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伯記的歷史背景，很可能比五經的時期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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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七課…

約伯記



書中沒有提到律法的細節



約伯的財產是以牛羊牲畜的數量為標準，
族長時期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財富都是 牛羊牲畜來計算
財富都是以牛羊牲畜來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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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可以了解約伯記故事發生的情節，
是早於摩西五經律法頒佈之前。

開始播放

猶太人的他勒目經典，主張他的作者是摩西…
約伯 當中有
約伯記當中有一些律法的用語，
律法的用語
七21 約伯在答辯的時候，說到 ─
為何不赦免我的過犯，除掉我的罪孽？
 這是約伯跟朋友在幾回合的循環辯論中，
他會問神 ─ 你為什麼不赦免？
 赦免、除掉都是五經中律法的用語，
當人獻贖罪祭的時候，
負罪的羊是背負人的罪，就是除掉、赦免
這個用語，
 延續五經、律法當中，上帝自己說祂要赦免
延續五經 律法當中 上帝自己說祂要赦免
 不然有誰知道神能夠赦免人的罪呢？
上帝從獻祭的禮儀裡
上帝從獻祭的禮儀裡，
神自己宣告祂是可以赦免人罪孽的神。

約伯記的文意脈絡，發言人很多、有很多的辯論…
─ 故事體裁，敘事文體
第三章 開始詩歌體裁，平行存在 ─
 不只是字裡行間
 整體結構發現平行、首尾呼應

一至二章 前言

三章 約伯開場的哀歌

三個循環，約伯跟三個朋友辯論…
三個循環
約伯跟三個朋友辯論
四至十四 第一循環
以利法 約伯 比勒達
以利法、約伯，比勒達、…
都先辯論，之後轉向上帝說話
十五至廿一 第二循環 以利法…比勒達…瑣法…
十五至廿
廿二至廿七 第三循環 瑣法沒有說話
四十3 5 四二1 6 約伯末段的告白
四十3-5、四二1-6
四二7-17 結語

─ 故事體裁，敘事文體

約伯記的文意脈絡…
─ 故事體裁，敘事文體
三章 約伯開場的哀歌
一至二 前言

四至廿七 約伯跟三個朋友三個循環的辯論…
廿八章 智慧之詩的插句

沒有辯論，在探討智慧何處尋呢？
廿九至卅一 約伯反省
廿九至卅
約伯反省「我真的有犯罪嗎？」
我真的有犯罪嗎？」
廿九 四一 三段獨白
廿九-四一
卅二至卅七 最年輕的朋友以利戶說話
引用約伯的話，然後回應
卅八至四一 上帝說話，兩回合
四十3 5、四二1 6 約伯末段的告白
四十3-5、四二1-6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見你
四二7 17 完美結局 ─ 過去如何受苦、被剝奪，
四二7-17
後面上帝如何祝福

約伯記的中心信息就是在探討智慧，
從無辜人為何受苦？驅動整體的辯論 讓我們看見 ─
從無辜人為何受苦？驅動整體的辯論，讓我們看見
 沒有人可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腳，只有上帝才是智慧的源頭
 義人為何受苦？整卷書並沒有給所謂的答案，
義 為 受苦 整卷書並沒有給所謂的答案
可是在問題探索、挖掘、尋找時，上帝被他們尋見了！
三個朋友都是應用傳統的因果律、報應論，做機械化的使用，
 上帝並不在這個機械化的報應律當中
 因果律、報應論是上帝所創造諸多命令中的一項，
上帝並不被這個機械化的因果論所套牢
上帝的智慧在那裡呢？
 全卷書在這個議題推動循環論證的對話
 引導讀者怎麼樣去面對苦難 ─
 不是怎樣脫困而出
不是怎樣脫困而出、只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受苦？
只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受苦？
 怎樣問對的問題？就是智慧文學很有意思的部分！

約伯記這卷書真的就是在探討苦難嗎？
的確
的確，他在探討苦難，這是普世性的問題，喜歡問為什麼？
在探討苦難 這是普世性的問題 喜歡問為什麼
 約伯開場的哀歌，唱出苦難的奧秘，為什麼…
 之後三個循環的對話辯論，辯駁到底誰有智慧？
之後 個循環的對話辯論
有 慧
 朋友提出傳統信念 ─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約伯在辯論中回應 ─ 不是的，我沒有罪！
 廿八 智慧之詩的插句，探索智慧那裡去找呢？
辯論、唇槍舌戰，智慧並不在那
─
我既然沒有犯罪，可是卻在受苦，仍然是一個問句
 隨著以利戶引導約伯
隨著以利戶引導約伯，不再集中在自己的痛苦，
不再集中在自己的痛苦
引導約伯預備要轉向上帝
 卅八 上帝出來說話折服了約伯，
答案只有神有智慧治理世界

