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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和《歌羅西書》研讀
《希伯來書》和《歌羅西書》共同的主要信息：說明主耶穌基督

的超越性，尊貴性。《希伯來書》約在主後68年寫成。當時在

耶路撒冷第二代的猶太人基督徒，正面對著極大的迫害，或許他

們也感覺到將要來臨的大迫害(主後70年羅馬軍隊前來把聖殿拆

毀，許多基督徒受迫害)。所以，當時這些猶太人第二代信徒，整

體在考慮要否承認他們自己的信仰 (deny their confession)，
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考慮重回猶太教。

《希伯來書》作者對這樣的行為作出回應：作者指出基督的

超越性，及不承認自己信仰的五大危機。作者也教導讀者信心和

愛心的重要功課。

A. 基督的超越性 (希伯來書)

1. 更超越的啟示：超越先知 (來1:1-3)

2. 更超越的身分：超越天使 (來1:4-2:18)

3. 更超越的救主：超越摩西 (來3:1-4:13)

4. 更超越的祭司：超越亞倫 (來4:14-6:20)

5. 更超越的祭司等次：麥基洗德的等次 (來7:1-28)

6. 更超越的約：成就新約 (來8:1-13)



[02]   Newsletter 2021 / May Issue 30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21年 5 月 第三十 期   [03]

[鄧牧專文]

7. 更超越的帳幕：超越舊約的會

幕 (來9:1-10)

8. 更超越的祭物：基督的身體  

(來9:11-28)
9. 更超越的祭司職分及救贖的 

果效 (來10:1-18)

B. 《希伯來書》中提到基督徒信仰的

五大警告：危機

1. 第一個警告：不聽的危機  

(不可忽略主的話，隨流失去) 

(來2:1-4)

2. 第二個警告：不信的危機(不可

不信主的話)(來3:7-4:13)

3. 第三個警告：不長進及離棄的

危機 (不可對主的話沒有反應)

(來5:11-6:20)

4. 第四個警告：不承認的危機(不

可故意犯罪：踐踏基督及褻慢

聖靈)(來10:19-39)

5.  第五個警告：不受教的危機 

(不可違背棄絕基督的話與管

教)(來12:25-29)

C. 基督徒超越的人生(生活)： 

信心，愛心 (來11:1-13:19)

1. 基督徒信心的榜樣和忍耐 

(盼望) (來11:1-12:29)

2. 基督徒愛心的生活 

(來13:1-19)

《希伯來書》沒有教導基督徒可以

失去救恩。一次真正的信主得救，

是永遠得救。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

會失去福氣：被主用的機會。

《歌羅西書》說明：

A. 尊貴崇高無比的基督 (西1:-20)

1. 祂是神

2. 祂是創造的主宰

3. 祂是教會的元首

B. 基督徒尊貴崇高無比的信仰 

(西2:1-23)

1. 基督是一切知識的源頭

2. 基督是一切的滿足

 不要追求世間的小學或理學，

如諾斯底主義，不要追求律法

主義，神秘和禁慾主義。

C. 基督徒尊貴崇高無比的生活 

(呼召) (西3:1-4:6)

1. 要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是追求

地上的滿足。(西3:1-4)

2. 要除去未信主前犯罪的世俗生

活習慣，及世上的價值觀。要

脫去舊行為，穿上新人。 

(西3:5-11)

3. 要靠主過新的信心生活。 

要奉主耶穌的名行事。 

(西3:12-17)

4. 要建立美好人與人的關係 (在

家庭，社會)。(西 3:18-4:1)

5. 要禱告，在智慧，言語上活出

美好的見證。(西 4:2-6)

讓我們一起研讀《希伯來書》，《歌羅

西書》這兩書卷，持守信仰，堅固自己的信

心，過信心、愛心、禱告的生活，追求在基

督裡真正的滿足。

[迴響]

