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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第十一章

1 拿瑪人瑣法回答說：

2 這許多的言語豈不該回答嗎？

多嘴多舌的人豈可稱為義嗎？

3 你誇大的話豈能使人不作聲嗎？

你戲笑的時候豈沒有人叫你害羞嗎你戲笑的時候豈沒有人叫你害羞嗎？

4 你說：我的道理純全；我在你眼前潔淨。

5 惟願 神說話；願他開口攻擊你，5 惟願 神說話；願他開口攻擊你，

6 並將智慧的奧祕指示你；他有諸般的智識。

所以當知道 神追討你比你罪孽該得的還少。

7 你考察就能測透 神嗎？你豈能盡情測透全能者嗎？

8 他的智慧高於天，你還能做甚麼？

深於陰間 你還能知道甚麼深於陰間，你還能知道甚麼？

9 其量比地長，比海寬。

10 他若經過，將人拘禁，招人受審，10 他若經過，將人拘禁，招人受審，

誰能阻擋他呢？

11 他本知道虛妄的人；本 道虛妄

人的罪孽，他雖不留意，還是無所不見。

12 空虛的人卻毫無知識；人生在世好像野驢的駒子。

13 你若將心安正，又向主舉手；

14 你手裡若有罪孽，就當遠遠地除掉，

也不容非義住在你帳棚之中。也不容非義住在你帳棚之中。

15 那時，你必仰起臉來毫無斑點；你也必堅固，無所懼怕。

16 你必忘記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你 忘 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 流過去的水 樣

17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雖有黑暗仍像早晨。

18 你因有指望就必穩固，也必四圍巡查，坦然安息。

19 你躺臥，無人驚嚇，且有許多人向你求恩。

20 但惡人的眼目必要失明。

他們無路可逃；他們的指望就是氣絕。他們無路可逃；他們的指望就是氣絕。

第一次上台的瑣法口氣很兇，十一章分成三段，

 1-6上帝實在太便宜你了！

6b 當知道神追討你比你罪孽該得的還少。

義的 7-12你怎能跟公義的神比？算了吧

 13-20 悔改是得救唯一的門徑，

趁早悔改 免得上帝還給你加重趁早悔改，免得上帝還給你加重

他這一次說話「趁早悔改」是他的論述，

背後仍然勸他找神 但也有激怒約伯的地方。背後仍然勸他找神，但也有激怒約伯的地方。

他說：我有理由的，

以利法老先生 有屬以利法老先生，有屬靈的經驗、個人的啟示

比勒達，是人間傳統、科學的觀察

我呢？ 我是從觀察人間智慧來的我呢？十一6 我是從觀察人間智慧來的，

所以他的主張，是認為

我有整個智慧神學、宗教的律例規條我有整個智慧神學、宗教的律例規條



他的主張可以摸出來有三個論述：

1. 因罪因此被罰，因果報應論

2. 認罪悔改，就可以忘記苦難，

就是因為有罪、才被罰，

如果把因拿掉、就不會有這個果了，

十一13-16 你若將心安正，又向主舉手；

你手裡若有罪孽，就當遠遠地除掉，

也不容非義住在你帳棚之中。

那時，你必仰起臉來毫無斑點；

你也必堅固 無所懼怕你也必堅固，無所懼怕。

你必忘記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一樣。就是想起也如流過去的水 樣

3 惡人會必有惡報3. 惡人會必有惡報

瑣法只講 十一章，約伯卻足足給他三章 十二到十四章，

才知道受苦的人多無辜 多無奈 多痛苦才知道受苦的人多無辜、多無奈、多痛苦…
 十二1-6 好心不一定有好下場

6 強盜的帳棚興旺 惹神的人穩固6 強盜的帳棚興旺，惹神的人穩固，

神多將財物送到他們手中。

有很多惡人飛黃騰達的！有很多惡人飛黃騰達的！

 十二7-12上帝單把智慧給你們嗎？

7 你且問走獸，走獸必指教你；7 你且問走獸，走獸必指教你；

又問空中的飛鳥，飛鳥必告訴你。

 十二13 25上帝原不分青紅皂白的 十二13-25上帝原不分青紅皂白的

13-15 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謀略和知識。

他拆毀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開釋。他拆毀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開釋。

