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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五至十章

第五章

「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约伯记 5：1）

以利法对约伯说：

「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那一位呢？」（约伯记 5：1）

他们那时似乎发展出圣人理论，在遇到患难时，可以向他们求助以脱离患难。朋友问：你

知道那种圣人可以治疗毒疮？

「忿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

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约伯记 5：2－4）

这里是在指责约伯愚蠢，因为约伯的孩子被房子压死了。他说： 「我曾见愚妄人，他们的

儿女在城门口被压。」

「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

灭了。」（约伯记 5：5）

示巴人和迦勒底人把约伯所有的一切都偷走了。你看到吗？他把这一切都套用在约伯身

上。他说：「你的遭遇证明你是愚妄人。你一旦种毒根，咒诅就会在某一天忽然临到，失

去一切。」

「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

腾。」（约伯记 5：6－7）

这是人有关生命的伟大哲理，对不对？即「人是为受苦而生，如同火星飞腾。」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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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情常常如此。

「至于我，我必仰望神，」（约伯记 5：8）

这里，他在劝约伯寻求神。

「把我的事情托付祂。祂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

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

成就。祂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

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

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

教。」（约伯记 5：8－17）

很明显的，所罗门很熟习约伯记。他曾在箴言三章十一节里劝诫他的儿子，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祂的责备。（箴言 3：11）

同样的保罗在新约希伯来书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我认为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无论

是谁写了希伯来书，这卷书中都引用了这句话：「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希伯来

书 12：5）被神管教的人是有福的。

这里，以利法对约伯说：「你不要轻视主的管教，得主管教反而要欢喜。」别轻视这管

教。

「因为祂打破，又缠裹。祂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祂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

无法害你。」（约伯记 5：18－19）

在此，他没有举出七个例子，但至少说了三个。第一，神会在饥荒中拯救你。

「在饥荒中，祂必救你脱离死亡。在争战中，祂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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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约伯记 5：20－21）

对了，一共举出了四种脱离患难的例子，没有讲其他三个。此后，他回过头来谈讲论饥荒

道：

「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约伯记 5：22）

这是第五样，

「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棚平安，要查

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寿高

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须要听，要知道是

与自己有益。」（约伯记 5：23－27）

他说：「约伯啊，事情就是这样。桥归桥，路归路。听我的吧，把跟神的关系搞好，这是

为你着想。」

第六章

约伯回答说：「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约伯记 6：1－2）

这很生动，似乎可以让你看得见。当时的天平即是一边放不同重量的砝码，另一边你可以

摆上要秤的东西，如你要买的葡萄等物。当两边平衡的时后，就可以算出东西的重量。看

看磕码，你就可以知道物品的重量。约伯说：「惟愿我的灾难和忧愁摆在枰里，」

「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约伯记 6：3）

你可以想象所有的海沙摆在天秤的一边，以后你把约伯的灾难，忧愁放在另一边，这两边

就会平衡。我想，他有些夸张，说： 「我的苦难甚至比海沙还重。」

「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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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盐，岂可吃么，蛋青有甚么滋味

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惟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约伯

记 6：3－8）

约伯啊，你到底要什么呢？

「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约伯记 6：9）

可怜的老约伯，他真是苦恼至极，说：「我只希望神能答应我的请求，让我死掉。我真是

活不下去了。」我相信我们大家经历这种痛苦绝望时，头脑中都曾冒出过这种想法：「神

啊，请你答应我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念头，多半只是说说而已。比如我们说：

「噢，神啊，你让我死了算了。」但那并不是我们的真实想法。我们往往说： 「噢，我真

想死。」但不是愿意真正死去。

比如一个人在烈日下搬运重东西。他来到河旁，缷下重担，坐了下来。他觉得整个人都累

垮了，于是说：「死亡啊，死亡啊，你些快来吧。」突然间，他感到有人拍自己的肩膀。

一看，死亡真的来了。对他说：「你叫我吗？」那人连忙说：「啊，是的，可不可以帮忙

把东西放在我背上，让我继续赶路。」很多时后，我们并不是真的想死，只是想在痛苦中

发泄一下。约伯也是这样，他说：「但愿我死掉」时，并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甚

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甚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

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么。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么？」（约伯记 6：

10－14）

这里是他对以利法的评论发表的意见。

「那将要灰心…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约伯记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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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我的朋友，我现在需要同情，不是批判。

「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

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约伯记 6：15－17）

这是一首形象鲜明的诗歌。他说：「我的朋友像冰，像雪。他们看起来象朋友，但天一

热，他们就不见了。」我也有过这样的朋友。只能算是酒肉朋友，不是患难之交。

「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约伯记 6：18）

二十一节，

「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

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么？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么？』」

