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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祷告

12
上 帝 的
主权

圣经金句 	 	

[马太福音]6章9-13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

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

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圣经主题	

约伯承认上帝的主权，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上帝都在掌管。

教师默想 

约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行为完全正直。他不仅自己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例，

还警醒教导儿女谨守上帝的律例。凭着一颗在上帝面前诚实、无愧的心，约伯得到

上帝的喜悦，上帝在众子面前夸赞约伯的敬畏之心无人能及，这是人在上帝面前所

能得到的最大的荣耀了。

上帝的夸赞没有落空。当撒但在上帝的允许下攻击约伯，使约伯经受试炼，痛

失儿女、财产和健康时，约伯的三个朋友轮流指责约伯，说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

为自己的罪，因为他得罪了上帝，三个朋友认为：上帝是公义的，无可指责的，让

不义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正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因此，约伯所遭遇的既显明了上帝

的公义，又显明了约伯的罪孽；而这时，约伯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犯罪、，没有得罪

上帝，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是罪的结果，而是上帝在行使主权，“是神倾覆我，用

网罗围绕我”（[约伯记]19章6节），虽然约伯落在了悲惨的境地，但是他没有向

上帝发出一句怨言和质疑，他承认上帝的主权，接受上帝所赐的境遇，并起誓说：

学习目的 	我们要承认上帝的主权，并俯伏在上帝的

掌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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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

诈之语。”（[约伯记]27章4节）

最后，上帝再一次夸赞约伯对上

帝的认识远远胜过那三位朋友（[约伯

记]42章7节）。为什么这样说呢？仔

细查考约伯的言语，我们会发现：约

伯承认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完全

可以按照自己的定意行事，“赏赐的是

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做事不

需要任何条件，不受任何限制，并且约伯愿意顺

服上帝的主权，决不以自己的口得罪上帝。

承认上帝至高的主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不仅想揣测和

把握人的行为，甚至还想揣测和把握上帝的作为。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也会问

主那个天生瞎眼的人是因谁犯罪而致病的，但是主的回答告诉我们，上帝有绝对的主

权，上帝定意要在人身上显出荣耀时，就不在乎人的行为。（[约翰福音]9章1-3节）

教学点滴

有时候，孩子们会认为您建议的活动没有趣味，他们不太愿意参与。如果是一两个

学生有这样的反应，您可以继续进行准备好的活动，最后您常常会发现那些刚开始不感

兴趣的学生会不知不觉地加入进来，并且玩得很开心。当然，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避免让孩子们感到乏味，您也可以请孩子们自己提出活动建议，并请孩子们自己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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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前奏 

材料:	小纸片、笔

准备:	您在小纸片上分别写出下面的一些命令，一张

写一个：一天吃三次药、明天按时交作业、红灯停绿

灯行、举起手来不许动、预备跑、快回家。

过程：

1.把学生分成两组，每组发三张写好的小纸片。请学生在小纸片的背面写出这

是谁发出的命令。

2.第一组向开始考验第二组：说出发这些命令的人，例如医生、警察等，请第

二组猜一猜小纸片上写的是什么样的命令。

3.第二组猜出来后，由第二组考验第一组。

4.继续进行，直到每个命令都猜出来。如果学生还有兴趣，可以请他们自己学

出一些命令和相关的人物，再进行一轮。

5.您提出下面的问题，带领学生思考游戏的意义：

你们猜命令的时候，有什么根据？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命令是××（医生）说的，而不是其他人说的？

你可以对谁下命令？为什么？

我们看到，不同职业和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权

力，可以管理不同领域的事情；当他们发出命

令的时候，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所

以其他人都应当听从他们。

上帝是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生命

和生活拥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掌管我

们的一切，我们应当认识到并承认上帝

的主权。

·

·

·

·

 目标：
了解：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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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查经

目标：明白：无论在何种境况下，约伯都敬畏上帝，承认上帝的主权。

经文：[约伯记]1章1节-2章10节

引言

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连上帝都夸赞他。今天我们要看看，当

约伯处在悲惨境地时，他还坚持敬畏上帝，做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吗。

查考

学生分成三组，各组认真查考[约伯记]1章1节-2章10节，然后根据经文内容编排一

个短剧，鼓励学生把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加进去，丰富短剧的内容。您在学生查考和排