 廿九至卅
廿九至卅一 約伯的獨白
約伯的獨白，再次詢問苦難的奧秘
再次詢問苦難的奧秘

不只是約伯個人的際遇，苦難是一個普世性的議題，
所以當看某 段約伯記的時候
所以當看某一段約伯記的時候，
 必須從比較大的上下文了解他的文意脈絡，
再來引導看其中某一段經文
 如果分開來看個別朋友的論述，都非常有道理，
都是所謂箴言，都是歸納所得、都沒有錯，
可是會有例外…
五7 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

這個話一點都沒有錯，而適用在約伯的情況嗎？
是要探討的…
 我們不是只服在某一個機械化的宇宙定律當中
 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絕不是只有一套機械化的理論來運作、推動整個世界

約伯記 卅六22至卅七24 以利戶言論的文意脈絡…
一共有四篇言論，
共有四篇言論
 前三篇分別引用約伯的話、然後回應
 第四次的言論 卅六至卅七章
沒有引用約伯的話…
─ 苦難是神的管教
卅六22 – 開始新的段落，講述神和大自然的關係
卅六22 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
教訓人的有誰像祂呢？
一段讚美詩，引導約伯不是只停留在自己的問題
卅六1 – 21 引導約伯看見

卅八 上帝出來說話，延續以利戶的言論，

繼續講論上帝在大自然中的治理，
祂以此智慧在治理著人類的事物

以利戶這三段言論…
第 段 卅六22 – 26 讚美詩，失序中的次序
第一段
讚美詩 失序中的次序 ─
約伯在苦難當中好像生活頓失次序，
可是上帝仍然維持著宇宙的次序
第二段 卅六27 – 卅七5 智慧中的奧秘 ─
雲霧變成雨、落在地上，有打雷、下雨的聲音，
31 祂用這些審判眾民，且賜豐富的糧食。
審
富
食
單單打雷下雨就有這不同的用途
33 所發的雷聲顯明祂的作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風。
所發的雷聲顯明祂的作為
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風
 前面朋友叫約伯不要問，上帝這麼大不能測透
 以利戶說明不是不能問，上帝有顯明、會指明的
以利戶說明不是不能問 上帝有顯明 會指明的
面對上帝顯明祂作為的時候，
卅七1a 因此我心戰兢，是
因此我心戰兢，是一種敬畏的表達，
種敬畏的表達，
之後講述雷聲轟轟、雷電接連不斷…

以利戶的這段言論，可以分成三個段落，
每
每個段落有類似的結尾語…
落有
卅六260 神為大，我們不能全知；
祂 年數不能測度
祂的年數不能測度。
卅七500 神發出奇妙的雷聲；祂行大事，我們不能測透。
卅七23a 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
我
能測度
連續講述上帝的大，是我們不能測透、不能測度，
連續講述上帝的大
是我們不能測透 不能測度
 可是智慧文學所有的辯論、以利戶的談話，
都正在測度上帝的作為 上帝的智慧
都正在測度上帝的作為、上帝的智慧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
 上帝對人說話
上帝對人說話、
在五經中邀請人親近祂、敬拜祂
 就算上帝這麼大，超越人能夠測度，
我們仍然可以去認識祂、親近祂、測度祂

他從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則、
單單從大自然的角度來切入，
單單從大自然的角度來
讓人去思想上帝的義並不是只有賞善罰惡。
約伯的狀況，絕對不是賞善罰惡的結果，
約伯面對朋友的指控，心懷不平 ─
如果上帝只是賞善罰惡表達公義，
約伯就要控訴「我的上帝真不公義」
約伯就要控訴「我的上帝真不公義
以利戶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大自然的、而不是以人為中心的，
來引導約伯去認識
來
導
識 ─ 上帝怎樣治理世界？
帝 樣治 世界
單單從刮風打雷下雨，
 可以看見上帝顯明、所指明的事情
可 看見上帝顯明 所指明的事情
 絕不是我們所認為只是單單的一個目的

第三段 卅七6 – 24 困惑中的敬畏…
不 刮風打雷下雨 還呼風喚雨帶來雪水
不只刮風打雷下雨，還呼風喚雨帶來雪水，
13 或為責罰，或為潤地，或為施行慈愛。
我們只能看見表面現象，刮風打雷下雨帶來這三種作用 ─
責罰、潤地、施行慈愛，沒有人知道到底是為什麼？
14 約伯啊，你要留心聽，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為。
15 - 一連串大自然的現象，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以利戶問約伯：所有的外在的現象的背後，
上帝如何作成的，你知道嗎？
是上帝的作為、是上帝已經顯明了，
7

