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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約伯的三個朋友―
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
聽說有這 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
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
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
12 他們遠遠地舉目觀看
他們遠遠地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
認不出他來 就放聲大哭
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13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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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約伯健康不見、三個朋友一出現的時候，

就七天七夜陪了約伯，但是卻不說話，
就七天七夜陪了約伯
但是卻不說話
從心理學的反應、完全不說話，是不是…
 找不到破冰的辭令
 看到以後嚇壞了，導致三個人無言以對
 表示對約伯的尊敬，不知道如何開口
 與哀哭者同哭的極致，就完全說不出話來
 還是真朋友的表現，還是古代近東的傳統？
還是真朋友的表現 還是古代近東的傳統？
實際上受苦的人、受震驚的人，
這時候要陪他 要做 危機處理」
這時候要陪他、要做「危機處理」，
 而不是像這三個朋友完全不幫助他，
沒有看到 個朋友帶約伯去療傷 給他擦藥
沒有看到三個朋友帶約伯去療傷、給他擦藥
 這七天七夜不說不話，讓約伯更像死人，
因此讓約伯更火大，才會有 第三章 哀歌、
才有 第四章 車輪戰

0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說：
02 人若想與你說話，你就厭煩嗎？但誰能忍住不說呢？
03 你素來教導許多的人，又堅固軟弱的手。
04 你的言語曾扶助那將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軟弱的膝穩固。
05 但現在禍患臨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驚惶。
但現在禍患臨到你 你就昏迷 挨近你 你便驚惶

序，敘述文，
在上帝允許之下
財富、兒女、健康通通被剝走了

第一、二章

哀歌、詩歌體，
哀歌
詩歌體
充滿對上帝抱怨、人間的幽暗

第三章

以後，三個朋友的車輪戰
以後
三個朋友的車輪戰
四四-十四 第一次車輪戰
十五 廿 第二次車輪戰
十五-廿一
廿二-廿七 第三次車輪戰

第四章

第一個出現的就是以利法
跟約伯三次對話
第 次 四-五
第一次
第二次 十五
第三次 廿二

以利法是他們當中年紀最大的，
他來的動機是要安慰他的老朋友…
他來的動機是要安慰他的老朋友
四到五章 第一次出現時，一個重點 –
 在質疑或在問「受懲罰的人是有福了」，
在質疑或在問「受懲罰的人是有福了 ，
 他心裡面認為約伯應當是無辜的，
勸他尋找上帝，他說：
「安啦，你過去安慰多少人、牽過多少軟弱的手，
上帝不會忘記你過去所做的事。」
上帝不會忘記你過去所做的事
」

不過第一次的安慰過程中，仍然有激怒約伯的地方…
五3 7 我曾見愚妄人...他的兒女遠離穩妥的地步，
五3-7
我曾見愚妄人 他的兒女遠離穩妥的地步
他的莊稼有飢餓的人吃盡了，
他的財寶有網羅張 吞滅了
他的財寶有網羅張口吞滅了。
約伯的兒女死光了，莊稼給迦勒底人、示巴人搶走了
他
他一邊在安慰、一邊又激怒約伯
邊在安慰
邊又激怒約伯 –
在探裡面有沒有什麼得罪上帝的地方？


五24-25
五24
25 你必知道你帳棚平安
你必知道你帳棚平安，羊圈一無所失；
羊圈 無所失；

你的後裔將來發達、子孫像地上的青草。

五17-19 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
因為他打破，又纏裹；他擊傷，用手醫治。
你六次遭難，他必救你；
就是七次，災禍也無法害你。
是帶來安慰的信息，
是帶來安慰的信息
勸他尋找上帝，上帝夠用的恩典。

十五章 第二次的以利法來了，更是帶了責備，

第一次車輪戰中後面的比勒達、瑣法說話，
第
次車輪戰中後面的比勒達 瑣法說話
因此以利法第二次說話
就為兩個朋友答辯 責備約伯，
就為兩個朋友答辯、責備約伯，
講完以後、約伯更被激怒，他用兩章來回應。
廿二章 第三次以利法說話的時候
第三次以利法說話的時候，

已經認定約伯一定是犯了罪、一定該死。
這三個朋友會不會來的時候已經有主見、成見，
這
個朋友會不會來的時候
有 見 成見
 看到約伯廬山真面目 –
那個死的不像死人、活的又不像活人的樣子，
想安慰、輔導、所有的智慧言語全部泡湯，
因此扮演了弔喪員的角色
 三個朋友的輔導的背後的心理學、神學錯了，
三個朋友的輔導的背後的心理學 神學錯了
三個朋友戴了一個帽子 –
你約伯 定犯了什麼罪因此被罰
你約伯一定犯了什麼罪因此被罰，
你一定沒有好心、所以才沒有好報，罪帶來了罰

隱含的意思就是說 – 如果你敬畏上帝
如果你敬畏上帝，
約伯聽起來就完全不是這個味道了…
以利法 邊安慰：如果沒有得罪，
以利法一邊安慰：如果沒有得罪，
放心、安啦，上帝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
 一邊在搜尋：你有什麼東西得罪上帝…
邊在搜尋 你有什麼東西得罪上帝…
難怪約伯 第六章、第七章 用兩章來回答他。


以利法在 第四章 代表三個朋友第一個說話...
2 人若想與你說話，你就厭煩嗎？
若想與你說話 你就厭煩嗎

一點都不帶來安慰
但誰能忍住不說呢？
3-4 你素來教導許多的人，又堅固軟弱的手。
你的言語曾扶助那將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軟弱的膝穩固。
以利法 –
你看看你過去多敬虔、
你還幫助多少人，
你還幫助多少人
你還是輔導、你還講道
你還栽培別人，
你還是神學的老師、
你都做美事。
這些話對受苦的人一點都沒有用
還說：受苦是對你有益的。