（约伯记 6：21－23）

约伯说：「嘿，朋友，是我请你们来的吗？我求过你们什么吗？别再说了，我烦透了。我

没有向你要什么！也没请你们来。」

「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约伯记 6：24）

你讲的有价值，我就洗耳躬听。但你说的，毫无意义。

「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但你们责备，是在责备甚么呢？」

（约伯记 6：24－25）

约伯的话可真犀利。

「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他的言语么？」（约伯记 6：26）

你们的话如风一样，没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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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想为孤儿拈阄，以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决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

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么。我的口里，岂不辨奸恶

么？」（约伯记 6：27－30）

第七章

「人在世上岂无争战么？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么？像奴仆切慕黑影，」（约伯记

7：1－2）

这里说，仆人盼望夜晚的来临，因为他晚上可以休息。

「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

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

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约伯记 7：2－5）

这里，约伯说到自己可怜的光景，尘土一的层层沾在他要结疤的伤口上，遍满了全身，令

人呕心。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

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

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约伯记 7：6－9）

约伯真是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

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

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

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罢。因我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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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是虚空。人算甚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约伯记 7：10－17）

约伯拒绝以利法说：「别管我了，我宁可自己噎死，也不想再听你说什么。死了比活站着

更好。」十七节开始，他对神说：

「人算甚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约伯记 7：17）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人算什么，神竟高抬他，将他放在祂心上。我很喜欢大卫今早带我们

敬拜时说的：「主啊，袮竟为我这个带给袮痛苦的人而死，叫我在你的宝血上有份。」他

说他喜欢唱：「奇异大爱，竟能如此！何等救主竟为我死。」我们应该对着镜子唱。在这

里，约伯好像也在看着镜子说：

「人算甚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约伯记 7：17）

我算什么，神竟把我摆在心上，竟要和我沟通，要我响应祂。这就是神的奥秘，超出了我

的理解能力。

「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鉴察人的主

阿，我若有罪，于你何妨。」（约伯记 7：18－20）

这里，约伯对死的描述非常形象：「我在咽自己的唾沫，不能进食。我完了。神啊，我犯

了罪，又与你何干？」

「鉴察人的主阿，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

不在了。」（约伯记 7：20－21）

约伯向神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呢？为什么不解除我的痛苦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约伯大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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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这时，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说话了：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

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祂，祂使他们受报应。」（约伯记 8：2－4）

现在他在攻击孩子们。也许他们犯了罪，所以神把他们除灭，你怎能因此埋怨神呢？

「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祂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

兴旺。」（约伯记 8：5－6）

祂会关照你。

「你起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发达。请你考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

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

里发出言语来呢？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约伯记 8：6－11）

无疑，蒲草长在河边的泥里。

「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尚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约伯记 8：

11－12）

意思是，你约伯就像成长中的芦苇，还青绿时就因干旱割下。伪君子的生命就是这样。约

伯啊，你一定是个伪君子。

「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虔敬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

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

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

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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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

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棚，必归于无有。」（约伯记 8：13－22）

大致上，比勒达是在对约伯说：「神是公平的，公义的。请把你的辩解向神陈述，与他重

建正确的关系，然后一切都会好转，问题就可以解决。你是伪君子，需要调整与神的关

系，事情即可解决，再次蒙神祝福。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不然不可能遭遇如此，一定是哪

里出了大问题。」

第九章

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约伯记 9：1－2）

注意，他说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真理，虽然常常有人不相信

神果真如此。撒但对夏娃的第一个试探就是神的公平问题。撒但宣称神不公平：「神禁止

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他知道你一吃，就会跟他一样聪明。」牠公然挑战神的公

义。

撒但如今仍然经常向神的公义发起挑战。我常听人们说：「充满爱的神怎能将人送入地

狱？这样公平吗？充满爱的神怎能让孩子们饿死呢？怎能让战争杀死这么多人？」这些问

题的本质就是在暗示神不公平，不公义。「神怎能让这事发生在我身上？神啊，你对我实

在不公平。」

这里约伯说：「是啊，我知道你说得对，我知道神是公义的，我认识神。」我们大家都必

须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会遇见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比如神怎能送一个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

人到地狱去？比如有一个人在非州的小村子中长大，从未听过福音，这人死后神怎能将他

送到地狱遭受永刑呢？第一，我要声明，圣经上并没说神会送一个从未听福音的人下地

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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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圣经确实说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我不知道神会怎样审判，但我知道我听见祂的判决后，