正
如書中人物提幔人以利法所講：「人

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

(伯5：7)。我們每一個人於生命裏都難免

遇上過或大或小的苦難：疾病、意外、親人

離世、甚至天災人禍。人生為甚麼會有苦難

呢？千百年來，多少哲學家、思想家都試圖

去解答這個問題，但從來沒有一個答案可稱

完滿。而在苦難中受苦的人，也常會有另外

一個問題：「何必偏偏選中我？」相信這個

問題也是難以解答的。

那麼，《約伯記》可有給這些苦難問

題一個直接明確的答案呢？它沒有。書裏的

主人翁約伯本是一位極有名望的財主，擁有

許多僕婢、牲畜；兼且人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但卻一天陷入絕大的苦難當

中，財產盡失，妻怨子亡，惡疾纏身。在

痛苦中他感到悲哀、挫敗、困惑、不平，甚

至絕望求死。他向神問了許多關於苦難的問

題，他冀盼能到達神面前，親身聽到神的解

釋，他更加向神埋怨。結果神竟真的在旋風

中對約伯說話。不過神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

問題。反而責問約伯的無知和驕傲，又提醒

約伯神在大自然奇妙的作為，祂所創造的萬

物，無不精妙完美，而你約伯又懂得甚麼呢？

奇妙的是約伯雖然沒有從神那處得到

直接的答案，但神給他的間接回答，顯然觸

動了他的悟性，也許苦難的試練令約伯的靈

命更成長。首先，他看到神是何等的偉大，

反觀人是何等的卑微，所以我們要謙卑俯伏

在神面前，人又怎能與神爭辯呢？其次，他

看清楚自己的驕傲和自義。神的道路高過我

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的

安排肯定勝過我們能想像的千百倍。神有時

會向人啟示祂的旨意，讓人知曉。但祂不會

事事向我們顯明，更遑論解釋。還有，神既

然創造了人，又怎會不愛我們甚或苦害我們

呢？以神的大能，要阻止苦難的發生本是輕

而易舉，所以若神允許苦難的發生，一定有

祂的美意。最後約伯終於明白過來，說出了

那句千古傳頌的話：「我從前風聞有 ，現

在親眼看見 。」(伯42:5)。他也懊悔自己

向神的埋怨，全面對神謙卑順服。

雖然苦難的由來，對我們來說仍然是

一個奧祕。但讀《約伯記》讓我們看到要學

習謙卑順服，教我們努力不斷去尋求神、認

識神、倚靠神。神掌管著宇宙萬物，祂有自

己的時間與計劃，有祂的主權，人豈能阻撓

呢？唯有藉著神向人啟示，無知的我們才能

明白祂的旨意。苦難雖然帶給我們傷痛，但

我們定要持守著對神的信心，這也能幫助到

我們在苦難中歷練成長。感謝神，向我們施

憐憫、賜恩典的天父。

✑  Andy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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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伯在道德上是一個完全人，描繪一個較

為人性的約伯，他對神的批評有時甚至

顯得無禮和過分。苦難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只要我們活著，總要面臨喪失親友的悲痛。20
世紀是苦難深重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傷亡慘

重，多少人無家可歸，家財盡失，受難家屬已

逐漸走出死蔭的山谷，對信主的受害者而言，

他們也已經抵達光明的彼岸，與上帝同在。人

生有苦難，任何人都無法逃避，沒有人能免除

悲劇和失望，包括義人：約伯。曾在自己、家

庭和財業慘遭不幸時，對著沉默的上帝呼喊道:

