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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第三章 哀歌

1-2 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
03 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
04 愿那日变为黑暗；愿 神不从上面寻找它；

愿亮光不照于其上。
05 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 愿密云停在其上 愿日蚀恐吓它05 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蚀恐吓它。
06 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

也不入月中的数目也不入月中的数目。
07 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08 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
09 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

也不见早晨的光线；
10 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
11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
12 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12 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

13 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
14 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 谋士14 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谋士，
15 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
16 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期 ，归 ，

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17 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

听 音18 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
19 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
20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20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21 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
22 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
23 人的道路既然遮隐，

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
24 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唉哼的声音涌出如水。
25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25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26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第一章 约伯的财富、儿女，通通被剥走了，

给撒但剥第二层皮 健康也不见了第二章 给撒但剥第二层皮，健康也不见了，

第三章 进入哀歌，从 11 为何、为何，20 也多次的为何，

是受苦的人第 件问说：「上帝啊 不公平！Why 为何？」是受苦的人第一件问说：「上帝啊，不公平！Why，为何？」

 03-10 约伯咒诅自己的「生辰八字」
 11-19 约伯吐露自己但愿出生时就死的渴望 11-19 约伯吐露自己但愿出生时就死的渴望
 20-26 约伯怨叹受苦者为何不能死亡得解脱

约伯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抗议 咒诅约伯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抗议、咒诅，

质疑上帝是故意加害、给那些患难者有活下去的机会…
让想死 厌烦的受苦的人 却又不能死让想死、厌烦的受苦的人，却又不能死

 不见棺材不掉泪是普通人，受苦的人是不见坟墓不高兴

撒但质疑上帝用保护约伯的篱笆 (第 章)撒但质疑上帝用保护约伯的篱笆 (第一章)，

现在约伯是怪上帝 – 你把我困住了，

搁浅的约伯 自己觉得是上帝把他绑住搁浅的约伯，自己觉得是上帝把他绑住，

「我很想死、你不让我死！」



约伯最苦的是有五个层次：

经济上的 家庭 儿女全死 肉体 用瓦片刮身体经济上的，家庭、儿女全死，肉体、用瓦片刮身体，

社会性的、妻离子散、朋友通通遗弃他，

更可怜是灵性 集中在第三章 满满的 26 节更可怜是灵性、集中在第三章，满满的 26 节

记载了他的抱怨，完全是哀歌。

从哀歌 受苦的约伯 可以体会到几个重点：从哀歌、受苦的约伯，可以体会到几个重点：

一、苦难一开始总令人痛苦难当的，

甚至怀疑自己为何活着 不如死了一了百了甚至怀疑自己为何活着、不如死了 了百了。

这个是没有受苦的人不会体会的，

 没有当过病人的医生不了解病人的苦 没有当过病人的医生不了解病人的苦

 没有濒临死亡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死亡的滋味

圣经容许 第三章 把那个痛苦完完全全呈现在他生命当中，

且出自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约伯的口中。

如果你痛苦的时候，读 约伯记第三章 会得到安慰，如果你痛苦的时候，读 约伯记第 章 会得到安慰，

因为里面确实记载人会痛苦难当。

二、苦难叫人恐惧、惊惶、不知所措，似乎受了咒诅，

害怕下 个苦难又会莫名奇妙地临到

三25-26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 不得平静 也不得安息 却有患难来到

害怕下一个苦难又会莫名奇妙地临到…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

三、苦难叫人想寻找答案 –
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为何遭遇这么多的苦难？

六24 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六24 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

为什么会这么惨？敬畏上帝、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

四、苦难会使人成为好讥讽、易怒、言语急躁、自艾自叹，

甚至使人误解、无法亲近的人。

第三章 的抱怨之后，他的朋友以利法就说话了…

四2 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

苦难就进入人的情绪的层次。

五、苦难让人怀疑自己、怀疑上帝为何让恶人蒙福，

上帝 你的公义在哪里？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

三20 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我自己敬畏上帝，为什么没有公义？

罪 有带来 罚 我 有罪却带来 罚为什么罪没有带来了罚、我没有罪却带来了罚？

六、苦难使人心中充满灰色、黑暗，越怪上帝！

忧郁症读 第三章 能够解压，因为约伯了解那是什么味道

七、苦难使人渴望倾吐、倾听，得人的安慰、帮助…、苦难使人渴 倾吐、倾听，得人的安慰、帮助

七11 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
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他很想把里面吐露出来，希望有人可以听我的声音，

