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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三十八至四十二章

第三十八章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

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

罢。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

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约伯记 38：1－7）

神在这里跟约伯谈到大地的创造，指出约伯对自然界所知甚少，祂说：「我立大地根基的

时后，你在那里呢？当晨星歌唱时，我把地的根基安在何处呢？」

这里讲到晨星，『星』通常是指天使，你记得启示录十二章里说到那龙从天上摔下来，带

走了三分之一的星辰，这就是指天使与撒但一同被摔下，你可以回想神创造大地时的情

景，那时天使也就是晨星一同齐唱，神的众子一同欢呼，神的众子也是指天使说的，耶稣

是被称为神的独生爱子是很特别的称呼，而一般的天使就称为神的众子，在 约伯记第一章

里，神的众子来到神前，撒但也在其中，在新约中我们被称为神的众子，约翰一书三章二

节，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

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约翰一书 3：2）

但耶稣却是神的独生爱子啊，当神创造大地时，晨星一同欢唱，那是何等荣耀的光景！

「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他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

布，」（约伯记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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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神说到大地，说到祂创造大地时：「当海水冲出如婴儿出母胎，谁能将海关闭呢？

我用云彩做大地的衣裳，厚云为包裹大地的布。」

「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闩，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

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

从其中驱逐出来么？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

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么？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

么。死荫的门，你曾见过么？」（约伯记 38：10－17）

第二节里，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约伯记 38：2）

神责备约伯讲论他所不知的事物：「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约伯一直说：「啊，我真

希望我死了，那儿一切都很安静，再没有记忆，没有思想，我真希望我死了，那里万物都

安息，人也安息了，」但神说：「约伯啊，你可曾到过那儿？死亡之门曾向你开启吗？约

伯，你一直在说这些事，但你对它却一点也不了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不可用约伯记中的经句来证明灵魂会睡觉的理论，也就是当人死后会进

入一种等待无知觉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感觉，人们常用约伯记或传道书来支持这

种灵魂睡觉的学说，当我们读到传道书时我会让你们知道为何不可引用传道书来证明这种

论点，这里不过是约伯的想法，神在责备他的谬论。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么？你若全知道，只管说罢。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

于何处。」（约伯记 3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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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到底住在那里？请告诉我今晚当你开灯时，黑暗到底到那里去了？它应该在附近，应是

很近才对，我们只要一关灯，黑暗马上就回来了，但它到底躲在那里呢？我不知道，但是

神用此来问约伯说：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约伯记 38：19）

「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室之路么？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

多。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么？」（约伯记 38：20－22）

每一片的雪花都有美丽的宝藏，你看过放大的雪花吗？好美的几何图形，没有两片雪花是

相同的呢！我们的神是喜欢多彩多姿，你看过暴风雪吗？我不知道一场暴风雪要用多少雪

花片，

但它可以把美国一大片地都覆盖起来，如果你拿一些雪花到显微镜下，就看到各式各样精

致的几何图形，完美的几何设计，没有两片是一样的，当约伯在说这些话时，他怎知这些

呢？「你曾进入雪库或雹仓吗？」

但他说了一些更有趣的事，

「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约伯记 38：23）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二次大战时，我们想运送炸药给联军，但我们的船常在运送途中就

被炸毁，因为炸药是很容易引爆的，事实上要点燃炸药，就是在炸药里摆上一点爆盖，只

要爆盖爆了，整个炸药也都跟着被点爆了。

但犹太科学家卫思麦发现如果把炸药用冰包起来运送的话就非常安全，毫无危险，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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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知多少被炸成碎片呢，神在此说祂把雪雹存起来，乃为打仗的日子，人一直到一九

一六年才发现这个道理呢。

「光亮从何路分开，」（约伯记 38：24）

神说：「光如何分开呢？」今天我们知道光是可以分开的，我们已可用三裬镜把光分开成

不同的成分，而神说这事时却是远在人知道光是可被分开之前，神向约伯提出这挑战时，

是远在我们发现三裬镜之前约好几千年呢。

「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

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约伯记 38：25－27）

神在此问约伯说：「谁浇灌野地使青草生长，百花开放？」

「雨有父么，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约伯记

38：28－29）

约伯啊，这些是怎么产生的呢？

「诸水坚硬〔或作隐藏〕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你能系住昴星的结么，能解开参星

的带么？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么，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么？」〔星原文作子〕（约伯