会说：「很公平。」那一定是公平的，因为神是公义的，虽然神的公义常常受到仇敌的挑

战。

约伯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来到神面前

为自己申诉？怎么在神前称义？神是那么伟大，祂的智慧那么宽广。祂问我一千个问题，

我一个也回答不出。在神前我是这样微小，与祂相比，我是这么渺小，我只是地球上的一

粒微尘，怎能来到神面前，申诉说：『神啊，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

神创造了宇宙，参星，昴星，北极星；神能使大山，如圣海伦山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在

华盛顿州建一段高速公路，人们用最新进的机器，花了五个月时间，每天工作二十四小

时，每周七天都不间断，才移开了约一百万立方英码的盐土。而神在二十七分钟内，就把

五十三亿五千万立方英码同样的盐土弄成粉末并分散到全美各地。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人即使尽力也无法与神相提并论。

祂震动大地，创造诸星，用手铺盖穹苍，我怎能来到这样的神面前站立。我根本看不到

祂，虽然知道祂就在我四周。我也摸不着祂，我伸出手来，祂却不在那里。所以人怎能到

神前去申诉呢？

你说与神恢复关系后，一切都会好转，只要来到神前陈诉就行。但我怎能来到神面前呢？

你说的我都同意，神是公义的，但我不知如何才能到这伟大而无穷的神面前陈诉我的冤

情，我们之间的鸿沟太大了。

在诗篇第八篇中，大卫从是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先说到天，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

甚么，你竟眷顾他？（诗篇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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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下到人间，他看见了人与神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里，约伯是从地上向天上看，结

果看到同样的事情：「看到自己时我想，我算什么，怎能站在神前，怎能在神前辩解自己

无罪。」

「若论力量，祂真有能力。若论审判，祂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

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

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祂都灭绝。』」（约伯记 9：19－22）

换句话说，做好人并不能使我免遭患难，好人坏人神都毁灭，我这样说或许该责罚，但我

还是要说。

然后他论到朋友说：

「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约伯

记 9：30－31）

我能说什么呢？我无法说自己多么公义，多么无辜，我即使洁净了自己，仍会被你扔进坑

中。

之后，约伯论及神说：

「祂本不像我是人，」（约伯记 9：32）

你记得吗？我们常常想把神拉下来，跟我们平起平坐。我们常常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

所写的人：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

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

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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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罗马书 1：18，21，22，25）

看到没，这些人总想把神降格。他们不把神当神来荣耀。我若是想命令神做什么，就是不

荣耀祂。我若这样要求神：「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或

是：「神啊，我觉得你实在应该这样做。」你规定神做某件事。这也是不荣耀神。而是想

把祂拉到与你同等的地位，想把它变成能从油灯里跑出来的精灵，以满足你的三个愿望。

神不是个精灵，也不是魔术师。祷告的目的也不一定要如你所愿。祷告的真正目的是叫神

的旨意成就。神所知的比我毕生所知的多得多，我所能做的最聪明的祷告就是：「父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当我不知道求什么时，我从不需担心。因为有一半的时候，我都不知应如何祈求，但我仍

然从容，有信心。因为我面对具体情况不知如何祷告时，只要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

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祷告。我可以这样相信神，因为祂比我伟大多了，祂的智慧是

无人可比。其实，我们连比的资格都没有。有限的能与无限的比吗？我们与祂相差太远

了，无法相提并论。

你叫我与神调正关系，很好，谢谢你帮了个大忙。问题是谁能为我定个时间，让我伸诉？

我怎能到神前去陈诉自己的案情呢？如果祂问我一千个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岂不会

被当作不守信的证人赶出法庭。祂可不象我，只是一个人。我可以对祂说：「嘿，你在作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吗？祂又不象我，只是一个人。

「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双方按手。」（约伯记 9：33）

我的情况真的毫无希望。神是这么伟大，虽然知道祂存在，我还是无法看见祂，接近祂，

触摸祂。我知道祂是公义的，但我无法跟祂争论。我只是个人，而祂是无限的神。唯一的

办法就是找一个听讼的人，可以在我们二人中做主。但是，找不到这样的中保，找不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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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人。

我是多么感谢神给我们新约的启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提摩太前书 2：5）

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可以听讼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

式，（腓立比书 2：6－7）

祂有机会见到天父，又降世为人，可以遇见我。祂在肉身各方面和我一样受试探，好在我

受试探的时能帮助我。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

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 1：1，14）

那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说：「那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

手摸过的…现在，我们将所看见传给你们。」（约翰一书 1：1，3）约翰说：「我亲手摸

到了祂。」而约伯却说：「我摸不到祂。」

虽然人从来不能造一座桥到神那里，但是神以祂无穷的恩典建造一座桥，通到人这里来。

在所有其他宗教里，你都可看见人们在努力搭建通到神那边的桥梁，想尽力到神那里，想

摸着神，找到神，发现神。

但基督教是神来找人。因此，基督教合符理性，合符逻辑，而其他的宗教则不合理性，不

合逻辑。

因为有限的人去寻找无限的神不合理性，不合逻辑；但无限的神来找我们有限的人则是合

理的，也符合逻辑，令人可信。这正是基督教传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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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约翰福音 3：16）