朋友应该用慈爱来待他 –朋友应该用慈爱来待他

「你们应当听我，我很苦！」

八、苦难使人无助，会向上帝哀诉、求告。

会产生三个神学问题会产生三个神学问题 –
上帝公平吗？上帝隐藏吗？上帝还存在吗？

苦难会使人发觉我人生到尽头了 我最好还没有出生苦难会使人发觉我人生到尽头了，我最好还没有出生，

怀孕的那个晚上，天黑地暗、我爸妈不要同房，

最好那天不存在 因此我也不存在最好那天不存在、因此我也不存在，

就不需要这么痛苦！

心理学人痛苦的最大极致 第三章 完全有心理学人痛苦的最大极致 第三章 完全有。

所有临终者往往有五个心态，癌症、已经是第四期的人…
1 震惊跟否认 不可能 怎么可能！1. 震惊跟否认，不可能、怎么可能！

2. 生气跟愤怒，怎么可能临到我，上帝怎让这事情临到我？

3 会讨价还价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狠？再容我活两年？3. 会讨价还价，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狠？再容我活两年？

4. 沮丧跟忧郁，我一定没有救了、进入痛苦的阴霾

5. 接纳事实，说：好，我了解…接纳事实， ：好，我了解

临终者的心态，在 第三章 找得到。



牵涉到整个圣经的人观 –
原来没有神的人是非常可怜的！原来没有神的人是非常可怜的！

第三章 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

新约保罗写喜乐的腓立比书「你们要靠主喜乐」新约保罗写喜乐的腓立比书「你们要靠主喜乐」，

腓二 却有以巴弗提生病了，苦难连保罗的同工也躲不掉

保罗 林后十二 我有 根刺 连保罗自己逃不掉保罗 林后十二 我有一根刺，连保罗自己逃不掉

诗篇有三分之一的比例是咒诅诗，跟苦难有关的

耶稣用 诗廿二 我父 我父 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用 诗廿二 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种苦难的孤独感，耶稣有、保罗有、摩西有、以利亚有，

戴德生：「所有上帝所用的任何伟人，通通是软弱的！」戴德生：「所有上帝所用的任何伟人，通通是软弱的！」

第三章 满满的抱怨就变成非常重要的真理 –
 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接纳你的软弱 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接纳你的软弱

 受苦的时候留心，只要继续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检查的结果发觉没有对不起上帝的话，检查的结果发觉没有对不起 帝的话，

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候上帝。

第三章 苦难的反思

旷野 沙漠 最佳的神学院一、旷野和沙漠是神儿女最佳的神学院，

苦难可以熬炼人的个性、塑造品格。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诗一一九71a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罗五3b-4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摩西在旷野四十年 是进入人生下半场的属灵学校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是进入人生下半场的属灵学校。

二、搁浅并非世界末日，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让我 洁净好 预备好 承担上帝的托付让我们洁净好、预备好，承担上帝的托付。

约伯才 第三章，还有满多要继续走下去的…

彼前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受过苦好让你不遇见试探，，

受过苦好让你不愿意犯罪。

三、当人受苦的时候，上帝跟我们一同受苦。

第 章 第 章 上帝在上面 看起来很远 第一章、第二章 上帝在上面，看起来很远，

但他一直在观看、从来没有离席、只是没有显现

到 三十八章 他出场的时候 借着海滩让你知道到 三十八章 他出场的时候，借着海滩让你知道–
海浪不超过海滩边缘、撒但不能越神的雷池一步，

当你受苦的时候，他比你更苦！当你受苦的时候，他比你更苦！

新约也是如此，当扫罗逼迫信徒 (徒九)

耶稣竟然说：「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竟然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很傻眼，「我逼迫的不是大马色的信徒吗？」

这影响扫罗、后来的保罗写歌罗西书、以弗所书 –这影响扫罗、后来的保罗写歌罗西书、以弗所书
基督跟教会是不能分割的，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信徒受逼迫时、耶稣会显现，教会是耶稣所爱的，

所以教会受苦、耶稣当然知道，他也受苦

神的儿女受苦、上帝也一同受苦，他了解你的心情。

四、上帝沉默的时候，静静地享受他的同在，他会动工的…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赛四十31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

等候神是受苦的人重启希望的一把钥匙，

 这时继续信靠 仰望 这个隧道不知道还多久 这时继续信靠、仰望，这个隧道不知道还多久，

但只有信心，才是人类对神表达爱的最好方式

 对上帝的信心多大 上帝永远在上面掌权 他永远多大 对上帝的信心多大，上帝永远在上面掌权、他永远多大，

他虽然沉默，并不是不知道你在受苦

因此上帝如果沉默，你继续享受他的同在，因此上帝如果沉默，你继续享受他的同在，

他准备动工的时候，你就跟他！

五 不要让「哭」停留在心中 上帝容许你讲出来五、不要让「哭」停留在心中，上帝容许你讲出来，

不要让忧伤的灵继续存在你心中，

忧伤的灵会使骨枯干…忧伤 灵会使骨枯干

箴四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 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到上帝面前说：我把我的软弱交给你。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主，

了解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你并没有离开我们，

苦难跟患难成为我们最佳属灵温床苦难跟患难成为我们最佳属灵温床，
熬炼我们，好让我们像金子。

帮助我们搜寻里面有任何帮助我们搜寻里面有任何
不讨你喜欢的地方，

靠主继续往前行靠主继续往前行，
而不要在突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