「上帝啊，不要判定我的罪；請指示我，我犯

了甚麼過失？ 輕看 親手所創造的人，卻向

邪惡人的計謀微笑。 這樣殘酷，合理嗎?」 

(意取伯10:2-3)約伯面對苦難、友人的誤解，

妻子的詛咒:「你棄掉神，死了吧!」(伯2:9)，
他的信心反而被挑起，他知道一切答案在上帝

那裡，他要向上帝陳明他的苦情，他要向上帝

詢問苦難的原因。但上帝不回答約伯的問題，

卻在風雨中以一連串大自然的現象，反問約

伯：「如果身為造物主的我能創造出如此奇妙

的世界，難道你無法在你不能理解的地方信任

我嗎？」奇妙地，約伯終於醒悟，而在爐灰中

懊悔不巳。上帝讓他看到在苦難之上有更高的

層次，有一個比苦難更重要、更大的創造者、

救贖者，祂幫助約伯不再定睛於自己的苦難，

而學習全心倚靠祂。所以約伯跳出苦難，勝過

苦難的試煉，信心更加成長。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祂經歷苦難，

在十架上走過人生極苦的深處，祂以愛和饒恕

的行動向我們指出信仰的勇氣和盼望，幫助我

們穿過這看似不公平的苦難，走過苦難的另一

端。約伯苦難的結局，是上帝加倍的賜福。聖

經告訴我們，敬畏上帝的，至終必得豐盛的生

命。約伯仍然沒有他所知道的答案；他對上帝

與撒但間的挑戰仍然一無所知。他只是單純

相信，在生死存亡之際，上帝的信實是可靠。

上帝是公義的，不管現今情況如可，未來一定

有平安、正義和喜樂。人類的歷史是取決於未

來，不是現在。至終，不但公義會被執行，而

且人們會親眼看到祂的公義。

如今，同樣的話語仍舊安慰著無數倚靠上

帝度過信心煎熬的靈魂。對受苦的人來說，上

帝不是從天上給他們安慰，而是安靜地參與在

受苦者之中。上帝沒有應許信祂的人會一帆風

順，卻應許與他們同在，這種同在就是最大的

安慰。上帝沒有解釋未必能安慰受難者，惟有

認同、體會、接納才能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

祂要我們與哀哭的人同哀哭，與喜樂的人同喜

樂，與受苦的人同在，因為我們的愛白白得

來，也要白白地分享給別人。

《約伯記》可以幫助我更加認識神的主

權，祂掌管宇宙天地萬物，祂的應許必應驗，

是照祂的美意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也在

約伯身上學習功課，他忍受苦難絲毫未減他對

神的信靠，他是正直敬畏神的人，給我們無比

的勇氣來面對、來勝利克服苦難，他從苦難中

得到曙光，他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阿們!

✑  Jenny Yiu
[迴響]

在
過去的一年中，新冠疫情帶來了人類

歷史另一場的浩劫。無數國家的災情

嚴重，引致各種各樣的苦難。倘若以約伯三

友的論點而言，就只是那些惡人才會患上

新冠肺炎，那些強暴人才遭疫症奪取親人的

性命，又因為人犯了罪才會導致他經濟崩

潰....

約伯三個朋友，以三對一來控告與斥責

約伯，指正他受苦必是因他犯了罪。

當約伯忽然失去所有的兒女和財富，加

上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受盡心靈和皮肉之

苦的同時，三友在全無證據下極力冤枉他，

有如雪上加霜，以幾把鹽灑在他的傷口中。

這造成了本是一個義人的約伯，悲傷激

昂的情緒再加上催化劑，開始厭棄性命，對

神生怨。(從這處看到人口中所出的言語，

可以成為一種導體，使人陷入罪中。)

在當時來說，約伯可算是世界重量級

苦難比賽冠軍得主。但當我思想到，在十架

上受鞭打的耶穌，控告祂的不是三個人，而

是全體的群眾！祂無辜的被冤枉，失去祂本

來所有的尊榮。祂的身、心、靈在受到極度

痛楚的時候，皮破血流，也全然順服神，遵

行祂旨意，沒有質疑，沒有埋怨，被罵不還

口，完全沒有因受苦而犯罪。我們的主所受

的痛苦才是世界之最!!

聖經《創世記》中告訴我們：自從始祖

犯了罪後，地就受了咒詛，整個世界受到虧

損，不再有完美。

我們感謝已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祂曾

應許過，在世上，我們有苦難，但我們可以

放心，祂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 
祂是勝過死亡、勝過罪惡，是那位活著的救

贖主，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約伯記19:25) 。
我們從今不需再恐懼，因祂救我們脫離將來

神的忿怒，(帖撒羅尼迦前書1:10)，就是

七年的大災難，將是人類最大的恐懼，但在

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我們的試煉卻可免

去。(啟示錄 3:10)