祂借着差遣独生子来到世上搭建起了这座桥梁，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伯在吶喊，一个被剥夺一切的人，其心最深处只有一个渴求，就是寻求神。

亨利・壮蒙爵士在他充满睿智的科学著述《自然和超自然》中说到：人体细胞的蛋白质里

有许多的小触角都在寻找神。当你抛开「吃什么」之类的无聊话题后，还有什么可谈的

呢？你将触及到生命的本质，不再谈「回家前加点汽油。」或「我们应买辆新福特轿

车。」或「我们该搬家了。」这些平常占满了我们生活的俗事。

与这些问题剥离开后，你就会触及生命的本质问题，而人真正的需要就是遇见神。我怎样

才能遇见神呢？我怎么认识祂？摸着祂呢？在神与人中间，除非有一位可以到神那里又可

以到人这边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这人根本不存在。

约伯啊，你错了，这人已经来了，祂站在神和人中间。衪不仅与父相连，又是我的朋友。

借着耶稣，我能与神接触，衪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听讼人，使我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得以满

足，使我心中的渴求得以实现。我已认识了神，摸着了神；同时，神也借着耶稣摸着我。

你也许会看着我说：「你这可怜的人，是不是疯了，你真以为你能摸着神吗？你如果真这

样想，那是你的事。」也许你会觉得我可怜。但我要告诉你，你对我的可怜远不及我对那

些从未遇见神的人的怜悯那么多。他们无法说：「我被神摸着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叫做

被神摸着的人才真正可怜。他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同在的喜乐。他们才值得同情，不

要来同情我，我好得很。

第十章

约伯记第十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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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烦我的性命， 」（约伯记 10：1）

他又陷入了痛苦之中。他本想找答案却找不着，所以又回来述说他生命的痛苦。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

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

美么？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么？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

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寻察我的罪过么？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

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记念，制造我如

抟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么？』」（约伯记 10：1－9）

约伯在这里向神陈述他的案情：「神啊，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看见我所看的吗？

你听得到吗？主啊，你知道吗？是你用尘土创造了我，请你记念这事。」对我而言，神确

实记得这事，所以感觉很安慰。在诗篇中我们读到，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 103：14）

你不是超人，也不是女超人，你不过是尘土；也不是超级圣人，虽然你很想做个圣人，或

许有时甚至以为自己就是圣人。但你不过是尘土，由尘土所造。神记得这一点。

父啊，谢谢袮还记得，有时我倒忘了，就高抬自己，以为自己能做许多超过自己能力的

事。我夸张自己取得的成就，我骄傲自满。祂就在爱中把我打下来，结果我又失败了，什

么都不是，把事情搞砸了。「哦，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事临到我？我对自己是如此失

望。我又失败了，跌了跤。」祂就说：「你不过是尘土，忘了吗？」「是吗？」「是啊，

我可没忘。」祂知道你我的身体不是铁打的，不过是尘土。约伯在这里提醒神，他说的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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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记念，制造我如抟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么？」（约伯记 10：9）

「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么？」（约伯记 10：10）

这是形象的诗歌用语。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给我的身体围上篱笆。」（约伯记 10：11）

你看得到你的骨骼好像篱笆吗？

「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

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察看我，并不赦免我

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

情。」（约伯记 10：11-15）

神啊，我被整得稀里胡涂，根本不懂生命，也没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哦，神啊，

请你察看我的苦情。

我一生中，有好几次都与约伯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怎么了，所有的事都杂乱一

堆。主啊，求你察看我的苦情。

「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

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

（约伯记 10：16－18）

主啊，你为何让我活着出母胎呢？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

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么。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

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见上节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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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好像幽暗。」（约伯记 10：18－22）

神啊，可否在我死前宽容我一点。我太困惑了。

这章的结尾真的很黑暗。不幸的是，我们得读到卅八章才能见到一些亮光，所以请再撑一

会儿。生命的原生态就是如此。这些就是人生命中的基本问题。把人通常依赖的东西都撤

走之后，生命还需要什么？

在约伯身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虽然不太令人高兴，也不太完美，但我们确实都有更基

本的需要。神正是借着耶稣基督满足了我们这些需要，约伯心底深处的每一个呼求，在新

约中，都借着耶稣基督给出了答案。因为神是要在基督里解决人的基本需要。我真的满心

感谢赞美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