记 38：30－32）

昴星常被观星者误认为小北斗，昴星是冬天的星，出现在冬夜的天空，看起来像个斗子，

但实际上是昴星，或称为七姊妹，北极星是大北斗和小北斗星座中的一个，它是永远在正

北方的星，但只有在天气很好的夜晚，在沙漠或高山上你才能见到小北斗，所以人们很容

易把昴星误以为小北斗，可别弄错了，现在是秋天，如果你早起的话，可见到昴星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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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冬天的星座中你会看见一团的七姊妹星座，那就是昴星。

神在这里说：「你能把昴星的结绑起来吗？」天文学家多半相信昂星是我们现在星河中的

地心吸力的中心，而神在此告诉约伯：「你能把昂星的结绑起来吗？」事实上就是在暗示

我们所在星河的地心吸力的中心就是昂星，而我们的天文学家也发现正是如此。

然后神对约伯说：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么，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么？」（约伯记 38：32）

你能引导北斗吗？这个北斗是个流星，约伯当时怎可能知道呢？这星以每秒十二万五千英

哩的速度移动，神问约伯：「你想不想来驾御在天空里的北斗和跟随它的众星呢？」这北

斗比我们的太阳还大，秒速十二万五千英哩，你可要避开别的星球，以免造成我们宇宙的

大相撞，谢绝这邀请吧，神啊，请你继续掌管吧。

「你知道天的定例么，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么？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

么？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约伯记 38：33－35）

你能向闪电发命令吗？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约伯记 38：36）

你从何处得到知识？你从那里得到悟性？它们是从何处来？是谁创造了它们？谁让你有这

些能力呢？谁创造 DNA 基因呢？谁创造知识的细胞呢？神在这里谈到祂奇妙的创造，向

约伯指明祂创造的巧妙，就如同大卫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节说的：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 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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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住在何等巧妙的宇宙啊。

「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

见上节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密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

么？见上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约伯

记 38：37－41）

谁在看管宇宙？谁在看顾动物，乌鸦？

「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约伯记 38：

41）

神在这里提到小乌鸦在巢里哀叫，是在向神哀求呢！

第三十九章

「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么？母鹿下犊之期你能察定么？他们怀胎的月数，你

能数算么？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么？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你岂能用套绳

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她岂肯随你耙山谷之地。岂可信靠她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聚你

禾场上的谷么？鸵鸟的翅膀欢然搧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么？因她把蛋留在地上，

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

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因为神使她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她。」（约伯

记 39：1－3，10，12－17）

有些鸟是有特异的本能，是谁让金鸥知道要在春天飞到阿拉斯加的亚鲁逊海岛产卵生子

呢？是谁让它们有智慧飞越两千哩的海洋呢？当冬天来时这些小金鸥在生子后又回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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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是谁带领它们呢？是谁让 它们有这么好的导航本能，能不停的飞两千哩到夏威夷呢，

它们甚至会遇到时速高达一百哩的大风把它们吹离了航道，但它们还是找到路飞回夏威

夷，或许你说他们记得那条航道，但是那在双亲离开后两星期才飞回夏威夷的初生小海鸥

们是怎么知道路的呢？

神在对约伯说：「你自以为聪明，那就请告诉我，是谁做的这些奇事吧，」驼鸟生了蛋

后，一点也不担心有人会在沙上把蛋踩破，神使驼鸟没有智慧，以至它不在乎蛋是否会孵

出幼雏，但有些动物的母性本能很强；然后神说到马的大能和在战场上的勇敢等等，是谁

把这勇敢赐给马的呢？

「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藉你的智慧么？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

你的吩咐么？」（约伯记 39：26－27）

谁使大鹰有智慧，把鸟巢建在很高的山岩上。是你吩咐的吗？

「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雏也咂

血。被杀的人在那里，他也在那里。（约伯记 39：28－30）

第四十章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么？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罢。」

（约伯记 40：1－2）

「约伯，你想教我吗？」这岂不可笑，你想有人可以教神吗？简直是笨极了，但是你正碰

上一个呢！有多少时候我试着教神：「神啊，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我想你应这样做。」

「主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我笨得以为自己可以教神呢，当神不听我的吩咐，我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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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呢；