在疫情帶來的種種困苦中，願世人都早

日能接受救主耶穌，得著安慰與新的盼望。

願信徒們在苦難的低谷中，能更認識神，堅

信神仍在掌權，安靜和耐心等候神應許的實

現，除去憂傷與恐懼，因為神是以馬內利與

我們同在的神，以後必接我們到榮耀裡。

✑ 薇語
《約伯記》屬於舊約的智

慧文學，希伯來聖經把它

置於智慧文學之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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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很期待查考《約伯記》，其中的名

句，「我從前風聞有 ，現在親眼看見

。」(伯42:5)，早已深印腦海，他是何等

有福！但別忘記，他所受的打擊、災難、痛

苦，被家人、親友誤解、指責，甚至唾棄，非

常人所能忍受；連他所敬畏的大能者──耶和

華神也好像遠離他，在懲罰他，然而他一向問

心無愧，敬畏神，是位優秀的家長，正直不

阿，慈悲為懷，真的不明白，為何掉入這般淒

慘境地？

他的三個好友，以利法、比勒達和瑣

法，分別從本處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目睹

他的慘況，都為他哀慟，實是難能可貴。

三友都有高尚道德水準，深信神是公義

的，必賞罰分明，故在與約伯三輪對話中，均

認為約伯定是行了不義之事，忘記、離開了神

而被懲罰，凡忘記神的人，如蒲草無泥，蘆荻

無水，焉能生長，不敬虔的人，必無指望，乃

要滅亡。(參伯8:11-13)，但他們是摯友，豈

不知他有高尚情操，樂善好施，愛神愛人的心

是真切的嗎？

約伯因此惱恨他們竟不了解他，認定他

有罪孽，並強要他快快認罪悔改。他惟一的希

望是能與神明辯，因他深信神知他是正直無辜

的；在三友強烈指責下，他向神口出怨言。

《約伯記》開宗明義已闡明，神很愛約

伯，知道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祂，遠離惡事

的人，但因撒但的譭謗，使神容許撒但去試探

他，以致他陷入絕境。雖然如此，約伯仍深信

會見到神，說：「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

了必站立在地上。」(伯19:25)，又說：「然

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祂試煉我之後，我必如

精金。」(伯23:10)

神也確實向他說話，問了他約一百個問

題，使他啞口無言，找不到答案，且知口舌得

罪了神；才明白神是萬事都能作，祂的旨意不

能攔阻。(參伯42:2)，也認識自己和人類的

渺小，神的偉大。最終神責備其三友；在約伯

為他們祈禱後，神將他從苦境中回轉，並厚賜

他比前更豐盛的家庭、產業並長壽。

二、三月時，在悉尼的藍山，發現一

種罕見的野花盛開，有幸目見。這花的種子

能蟄伏在泥土中達百年，須逢暴熱、山火

後，合時的滂沱大雨才能發芽生長；上次花

期是在1957年。記得去年夏天，世紀山火

肆虐山林，隨後豪雨連連，這種名為 Pink 
Flannel 的淺粉紅色，直徑約一厘米半，狀略

似雛菊的小野花，便在酷熱及烈火經煉後，喜

逢恩雨大降而復生。

[06]   Newsletter 2021 / May Issue 30

[迴響]