祂封住各人的手，叫所造的萬人都曉得祂的作為。
很多背後的因素是我們不知道的
很多背後的因素是我們不知道的…
可是我們卻曉得是上帝做的。

當有這內在的態度時，看見盼望中的忍耐，
 約伯記讀到非常多他的指望、切望、盼望
約伯記讀 非常多
望
望
望
 這個字眼舊約出現 33 次，約伯記 12 次
當約伯的生命中許許多多的東西被剝奪了…
他到底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被剝奪的？
在所有的陰霾當中，不會被剝奪的指望是什麼？
最初他要尋死，在跟朋友的論述裡發現，不論善惡都會死，
最初他要尋死
在跟朋友的論述裡發現 不論善惡都會死
死亡似乎也是受苦義人的出路，從這樣的角度，
他看見就算死了，冤情仍然可以被洗刷的
他看見就算死了，冤情仍然可以被洗刷的…

17 南風使地寂靜，你的衣服就如火熱，你知道嗎？

人可以感受的到是那個感覺 ─ 熱了，
 人跟神之間的關係不是只有在純理性的思辨
有 純 性
 也是在人的感官當中的認知、可以感受
可是不見得能全部都知道，我們的 知道」有限，
可是不見得能全部都知道，我們的「知道」有限，
以至於三個段落每一個段落的結尾語都是說︰
我們不能測透、我們不能測度 (卅六26；卅七5、24)
(卅六26；卅七5 24)。
24a 所以，人敬畏祂。

我們去探討、去尋找祂，可以尋到一些，
 可是卻不能測透
可是卻不能測透，唯一的選擇是敬畏
唯 的選擇是敬畏
 敬畏包含了懼怕、智慧
 智慧引導我們在每
智慧引導我們在每一件事情，做敬畏神的選擇
件事情，做敬畏神的選擇
 在乎的是內在的態度，而不是怕被處罰…

六11 我有甚麼氣力使我等候？我有甚麼結局使我忍耐？

當所有的東西，外在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一一被剝奪時，
還有什麼可使約伯忍耐的呢？
答案 ─ 後來上帝對約伯的說話。
約伯 肚子問題要問神 最後上帝出來問約伯 ─
約伯一肚子問題要問神，最後上帝出來問約伯
所有大自然裡面、所有的作為、所有的安排，
你知道嗎？你能嗎？是誰做成的？
上帝會問約伯這些問題，
因為前面的敘事文體中，約伯跟上帝的關係 ─
我的僕人約伯
我的僕人約伯，上帝信任他
帝信任
 單單上帝出來跟約伯說話，
證明朋友所論述的
「約伯一定犯罪、所以受罰」，就站立不住


十九25a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救贖主是摩西五經律法所提到「至近的親屬」，
可以為含冤而終的人、誤殺人的、被殺的，
能夠起來辨別案情、申明人的冤枉，所以仍然有盼望！

神似乎是牽著約伯的手，走了趟天文館、動物園、植物園，
觀察自然科學，以至約伯心服口服的知道
觀察自然科學
至
知道 ─ 上帝比他大，
上帝比他大
 他去探索苦難的奧秘，上帝被他尋見
 尋見的是上帝自己，而不是一個道理而已
尋 的 上帝自己
雅五11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

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
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約伯記首尾的敘事，讓人看見上帝的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中間
中間一連串的辯論，讓我們認識上帝的智慧…
連串的辯論 讓我們認識上帝的智慧…
 在苦難、困境當中的人，敬畏神不是教條式的論述，
而是在人情感世界中，可以去面對上帝 可以被安慰
而是在人情感世界中，可以去面對上帝、可以被安慰
上帝是可以親近、可以尋找的上帝，
以至人在苦難中是可以忍耐，
因為知道盼望在那裡。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在智慧文學裡，你幫助我們勇敢的去面對問題，
 福音從來沒有叫我們去逃避問題
 因為我們實在確知深信 ─
愛我們的救主耶穌也是這樣道成肉身
走進這個苦難世界，
走進這個苦難世界
以至於在每個苦難、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當中，
我們確信有出路的 ─ 因為你來過了！

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循著約伯記，
勇敢而誠實的面對自 內在的失落
勇敢而誠實的面對自己內在的失落、
面對自己內在最深的渴望，因為確知深信 ─
也許環境問題不是立刻改變，但是愛我們的上帝
卻樂意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引導，
導
讓我們找著那條出路，可以跟著你一起走出生命的困境。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