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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苦难 

(约伯记19:25-29) 
 

19:25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19:26  我这皮肉灭绝之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19:27  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19:28 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  
19:29 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忿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  
 

大纲 
 
    约伯记对苦难的问题有相当清楚的启示。我们从约伯记第十九章来思想经历为何苦难如何
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神如何将最真实的盼望赐给经历苦难的人? 忍受苦难的人要蒙何等
的祝福? 好让我们以正确的心态面对苦难。 
 
一、忍受苦难是人生的一部份 
 
    约伯是一个忍受苦难的试炼而被神称赞的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虽然他曾经拥有财富
、地位、尊荣、知识、敬虔、道德、智慧、朋友、妻子、儿女、喜乐、长寿、平安，但是当
他在经历苦难之时，这一切的福气似乎都成为过去，并不能减轻他当时的痛苦。在黑暗的深
渊中他呼求神。约伯就是「回转」的意思，约伯从逆境中回转了，我们也要从失败中勇敢地
站起来吗? 我们要回转，靠着神的恩典，转败为胜，满有盼望。 
 
二、在苦难中甚麽是约伯的盼望? 
 
    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後，我必在肉体之
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祂，亲眼要看祂。」(伯19:25-27)约伯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救赎主
是「近亲救赎者」，是永远活着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三、忍受苦难的人要蒙何等的祝福? 
 
    约伯後来的产业加倍，又得到十位儿女。女儿耶米玛 (极其美丽的)，基洗亚 (桂皮，馨香之
气)，基连哈樸(美丽的角，能力)。这是长子双倍的祝福，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
。(来2:10) 我们不要行淫乱，如以扫一样，不可贪恋世俗，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不能承受父
所祝的福。(来12:16-17)这是忍受苦难的结局。(雅5:11)  
 
    苦难临到每一位活在地上的人。人一生下来就是哭着被接生下来，一路经历许多的苦难。
人在受苦的时候，才可能对生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成长之苦、父母管教之苦、学习之苦、
升学之苦、找工作之苦、受上司气之苦、力不能胜之苦、失恋之苦、结婚後经济之苦、儿女
不听话之苦、三代之间沟通之苦、疾病缠身之苦、精神上的苦难。「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
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伯14:1) 
  
    昨天更新晨祷时与一位生命树灵粮堂的同工，Willy 韩。讲到他现在放下工作，到Western
神学院进修，他过去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後来经过一些苦难，妻子癌症过世，他看清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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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才是永恒中最有价值的事，决定重新调整一下属灵生命的焦距，愿意接受神学训练，专心
事奉主，帮助一些在苦难中的人。 
 
   很多人都在思想为什麽人生会有苦难? 为什麽这麽多人活着这麽痛苦? 死了亲人又悲哀难舍
? 人生为甚麽有这麽多苦难呢? 灾难是从哪里来的呢? 圣经上说上帝是慈爱的，为何上帝容许
灾难临到人类呢? 甚至基督徒也问，灾难临到时，上帝为何不立刻拯救呢? 究竟灾难是谁的责
任呢? 谁犯的错导致灾难的临到呢? 很多人不明白、不想问、因为不相信有正确的答案。 
 
    旧约圣经中有一卷书对苦难的问题有相当清楚的答覆。这本书就是约伯记。许多人不太喜
欢读约伯记，没有耐心读，读也读不懂。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从约伯记的启示中明白经历苦难
的心路历程、上帝的旨意、和苦难背後所带来的最终目的。让我们先简略地来看苦难是人生
的一部分，接着我们一同来从第十九章来看上帝如何将最真实的盼望赐给经历苦难的人。 最
後忍受苦难的人要蒙受何等的祝福。 
 
一、忍受苦难是人生的一部份 
   
    约伯是一个忍受苦难的试炼而被神称赞的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神为忍受苦难的
人所设立的榜样。「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
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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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5:10-11) 旧约中约伯记讲到约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虽然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是亚当的後裔，都是罪人，但是他得神的喜悦。他曾经拥有财富、
地位、尊荣、知识、敬虔、道德、智慧、朋友、妻子、儿女、喜乐、长寿、平安。但是当他
在经历苦难之时，这一切的福气都成为过去，并不能减轻他当时的痛苦，他只能在黑暗的深
渊中呼求。约伯就是「回转」的意思，约伯从逆境中回转了，我们也要从失败中勇敢地站起
来吗? 我们要回转，人生下半场，转败为胜。 
 
    约伯有以下20处特质: 
 