剧的过程中，提出下面的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经文。最后，各组轮流表演，表

演后您根据下面的“经文解读”补充讲解经文。

 参考资料

东方：以色列人居住在约但河以西，河对岸的一切

都是东方，包括从南部的米甸到北部的亚兰旷野。

至大的：这里是与财富有关的，其他译本中译

为“昌大”（吕振中译本）、“首富”（现代中文译

本）。

筵宴：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快乐、满足的生活，没有

任何关于醉酒、放纵或懒惰的暗示，我们也没有看出约

伯为此感到焦虑。这些愉悦的家庭聚会是上帝的祝福。

“约伯常常这样行”：“常常”的字面意义是“他

所有的日子”。

问题：

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约伯的家庭情况是什么

样的？

约伯的家产有多少？

约伯的孩子们生活怎么

样？

约伯经常做什么？你认

为他为什么这样做？

·

·

·

·

·

[约伯记]1章1-5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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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解读：

约伯敬畏上帝，行事为人正直，又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完全人。上帝也赐福给

约伯。在东方，没有人比约伯更为富有。尽管，在物质上非常富有，但这些财物并没

有占居约伯所有的时间，也没有使约伯远离上帝。约伯与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他爱上

帝，敬畏上帝，常常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和家人的罪献祭。他也总是警醒地提醒儿

女，要在上帝面前自洁。

[约伯记]1章6-12节二

 参考资料

 神的众子：神的众子就是指天

使，也就是服役的灵。天使中有一

些是堕落的天使，比如：撒但。撒

但很有能力，例如他能给约伯带来

灾难和痛苦，但是他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超出上帝限定的范围。

问题：

你认为撒但通常在哪些地方？

上帝怎样夸赞约伯？

撒但提出约伯敬畏上帝的原因是什么？

上帝允许撒但做什么？

经文解读：

撒但是堕落的天使，其目的是破坏上

帝与人的关系，其工作就是整天四处寻找可以网罗和辖制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

撒但工作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控告人。撒但说约伯敬畏上帝，是因为上帝给他那么多

的祝福，如果上帝不是这样祝福他，他一定会离弃上帝的，撒但是意思是：约伯对

上帝的敬畏是用上帝对约伯的祝福交换来的。还记得撒但曾经诱使先祖背逆、得罪

上帝的事情吗？那一次，撒但否认上帝的良善，这一次，撒但又想否认约伯的敬畏

之心。

于是，上帝允许撒但拿走约伯所拥有的儿女、财产，看看撒但对约伯的控告是

否站得住脚。约伯是否会因为遭遇的苦难离弃上帝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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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问题：

一共有几个人来报信给约伯？

什么人掳掠了约伯的牛和驴？

群羊是怎么死的？

什么人掳去了约伯的骆驼？

约伯的儿女是怎么死的？

听到这些噩耗以后，约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经文解读：

这一天的开始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牛在耕地，驴在吃草，儿女们在欢聚。然而

一切的灾难就在转眼间发生了。示巴人杀了仆人，掳走了牲畜；羊群也在大火中被烧

灭；骆驼被迦勒底人掳去；最让约伯痛心的是，他的儿女都在一次灾难中全部丧生。

眨眼之间，约伯的财富化为乌有，变得一贫如洗。如果失去财产还不是最让人悲

痛的事，那么失去亲人的打击就更重了。噩耗一个接一个，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约

伯撕裂外袍，剃了头，悲痛万分地伏在地上。

即使在这悲惨的状况中，约伯仍然没有离弃上帝。他既没有抱怨上帝，更没有质

疑上帝，而是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认定上帝的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

是耶和华。”约伯相信：无论是万贯家财，还是众多儿女，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人

所拥有的没有什么不是来自上帝，上帝在这一切事情上帝作主、作王，赏赐和收取都

是上帝的主权。

问题：

上帝第二次怎样夸赞约伯？

撒但又说了什么？

·

·

·

·

·

·

·

·

[约伯记]2章1-10节 四

[约伯记]1章13-22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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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约伯经历了从巨富到赤贫、从健康到疾病的痛苦，这一次次的灾难考验了约伯敬畏

上帝的心。在经历了重大的苦难后，约伯依然持守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义，不以口犯罪得

罪上帝，约伯承认上帝的主权，承认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无论是欢乐平安，还是患难