你可能覺得標題應是《約伯記》是一本難

讀的書，說得不錯。約伯與友人的對話

喋喋不休，冗長累贅，對現代人的生活節奏，

即流行的即食文化是頗難接受的。但我想說的

是約伯的人生就是一本難讀的書。

筆者信主初期，牧者勸勉快把聖經速讀

一遍，但讀到《約伯記》真是很難一口氣看下

去。由於對聖經的認識膚淺，加上不多的人生

閱歷，覺得每人所講皆頭頭是道，看不到書

中要帶出的主要信息。三友與約伯同坐七天七

夜，一言不發，我安坐家中看一遍也覺內容冗

長而不耐煩看下去，所以始終沒認真讀過一

遍。雖然有機會在聽道時知道末後神的啟示，

當中的邏輯思路，就是世人對苦難的詮釋就錯

過了。

感謝神，由於聖經信息查經班的課程涵蓋

聖經每本經卷，從而有機會細讀此書，概論大綱

起提綱挈領的作用，仔細的讀約伯與朋友間的對

話，除了感受約伯遭逢巨變的內心痛苦，並在此

看到了世人普遍的神觀 — 相信神按人的行為作

出因果報應，亦仿如功利主義的成功神學。

約伯在頃刻間承受接二連三的天災人禍，

導致家破人亡。他的傷痛應是去到人世間苦難

的最大極限。曾有遭逢家庭巨變的作家，她蒙

受內心難以言喻的痛楚時，曾說：「但願我是

一個無情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豈能對失去

至親無動於衷？這種傷逝只有時間能療傷，信

主的人有永恆盼望是最大的安慰。約伯除失去

身外的財產和至親外，身體長滿了毒瘡，心靈

的痛苦、肉體的痛苦，卻無人了解，包括枕邊

人和摯友。中國諺語有云「得一知己，死而無

憾。」約伯自問清白無辜，但朋友一口咬定他

是因罪受罰，在唇槍舌劍間更動了血氣，說出

尖酸刻薄的說話，有如向傷者的傷口撒鹽。約

伯覺得世上無人明白他，真是有冤無路訴，難

怪他覺得生不如死，不如乾脆死了得解脫。

世人包括約伯相信公義的神是賞善罰惡

的，約伯的朋友不去客觀查究，還振振有辭覺

得約伯受苦是犯罪的結果。約伯自覺沒有犯過

什麼罪，若義人遭禍，便是神不公平，或道神

對義的標準是人不能達到的，那誰可以來作中

保主持公道呢？他向神呼求，神卻默然無語，

好像坐視不理，不施援手。約伯在沒有指望

下，如何活下去？他落到信心的低谷時，埋怨

是神攻擊他。其實神的計劃，人有限的智慧不

能測透，苦難竟可緣於此？這是歷世歷代解釋

不了的人生難題，亦是很多人拒絕接受不能透

解苦難、避免苦難的基督教為信仰的其中一個

原因。

當神最終以宇宙的奧祕來問約伯時，約伯

沒有答案。神不用向人解釋苦難的奧祕，正如

祂不用向人解釋宇宙的奧祕一樣。面對宇宙主

宰的臨在，約伯已然進入超越了人世間苦難的

境界，謙卑降服於神的主權下。正如詩歌【當

轉眼仰望耶穌】的副歌所說：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顯為虛

空。」

若不是作者在開首展示在天上的背景，約

伯的苦難便成為千古懸謎。約伯之後未必有類

似故事的重演，我們從中可以學習的是不要窮

於明白為何苦難臨到，而是要知道如何緊緊地

倚靠神，對祂的應許堅定不移；並要相信一切

所發生的，必有祂的美意。

「然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祂試煉我之

後，我必如精金。」伯23:10

✑ 小雨點

這使我想起約伯的悲、喜故事；也提醒

我們，若要安慰、扶助在困難、悲苦的人，要

用愛心，細細地聽傾訴，得知事情始末，才用

溫柔話，並處身設想，以行動協助解決困難，

同心代禱。不要像約伯的三友，其論點雖正

確，但用錯了方式，下錯了判斷，以致愈辯愈

糟，反目成仇。如詩人所言：「耶和華啊！求

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141:3)更
求神指教我們，當遇到患難時，緊記神曾應

許，如詩歌詞中說：「我雙手扶持你，我雙臂

環抱你，我必不忘記或離開你；我是你救贖

主，我必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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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人告訴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

是強壯可到八十，在這頗長的時段，

我相信沒有人是無經歷過苦難的，嬰孩呱呱

落地時，不也是哭著面世的嗎？

《約伯記》聯合智慧書和詩歌體裁，全

書一環扣一環，道出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人

生問題。

1. 撒但對人的攻擊：

(I) 是無情的

撒但兩次向神控告約伯，述說這

個道德上完美的，並且敬畏神的

人，若神容讓牠用最嚴厲的方法

來考驗約伯，他必當面棄掉神。

於是撒但使約伯的人生在一日之

間，由尊貴富足的人上人跌入深

淵，失去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並一切的牲畜和僕婢 (報信者得

倖免)。

約伯在極度哀慟中仍不犯罪，謙

卑伏在地上說：「賞賜的是耶和

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伯

1:21中)