 1. 完全正直 (伯1:1) 
 2. 敬畏上帝 (伯1:5) 
 3. 远离恶事 (伯1:1) 
 4. 许多儿女 (伯1:2)  
 5. 非常富有 (伯1:3) 
 6. 极其尊大 (伯1:3) 
 7. 认罪献祭 (伯1:5) 
 8. 谦卑顺服 (伯1:20)  
 9. 不凭眼见 (伯1:20) 
10. 称颂上帝 (伯1:21) 
11. 不愿犯罪 (伯1:22) 
12. 不妄论神 (伯1:22) 
13. 教导众人 (伯4:3) 
14. 帮助穷人 (伯4:3) 
15. 满有信心 (伯19:25) 
16. 为人代祷 (伯42:10) 
17. 双倍祝福 (伯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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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神称义人 (结14:14)  
19. 忍耐榜样 (雅 5:11)  
20. 神得荣耀 (雅5:11)  
 
二、在苦难中甚麽是约伯的盼望? 
  
    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後，我必在肉体之
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祂，亲眼要看祂。」(伯19:25-27)约伯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救赎主
是「近亲救赎者」，是永远活着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这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
太1:23) 耶稣基督为童女所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
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来2:14)神在肉身显现是极大的奥秘，耶稣基督被
接上天，进入荣耀中。(提前3:16)  
 
    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将来也要再来接我们进入荣耀里去。(来2:10) 我们这个属土的身体
将要变化，成为属天的身体，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腓3:21) 现今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
耀的盼望。(西1:27) 虽然我们现在暂受苦难，但是将来正如彼得所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在基督里召了我们，得享祂永远的荣耀。(彼前5:10)在受苦时，我们要知道，这至暂至轻的苦
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後4:17) 因此，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於
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8) 这是何等大的盼望! 何等的安慰! 
 
    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必须透过圣灵的启示，才能明白苦难所能带来的祝福和盼望。旧约
藉着约伯记将这一启示清楚地显明出来。 
 
1. 约伯记告诉我们不要认为遭到灾难的人比我们更有罪 
    遭到灾难袭击的约伯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位义人。圣经上说约伯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
离恶事。(伯1:1) 耶稣曾经指出有些人认为灾难是神对某些犯罪之人的惩罚是错误的看法。耶
稣说: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
罪麽?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13:4-5) 
 
2. 约伯记让我们参悟天机 
    我们得知原来在天上撒但向上帝挑战，要攻击敬畏上帝的人。使我们知道地上发生的灾难
与天上灵界的争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地上所发生的事并非只凭外表的现象就能明白事情
的真相。天上的争战是真实的，是超越时空的。当灾难临到时，我们必须儆醒、悔改、谦卑
、忍耐、并等候上帝的拯救。(伯1:6-12) 
 
3. 约伯记让我们更认识神 
    藉着约伯记，我们看见上帝绝对是慈爱的、公义的、有智慧的、有大能的。上帝与邪恶无
份、无关。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从上帝来的。至於一切的恶事都是从离弃上
帝、抵挡上帝的旨意而来的。慈爱的上帝希望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公义的上帝不会做
错事。全能者上帝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当苦难临到时，我们应该敬畏上帝、凭信心
仰望上帝的怜悯与拯救，这是人应有的态度。(伯1:21-22) 
 
4. 约伯记让我们知道撒但的能力是有限的 
    撒但虽然能够以灾祸来攻击，毁灭人类，但是上帝只允许撒但伤害人类到某一个程度，撒
但不能越过上帝所设的界限，正如上帝不准撒但夺取约伯的性命(伯2:6)。因此我们不要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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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作为，即使牠能杀人的身体，却不能灭人的灵魂。(太10:28) 当苦难临到时，我们应当
镇静，不要惧怕。 
 
5. 约伯记让我们明白上帝对人的忍耐和宽容 
    当苦难临到时，上帝并不计较我们在痛苦中对祂的抱怨，误会和指控。(伯40:1-2)上帝宽容
并原谅人们对祂错误的想法。(伯42:7)上帝的心何等的宽宏，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
於我们所能测度。 
 
6. 约伯记让我们赞美神 
    在经过灾难後能更深的认识上帝和祂的作为，而全心地来感谢赞美祂的信实和恩典。当无
所不在的上帝向约伯显明祂的旨意後，约伯谦卑地宣告: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
你。」(伯42:5) 
 
7. 约伯记让我们明白在胜过苦难之後能得到双倍的祝福 
    当灾难临到时，全知的上帝早已预先知道约伯是能忍受试探而得胜的，荣耀的上帝定意将
生命的冠冕赐给经历灾难的约伯。这是得胜者的奖赏，是长子双倍的祝福。约伯的结局显明
出原来上帝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的上帝。(伯42:10-15) 
   
三、忍受苦难的人要蒙何等的祝福? 
    