痛苦，上帝都执掌王权。约伯对上帝的认识，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跟从、敬拜上帝，

只是因为上帝是值得跟从和敬拜的。

上帝允许撒但做什么？

约伯又遭遇了什么？

约伯遭遇到这些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什么？

约伯怎样回应他的妻子？你认为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约伯坚信上帝的主

权，明白上帝在一切事情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人要做的就是不要犯罪、得罪上

帝。）

经文解读：

约伯没有离弃上帝。在第一次的挑战中撒但失败了。但是撒但并没有善罢甘

休，他又来到上帝面前，继续控告约伯。撒但看到约伯失去财富和儿女这些身外之

物后，并没有离弃上帝；但是诡计多端的撒但知道：比这些身外之物更令人看重

的，是人自己的身体健康，很多人甚至会为了身体的健康，舍弃一切的财富。于

是，撒但控告约伯没有离弃上帝是因为上帝还保守他的身体健康。

上帝允许撒但击打约伯，这一次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浑身上下惨不

忍睹，约伯苦不堪言。他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这时，约伯的妻子看

见约伯生不如死的境况，就劝说约伯：“你弃掉神，死了吧！”

人在病痛中心灵常常是非常脆弱的，这时候特别期盼得到家人的安慰。但是，

约伯的妻子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安慰，反而劝他离弃上帝，因此约伯责备妻子是“愚

顽的人”。约伯没有被病痛击倒，他没有抱怨上帝，而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承认上

帝的公义，承认自己的卑微。约伯没有以自我的状况为中心，衡量上帝的作为。撒

但的诡计又一次落空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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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天地

过程：

您带领学生复习主祷文，先读一两遍，然后大

家一起背诵。学生分成两组，各组商量怎样向别人表

明约伯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然后，各组请一位志愿者

当约伯，分享约伯内心的感受。最后，您提出下面的问题带领学生讨论。

问题：

你是否遇到过令你很难过的事情？你是怎样面对的？

也许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和约伯的遭遇完全不同，但是我们也会经历各种失去，

经历疾病，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约伯的故事提醒我们什么？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信念，让约伯在患难时依然没有离弃上帝？

生活应用挑战：

每一天，你都可能遇到一些让你灰心、失望的事情，甚至是一些让你痛苦、悲

伤的事情。我们都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我们应

当怎样面对呢？约伯的经历告诉我们：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做王掌权，我们要承认

上帝的主权，并相信上帝的公义和信实。邀请几为志愿者开声祷告中，祈求上帝在

我们的生命中作主，并赐给我们信靠上帝、单单仰望上帝的心，最后您结束祷告。

·

·

·

 目标：
明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承认上帝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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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光：你会怎么做？

材料：圣经、纸、笔

过程：

1.把学生分成两人小组。两个人面对面站立，把手背在后面。

2.您说出1-10之间的一个数字，两人同时伸出手指，看看两人的手指相加等于多

少，哪个组相加的数字等于您说的数字，这个组就有机会说出一个很令人灰心、丧

气、痛苦的事情，并请其他一个小组说说：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将会怎么做。

3.您再说出其他的数字，继续游戏。

4.请其他的小组从[约伯记]中找出一句经文，写在小纸上，小组之间彼此赠送。

1.您可以请各小组轮流带领游戏。

2.您可以建议学生提出其他的话题，例如最高

兴的事情、最大的愿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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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敬畏上帝的约伯

材料:	圣经、较硬的白纸、彩纸、剪刀、胶水、彩笔、打孔机、绳子

准备:	您按照下面的步骤，制作一幅手工图。

过程： 

1.展示您做好的手工图。约伯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非常痛苦，但是他却

决意不离开上帝。约伯相信上帝在一切事情上的主权。今天，我们做一个手工，名

叫“敬畏上帝的约伯”。

2.请学生把彩纸剪成各种几何图形：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半圆形

等。

3.每人发一张较硬的白纸，学生利用剪好的几何图形，拼帖出“敬畏上帝的约

伯”。（如图所示）

4.学生用彩笔装饰图案，画出人物的细节，包括胡须、衣服的纹饰、帽子等。

5.学生在画好的图片上方打两个洞，穿过一根绳子，做成挂图。

6.学生将做好的挂图带回家挂在墙上，或者挂在教室的墙上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