(II) 是不承認失敗的

撒但再擊打約伯，使他從腳掌

到頭頂長毒瘡，奇癢難當，要用

瓦片刮身體；這時，連一直支持

他的妻子，此刻也引誘約伯棄絕

神。苦難卻讓約伯對神的信心更

為堅強，說出：「難道我們從神

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伯

2:10中)

2. 朋友的角色並重要性：

約伯三位尊貴的朋友以利法，比

勒達和瑣法都約會同來安慰他，

並七天七夜坐在地上陪伴他，由

約伯打破沉默開口咒詛自己的生

日起，述說他不明白何以像他行

為正直的人要受如此苦難。在與

朋友的三輪對話中，他們一致認

為約伯是因行惡，犯了罪才會陷

在痛苦中，甚至假設約伯欺負孤

兒寡婦並貧苦困乏的人；無故強

取弟兄養生之物為當頭等等，所

以要求他悔改。

作為一個敬虔的人，約伯清楚自

己沒有刻意得罪神，也沒有虧欠

任何人，朋友們沒有仔細聆聽他

的心底話，沒有理解他所受的苦

楚，更奇怪的是沒有一人為約伯

禱告神。他們的同在並沒有帶給

約伯任何的鼓勵和安慰，相反，

[迴響]

✑ 盧鄭碧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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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聯合控告和自以為是，只

能帶給約伯因愁苦而懼怕，如軍

隊波浪式的進攻，一批又一批；

並使他厭煩自己的性命，問神為

何使他出母胎？

真正的朋友是我們的良師益友，

懂得憐恤關心，陪伴安慰，聆聽

分析，同心禱告，求神幫助。

3. 從苦難中得福：

人是需要歷練才會成長的，約

伯的自義，在苦難中埋怨神，質

疑神的公平與公義，到後來承認

苦難使他成為精金，並真正認識

到神的偉大、公義和公平，形

容神待他有密友之情，他從前風

聞有神，現在親眼看見神。(伯

42:5)

約伯有寬大的心胸，為控訴他的

三友祈禱，而使他們獲神寬宥。

自己也脫離苦海，獲神加倍的賜

福與他，約伯喪失的七個兒子，

三個女兒如數得到補償，牲畜比

先前更多，而約伯的壽數是一百

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

代，日子滿足而死。

約
伯記》是聖經中六十六卷書中最古老的書籍，

也是聖經中第一卷詩篇性的著作。《約伯記》

的記載約主前2000 年；相對于中國的夏朝。

在未開始查考《約伯記》前，實對《約伯記》的

認識很少，尤其是約伯與三友三輪的談話。現根據鄧英

善牧師的查經課程，查到《約伯記》第五課的第二十六

章，感到對我個人患難中的靈命成長很有啟發性。

從《約伯記》中認識到約伯在神面前是一個完全

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人。在神的允許下，撒但

攻擊約伯，以考驗約伯對神的敬畏。這結果令約伯突

然失去所有產業及兒女們，但約伯仍堅定仰望神。

『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

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

頌的。』(伯1:21）

撒但第二度擊打約伯，使他全身長毒瘡受痛楚，

及遭妻子咒罵；但約伯並無怨言。

『難道我們從神手裏得福，不也受禍嗎？在這一

切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伯2:10下）

約伯的三友名以利法、比勒達及瑣法聽聞約伯的

災禍，就從本處約會同來，陪伴安慰悲傷痛苦中的約

伯。約伯與三友在三論的交談辯論中，三友均認定約

伯是因犯罪才遭到災禍。由最初的暗示，鼓勵約伯要

認罪悔改，以致第二輪的提醒並指責，及第三輪直接

指證約伯犯罪，並強調約伯要悔改。

而約伯的回應卻是期望三友的同情及了解。在持

續的苦難、眾叛親離及內外的煎熬下，他申訴不是因

犯罪得罪神而遭患難。在絕境中，約伯欲尋死，但他

✑ 戚麗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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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渴望尋求神，而未有回應；致埋怨神不審