我們會怎麼說呢 –
雖然現在得到癌症，
但不要忘記你過去
是如何堅心依靠上帝、
還固定行什一奉獻。
痛苦會塑造我們變得更好，
上帝會讓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你要為現在的苦難感謝上帝！

這些話對受苦擱淺的人來說，是雪上加霜！

以利法受不了約伯 第三章 如何抱怨，
你怎麼可以審判上帝？
你一定犯了什麼罪，藉著抱怨遮蓋你的罪，
他說：我有屬靈經驗…
他說：我有屬靈經驗

從以利法三次車輪戰，他有幾個神學概念…
1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1.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報應觀
四8-9 按我所見，耕罪孽、種毒害的人都照樣收割。
神一出氣，他們就滅亡；神一發怒，他們就消沒。

四12-17 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在靜默中聽見有聲音說：

2. 苦難是出於上帝的管教

「必死的人豈
「必死的人豈能比神公義嗎？人豈能比造他的主潔淨嗎？」
公義
人豈
潔淨
我是敬畏上帝，我有超靈恩的屬靈經驗，
我是敬畏上帝
我有超靈恩的屬靈經驗
聖靈摸著我、提示我、提升我，好讓我看到 –
必死的人一定是有犯了罪，他不可能比上帝公義。
隱含說約伯 – 你怎麼可以罵上帝罵得那麼慘？
怎
帝 在審
帝潔淨
你怎麼可以把上帝放在審判台、你比上帝潔淨嗎？
恐怕問題在你、不是在上帝。
我有屬靈經驗、我是超靈恩的，
我有屬靈經驗
我是超靈恩的
上帝並沒有錯、你才該死！

約伯真苦啊！因此以利法 第四、五 兩章，
約伯也講兩章 第六、七章
第
章，回應分成七段：
回應分成七段
1. 六1-7 我怎麼能忍受這麼大的苦啊！
2. 六8-13 我何時死去？
3. 六14-21 你們真令我失望，

想喝水沒有水，像溪水乾涸的河道
4. 六22-27 我所要的不多，

你們說說看 – 我有哪個地方犯了罪？

五17 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

3. 提醒約伯你犯口舌之罪
十五6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並非是我；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 並非是我；

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
4 惡人必遭現世報
4.
十五32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綠。

5.
5 給約伯戴上莫須有的罪
廿二6 因你無故強取弟兄的物為當頭，剝去貧寒人的衣服。
7 困乏的人，你沒有給他水喝；飢餓的人，你沒有給他食物。
9 你打發寡婦空手回去，折斷孤兒的膀臂。

7. 七11-21 何苦折磨我這個人，
七12 我對神說：我豈是洋海，豈是大魚，

你竟防守我呢？
18 每早鑒察他，時刻試驗他？
每早鑒察他 時刻試驗他？
20 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於你何妨？
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
21 為何不赦免我的過犯，除掉我的罪孽？
我現今要躺臥在塵土中…
何苦這麼折磨我？

5. 六28-30 請指出我的錯，

我決不會當面說謊，請你們轉意、不要不公
6. 七1-10 何不放我一馬，其實把焦點轉向上帝…
七5-6 我的肉體以蟲子和塵土為衣；

我的皮膚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六到七章 的痛苦，

是因為以利法給他戴帽子，
雖然是安慰，
可是卻已經有前見、有先見。

從以利法第一次說話，找到輔導的原則 – 六不、五要：
1 不是說教的時候，不要說大道理，
1.
他很苦、會講哀歌、會咒詛神、會罵人，
不是勸他，不是進入
不是勸
不是進 IQ、是進入
是進 EQ

五要：
1 要有實際行動，
1.
要有實際行動
帶他去療傷、買東西吃、找醫生、找醫院，
而不要坐在那邊七天七夜跟他哭，也沒有人在照顧他

2. 不是責備犯了什麼錯，

2. 要說合宜的安慰話，

你是輔導者、不是訓導者

你的話如果沒有把握 從安慰先下手
你的話如果沒有把握，從安慰先下手

3. 不是定罪的時候，

3. 要有同理心，他很可憐，

你不是審判官、不是上帝，怎麼可以定罪呢？

你瞭解的時
你瞭解的時候，他才能夠更多的走出來
才能夠 多的走 來

4. 不是警告的時候

4. 要真誠跟相愛，確實要愛他，

5. 不是批評諷刺的時候，諷刺他 –

不要遠遠地怕，怕你就是一個罪人

看你的財產不見了、兒女死光了，讓約伯更痛苦
6. 不是宣告上帝馬上能醫治的時候，

不少靈恩教會會犯這個問題 –
放心、安啦，上帝一定會讓你好，
不見得 你又不是神
不見得，你又不是神，
就是醫生也沒有把握一定會醫好

謝謝主，
讓我們有苦難的經驗之後，才知道人很脆弱，
也因為知道人很脆弱，
也因為知道人很脆弱
就幫助我們不輕易定人家的罪，
受傷的人就同時也找到苦水杯。
安慰別人的時候，需要這個輔導者，
而不要成為訓導者
而不要成為訓導者、
更不要成審判官。
主啊，讓教會成為屬靈醫院，
主啊
讓教會成為屬靈醫院
受傷的人進去得到安慰、得到醫治、被更新。
這樣奉獻、交託，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

5. 要成為苦水杯，

與喜樂的同樂、哀哭的跟他一起哭，
他很可憐、需要你陪他
求主幫助教會成為屬靈醫院，
不要在傷口上灑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