不幸的是，现今有多人正在发明些教导来告诉人如何来告诉神，指引神，做什么，什么时

候做，如何做等等，神得照着你的指令来做，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来告诉衪。他们把神的

能力夺走，而摆在人的手中：「你自己可以控制未来，是你如何的宣告控制着你的未

来，」只要你做正面积极的宣告，你就会有好的未来，他们把神控制人未来的权利剥夺，

而把它交给人，想不断的来教神做什么，这是很危险的，神对约伯说：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么？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罢。」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

说：「我是卑贱的。我用甚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摀口。」（约伯记 40：2－4）

神说：「约伯，你不是想教导我与我争辩吗，那好，你请回答吧，」约伯说：「主啊，我

能回答什么呢？我是卑贱的，我怎能教导你与你争论呢？我是多么的卑贱。」

「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

显自己为义么？」（约伯记 40：5－8）

请想一下，我觉得我们时常都犯这个罪，我们责备神来显自己为义：「我真不知神怎可如

此对我，无论如何我是清洁公义的，我没有犯过，神怎能让这事临到我呢？神对我真不公

平，神是不公的，祂居然让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好危险的论调。

「你有神那样的膀臂么？你能像祂发雷声么？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

他降卑。」（约伯记 40：9，11）

神对约伯说：「现在就请你这样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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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以荣耀庄严为妆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溢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

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伏，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约伯记 40：10－14）

神说：「如果你能使骄傲的人降服，使他们羞愧，如果你能做这些事，我就承认你可以救

自己。」

再来神就说到大象的例子，它的形状，大小食物等等。

第四十一章

这一章里神说到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无人确知，有人以为是有厚皮的鳄鱼，

有人以为是恐龙，也有人以为是河马，这些都是猜测，神说：「你能用钩抓住它好像抓鱼

吗？」

「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么，能用钩穿他的腮骨么？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么？

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作奴仆么？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么？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

拴住么？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么，能把他分给商人么？你能用倒钩枪扎满他的

皮，能用鱼叉叉满他的头么？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争战，就不再这样行罢。人指望捉

拿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丧胆么？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

站立得住呢？」（约伯记 41：2－10）

神继续谈到这怪兽，它的能力等等，要告诉约伯他实在是没有能力胜过自然界的一切，人

连自然界都胜不了，如何能在神前站立呢？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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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约伯记 42：1－2）

重点来了：「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做。」第二，「我知道没有任何想法可以向你隐藏。」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并不需人介绍祂这人如何，因祂知道这人心里的想法，你的想法是不能

向神隐藏的，神说有一天我们的每一个思想都要被审判，因神审判人的思想和内心的动

机，我们不是只是为所做的受审判，更是为做那些事的动机受审判，也许你现在做许多好

事但却有不好的动机，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说：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马太福音 6：1）

你若圣洁做善事为的是得人的称许，那就不对了，神要审判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工作都要

经过火的试验，许多像草木禾秸被火焚烧，能留下来的才有奖赏，如果你的动机不对，虽

然外表的行为是好的，也不能经过火的试验，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

所以约伯说：「主啊，我知道我无法向你隐藏我的心思。」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约伯记 42：3）

约伯承认，

「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记 42：3）

主啊，我实在没用大脑，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

你。」（约伯记 42：4－5）

约伯见到了神，他说：「神啊，我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当我们对神的认识从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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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心里时，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啊，从知识变成了经历：「神啊，我以前听过别人谈起

你，也跟别人谈到你，但都不是我自己真正知道的，也不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但现在我

亲耳听见你，亲眼见到你，我的生命就要整个改变，」马太五章八节，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 5：8）

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开启，见到神，我们才能在生命中真正的经历神，圣经也忽然向你开

启，当我们在圣灵中重生后，一个崭新的属灵领域开始了，我不再是听人谈论神，而是可

以自己亲眼见神，与神交通，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也就找到了自己。

「因此我厌恶自己，〔自己或作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 42：6）

当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时，他说：

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但以理书 10：8）

当彼得看见耶稣，他说：

「主阿，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 5：8）

当以赛亚看见主时，他说：

「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 6：5）

见到神是最能使人看见自己的真相，人常常自夸，但当他们一见到神，他们就很快的跪在

神前请求神：「神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如果我看见神眼中的我是一个罪人，无用

的人，我就不会再欺骗自己，自以为义，但这都得等我先遇见神才能成就，主啊，我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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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如今得以见你，见着你，就看见我自己的真相，我厌恶自己。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