    当苦难临到时，全知的上帝早已预先知道约伯是能忍受试探而得胜的，荣耀的上帝定意将
生命的冠冕赐给经历苦难的约伯。这是得胜者的奖赏，是长子双倍的祝福。约伯後来又得到
十位儿女。女儿耶米玛，基洗亚，基连哈樸。这是长子双倍的祝福，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
入荣耀里去。(来2:10) 我们不要行淫乱，如以扫一样，不可贪恋世俗，把长子的名分卖了，
不能承受父所祝的福。(来12:16-17) 约伯的结局显明出原来上帝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的上
帝。(雅5:11) 
 
1. 从风闻有神到亲眼看见神  
(1) 万事都能作 (伯42:1) 
(2) 旨意无人能拦阻 (伯42:1) 
(3) 明白神的奇妙 (伯42:3)   
(4) 神可与人对话 (伯42:4) 
(5) 属灵的眼睛开启 (伯42:5) 
(6) 看见自己的不是 (伯42:6) 
(7) 真心的认罪悔改 (伯42:6) 
 
    在未信主前，我们与天父也是隔绝的。我们听说可能有上帝，有老天爷，但是不认识上帝
。上帝却愿意亲自来到世间寻找我们，将自己向我们显明，带领我们回到天家，得享上帝儿
女的自由、荣耀、尊荣、丰富、永生、平安、喜乐。上帝的标记就是爱。 
 
2. 成为别人的祝福 
(1) 为妄论他的朋友祷告 (伯42:10) 
    为朋友祷告不是太难，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是困难的，虽然表面看起来不合理，但是
却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爱仇敌。(太5:44) 我们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罗12:21) 
因此逼迫我们的，要给他们祝福。(罗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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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苦境中得以转回 (伯42:10) 
    当约伯顺服神後，他谦卑悔改，因为他听见神的声音，亲眼见到神。於是他属灵的眼睛得
以开启，看见了自己的骄傲、自负、自义、无知、幼稚。他明白这些朋友正是神打发他们来
帮助他认识自己的，约伯得胜了。 
 
3. 得双倍的祝福 
    约伯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喜乐、满足、亮光。这正是上帝向人所豫定的美好旨意。当我们
明白人生的短暂和苦难的必临，也明白死亡的真实以及痛苦终必解脱之後，我们可以从约伯
记来领受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有无限的慈爱。约伯的指望并不在今
世的福气上。当他的三位朋友都来指控他有罪之时，他唯一的指望的就是上帝来为他伸冤。
他蒙上帝启示，确信上帝的恩慈必要覆庇他。到了上帝所预定的日期，他必能蒙神纪念，因
信靠上帝而得以复活并承受永生。这是一种灵里属天的看见，有一天人将要从死里复活，这
才是人类在面临毁灭时最大的指望和安慰。 
 
    早在耶稣诞生前几千年，旧约圣经就已经豫言记载，复活的基督将要成为我们的中保，基
督是我们人类的救主。约伯说：「地阿，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
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伯16:18-19)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
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祂，亲眼要看祂。」(伯
19:25-27) 
(1) 牛羊牲畜加倍 
(2) 儿子加倍 
(3) 女儿加倍: 耶米玛 (鸽子，亲爱的，极其美丽的) ，基洗亚 (桂皮，馨香之气) ，基连哈樸  
      (美丽的角，代表着能力) 
(4) 岁数加倍 
(5) 得长子的名分，双倍的产业  
 
    让我们思想旧约中约瑟成为雅各的长子，因此得到长子的名份与祝福。雅各临终时对约瑟
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
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创48:5) 约瑟的後裔算两个支派，得双份的产业。约瑟在神的眼
中是高过其馀的弟兄的，众弟兄们都要向他下拜。约瑟得了长子的名分。(代上5:1) 这与我们
有何关系呢?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豫定耶稣基督作长子，祂的尊荣超众。(罗8:29) 耶稣基督以长子的身
份到世上来。(来1:6) 祂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来2:10) 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
「千万不要行淫乱，如以扫一样，贪恋世俗，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後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
，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来
12:16-17) 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来12:22) 
愿我们都能像约伯所豫表的，在基督里得到神所赐长子的祝福和产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
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设立
的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以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徒
17:30-31)求主使我们敬畏上帝，存悔改的心，敬虔度日，儆醒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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