) 屬靈的眼睛開啟 (伯 42:5) 
(6) 看見自己的不是 (伯 42:6) 
(7) 真心的認罪悔改 (伯 42:6) 
 
    在未信主前，我們與天父也是隔絕的。我們聽說可能有上帝，有老天爺，但是不認識上
帝。上帝卻願意親自來到世間尋找我們，將自己向我們顯明，帶領我們回到天家，得享上帝
兒女的自由、榮耀、尊榮、豐富、永生、平安、喜樂。上帝的標記就是愛。 
 
2. 成為別人的祝福 
(1) 為妄論他的朋友禱告 (伯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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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朋友禱告不是太難，為那些逼迫我們的人禱告是困難的，雖然表面看起來不合理，但是
卻是主耶穌基督吩咐我們要愛仇敵。(太 5:44) 我們不可為惡所勝，乃要以善勝惡。(羅 12:21) 
因此逼迫我們的，要給他們祝福。(羅 12:14) 
(2) 從苦境中得以轉回 (伯 42:10) 
    當約伯順服神後，他謙卑悔改，因為他聽見神的聲音，親眼見到神。於是他屬靈的眼睛得
以開啟，看見了自己的驕傲、自負、自義、無知、幼稚。他明白這些朋友正是神打發他們來
幫助他認識自己的，約伯得勝了。 
 
3. 得雙倍的祝福 
    約伯的生命充滿了平安、喜樂、滿足、亮光。這正是上帝向人所豫定的美好旨意。當我們
明白人生的短暫和苦難的必臨，也明白死亡的真實以及痛苦終必解脫之後，我們可以從約伯
記來領受上帝對人類的計劃，好讓我們更深的認識上帝有無限的慈愛。約伯的指望並不在今
世的福氣上。當他的三位朋友都來指控他有罪之時，他唯一的指望的就是上帝來為他伸冤。
他蒙上帝啟示，確信上帝的恩慈必要覆庇他。到了上帝所預定的日期，他必能蒙神紀念，因
信靠上帝而得以復活並承受永生。這是一種靈裏屬天的看見，有一天人將要從死裏復活，這
才是人類在面臨毀滅時最大的指望和安慰。 
 
    早在耶穌誕生前幾千年，舊約聖經就已經豫言記載，復活的基督將要成為我們的中保，基
督是我們人類的救主。約伯說：「地阿，不要遮蓋我的血，不要阻擋我的哀求，現今，在天
有我的見證，在上有我的中保。」(伯 16:18-19)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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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我自己要見祂，親眼要看祂。」
(伯 19:25-27) 
(1) 牛羊牲畜加倍 
(2) 兒子加倍 
(3) 女兒加倍: 耶米瑪 (鴿子，親愛的，極其美麗的) ，基洗亞 (桂皮，馨香之氣) ，基連哈樸  
      (美麗的角，代表著能力) 
(4) 歲數加倍 
(5) 得長子的名分，雙倍的產業  
 
    讓我們思想舊約中約瑟成為雅各的長子，因此得到長子的名份與祝福。雅各臨終時對約瑟
說：「我未到埃及見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蓮和瑪拿西，這兩個兒子是我的。正如
流便和西緬是我的一樣。」(創 48:5) 約瑟的後裔算兩個支派，得雙份的產業。約瑟在神的眼
中是高過其餘的弟兄的，眾弟兄們都要向他下拜。約瑟得了長子的名分。(代上 5:1) 這與我們
有何關係呢? 
 
    我們是神的兒女，神豫定耶穌基督作長子，祂的尊榮超眾。(羅 8:29) 耶穌基督以長子的身
份到世上來。(來 1:6) 祂要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裏去。(來 2:10) 希伯來書的作者警告我們，
「千萬不要行淫亂，如以掃一樣，貪戀世俗，把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
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
(來 12:16-17) 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來
12:22) 願我們都能像約伯所豫表的，在基督裏得到神所賜長子的祝福和產業，「世人蒙昧無
知的時候，上帝並不鑒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
所設立的基督，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以基督從死裏復活的大能，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徒 17:30-31) 求主使我們敬畏上帝，存悔改的心，敬虔度日，儆醒等候基督耶穌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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