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

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

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约伯记 42：7－8）

神不喜欢人到处说有关祂的错误的概念，或是替祂传说祂没有说过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

这样做，但神实在是不悦纳这些的，所以祂告诉以利法说：「你们对我的讲论是不对的，

你要献祭，请求约伯为你们做赦罪的祷告，我不听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所说的不对，约

伯的祷告我就听。」

于是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

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苦境原文作掳掠〕并且耶

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

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约伯记 42：9－11）

当约伯受苦的时后，这些人都到那里去了？

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

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

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

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约伯记 4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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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字是鸽子的意思。

次女叫基洗亚，（约伯记 42：14）

那是一种香料的名字。

三女叫基连哈朴。（约伯记 42：14）

意思是盛颜料的角，我不知为什么要为女孩取名为「颜料的角。」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约伯记 42：15－16）

如果约伯是与亚柏拉罕同时的人，活一百八十岁是很平常的，亚伯拉罕就活了一百八十

岁，这时大约是洪水后两个世纪，这时人还是很长寿的，约伯在这灾难后，又活了一百四

十岁。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约伯记 42：16）

他的子孙满堂。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记 42：17）

约伯的故事很有趣的，有痛苦，有患难，义人何以受苦呢？不义的人何以昌盛呢？虽然整

个故事都在谈到这些事，却没有给我们确定的答案，义人常遭患难，好人常受苦，我们不

知为何如此，好人有时夭折，生病，而恶人却顺利发达，我们都不知道为何如此，虽然我

们不知道原因，但我们不应乱下结论，好像约伯一样，约伯说：「做好人行事正直是不值

得的，因为你一样会受苦，」这是约伯从自己的经验中下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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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认识现今所受的苦楚是无法与将来耶稣来时在我们里面显出的荣耀相比；不错，我

们有时经历患难，痛苦，伤心，但比起神在永世里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就微不足道， 哥林多

后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 4：17）

请记住，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永远的，而我却只想到今天或明天，我常只在乎眼前的舒适与

富足，而神是在乎我们永远的舒适与富足，祂对我的带领都是以永远为目的，而我只想到

现在，但神不断在你的生命里做工，祂以永远为目的，希望你能在祂的国度里，永远享受

祂的祝福。

也许现在有什么事使你跌倒，你好像在深坑之中，神因着爱你，希望你能与祂永远同在，

所以会把能使你离开祂的事物拿去，这并不是神不爱你，神向你发怒，在惩罚你，事实上

神比你更知道你，你周遭的世界，你的弱点，祂是在保护你，照顾你；

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们很喜欢看我刮胡子，我先涂上肥皂，满腮白花花的，像个圣诞老

人一样，有的时候我得换刮胡刀片，他们就想来拿这刀片，我就会打他们的小手，说：

「不行，你们不能玩这个。」「爸爸，让我们玩吧。」「不行。」「坏爸爸。」其实我并

不坏，我只是爱他们，我知道玩刀片的危险，而他们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好像很好玩，可

以拿来割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后果很可能会割到手，割到脚，但我是知道后果的，所以

我禁止他们。

很多时后我们生神的气，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是因为神知道那会伤害你的，

会毁灭你的，神是以连续，永世的眼光来照顾你的福利，因祂的眼光是这么的深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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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都能明白，反倒以为遭遇不顺心的事，好像被剥夺什么了，但神所看的是永远，祂为

祂永远的旨意做工在我们身上，

当你看见不敬虔的人兴盛，你若记得这个，你就不会心怀不平，因为你知道他很快就会被

割下，当你经过患难时，你也不会困惑神，因神正在你身上作工，使你在天国里能得丰富

的赏赐，雅各书一章二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布书 1：2）

「哦，赞美神，这一星期我真惨！」神正在作工呢，祂爱我，使我经过火的试验，我现在

经过试验，我就能知道有多少我作的工作可以存留到永远，这总强若在审判日才看到所有

的工作都是草木禾秸不经一烧，仅仅赤身露体进入天堂，神爱你，祂用永世的眼光来造就

你。

父啊，我们感谢你制造我们，原谅我们的抱怨愚蠢，对你愚昧的指责，因我们的不成熟，

我们知识的有限，我们才这样说的，帮助我们知道你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

使我们也常以永远为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