判惡人，以為神不公平。

在反思中，令我認識到人在遭患難時，

易墜入信心的不足，以致埋怨、憤怒。屬靈

的脆弱，皆因信主的意念經不起考驗試煉。

但神是有慈愛憐憫，學習在患難中多讀聖

經、禱告，與神建立關係。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

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

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

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約伯的三友原出於善意，自遠方來，七

天七夜陪伴約伯；但他們自以為是，未經探

究便置評；更沒以約伯身處的角度來考慮。

以致不單未能安慰幫助苦難中的約伯，更多

次不實的指責令約伯受傷害。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多時都會充當

了陪伴、慰問、關懷的角色。令我警醒到個

人在這方面應有的裝備。正如鄧牧師所提出

對好輔導員的提醒，更應以主內的關愛、同

情、陪伴、聆聽，保守自己的心懷意念，謹

言慎行，多代禱，適時適切地幫助受輔導者

作出合宜正能量的建議。

感謝神寶貴的恩典，與約伯相比，我們

現有聖經的教誨，有真理可循。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後3:16）

約伯嘆息找不到一位中保，但我們現有

耶穌基督作中保。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

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提前2:5）

更且有聖靈作保惠師。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

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8:27)

[協會消息]
 

 1/07/2020- 1/07/2019- 
 31/12/2020 30/06/2020 
        $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6,860.13 7,926.55
奉獻	 31,160.00 84,683.80
其它收入	 2,460.50 8,033.61
總收入 40,480.63 100,643.96
銷售成本及開支	 36,899.20 84,705.52
營運盈餘  3,581.43   15,938.44
政府疫情資助 22,300.00 10,000.00
總盈餘 25,881.43    25,938.44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2020/21年度上半年收支簡報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 
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可用以下 
奉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 
收條寄回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聚會地點点  希伯來書、歌羅西書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19/7/21	~	13/9/21	(9周)
	 90	Homebush	Rd	 	 	 11/10/21	~	25/10/21	(3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19/7/21	~	13/9/21	(9周)
	 51	Hawkesbury	Rd		 	 11/10/21	~	25/10/21	(3周)	
	 Westmead	
	 NSW	2145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19/7/21	~	13/9/21	(9周)
	 Church	of	Christ	 	 		 11/10/21	~	25/10/21	(3周)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20/7/21	~	14/9/21	(9周)
	 	 		 	 	 12/10/21	~	26/10/21	(3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20/7/21	~	14/9/21	(9周)
	 1A,	Kensington	St	 	 	 12/10/21	~	26/10/21	(3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21/7/21	~	15/9/21	(9周)
	 5-7	Castle	Hill	Rd	 	 	 13/10/21	~	27/10/21	(3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22/7/21	~	23/9/21	(9周)*
	 2/4	Gladstone	Rd	 	 	 14/10/21	~	28/10/21	(3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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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信息查经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2021	年课程可自选地点及	
时段参加			
日间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夜间	:	晚上	7:30	至晚上	9:30

讲师：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由於該中心5/8有特別活動，當天停課一天。以上日期和地點的安排，日後如有變動，將在查經班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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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讓 240 多位弟兄姊妹透過 Zoom 媒體順利完成《伯、拿、鴻》

上學期研讀，求神保守看顧下學期一切運作順暢，學員繼續有美好的學習

和參與。

• 求神保守帶領在悉尼、墨爾本、阿德雷德及柏斯等地的查經班繼續實體或

使用網上平台進行，挑旺學員對神話語的渴慕，也希望能在澳洲其他地方

的教會得到推廣發展。

• 求神親自吸引更多人報讀於 19/7/2021 開始的《希伯來書》和《歌羅西

書》研讀，一同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並興起新同工。

• 求神讓協會董事會因應疫情，尋求祂的指引去決定鄧牧師下次到訪的行程

安排和十五周年慶典的籌備事宜。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行動上、禱告上、經濟上回應協會各樣的需要。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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