他把水留住，水便枯乾；他再發出水來，水就翻地。

上帝要怎麼做，誰都拿祂都沒辦法上帝要怎麼做 誰都拿祂都沒辦法

20 他廢去忠信人的講論，又奪去老人的聰明。

十三章三個論述…
不要成為偏袒的衛道家 1-12不要成為偏袒的衛道家

1-4 這一切，我眼都見過；

我耳都聽過，而且明白。我耳都聽過，而且明白。

你們所知道的，我也知道，並非不及你們。

 13-19誰可以宣判無辜者有罪呢？ 13-19誰可以宣判無辜者有罪呢？

18-19 我已陳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義。

有誰與我爭論，我就情願緘默不言，氣絕而亡。有誰與我爭論 我就情願緘默不言 氣絕而亡

我哪有罪？是上帝有問題！

 20-28 上帝，請告訴我：我錯在哪裡？ 20 28 上帝 請告訴我：我錯在哪裡？

23-24 我的罪孽和罪過有多少呢？

求你叫我知道我的過犯與罪愆。

你為何掩面、拿我當仇敵呢？

你為什麼在我身上動刀？

我無辜，你有沒有搞錯？

十四章四個論述…
如影的人生 你何苦鑒察？ 1-6如影的人生，你何苦鑒察？

1 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

6 便求你轉眼不看他，直等他像雇工人完畢他的日子。6 便求你轉眼不看他，直等他像雇工人完畢他的日子。

 7-12上帝豈可饒了渺小的人呢？

77 樹若被砍下，還可指望發芽，嫩枝生長不息，77 樹若被砍下，還可指望發芽，嫩枝生長不息，

10 但人死亡而消滅；他氣絕，竟在何處呢？

 13-17陰天過後，可會雨過天晴呢？陰天過後 可會雨過天晴呢？

13-14 惟願你把我藏在陰間，存於隱密處，等你的忿怒過去；

願你為我定了日期，記念我。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呢？

 18-22人生是神所導演的悲劇

20-22 你攻擊人常常得勝，叫他往而不回。

他兒子得尊榮，他也不知道，降為卑，他也不覺得。

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瑣法給他定罪，讓約伯滿腹的牢騷。



二十章瑣法第二次論述，

也是最後 次 分成 次也是最後一次，分成四次…

 1-3我也有話說

 4-11 惡人一定會死，而且會早死

11 他的骨頭雖然有青年之力，卻要和他一同躺臥在塵土中。

約伯你還在強嘴，你會死得很慘！

 12-23惡者自食後果

23 他正要充滿肚腹的時候，神必將猛烈的忿怒降在他身上。

第一章約伯聽第一個惡訊時可能還在吃飯，

接 連 壞消息就 再 再的打擊約伯接二連三壞消息就一再一再的打擊約伯。

瑣法所說的話提醒他當初痛苦的現場，

然後你說：我是有禍 我該死 惡人自食後果然後你說：我是有禍、我該死、惡人自食後果

 24-29惡人結局已經定了！

二十章的論述，讓約伯第二次對瑣法的回應更火大！

瑣法第二次在 二十章，主要的論述是該死，

惡必然有惡報 並沒有勸約伯來找神

廿2-7 我心中急躁，你豈不知亙古以來，

惡人誇勝是暫時的 他終 滅亡

惡必然有惡報，並沒有勸約伯來找神。

惡人誇勝是暫時的，他終必滅亡。

你怎能說自己沒有錯，瞧瞧你自己，早點認罪吧！

這種話我們類似會這麼說：你的遭遇一定不是偶然的，

是上帝警告你，瞧瞧你自己，一定哪裡出了問題，

早一點把臭襪子拉出來，不要白白受苦

要有信心、靠主剛強，憑信心宣告，

害怕、痛苦會從惡者離開，要用信心抵擋它

這本書撒但只在 第一、二章出現，後面完全消失，

瑣法比較超靈恩，處理別人痛苦時，會用靈恩、靈界說，

「你一定犯了跟撒但有屬靈糾葛，因此上帝打擊你。」

瑣法第三次沒有出場，意思是無藥可救、算了吧！

約伯給瑣法也是一章，廿一章分成四段：

 1-6我也有話要說，不是只有你能說話

 7-16為何惡人順利？

7-9 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勢力強盛呢？

他們眼見兒孫，和他們一同堅立。

他們的家宅平安無懼 神的杖也不加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家宅平安無懼；神的杖也不加在他們身上。

上帝沒有讓惡人死光光！

惡人怎麼不熄火呢？ 17-26惡人怎麼不熄火呢？

17 惡人的燈何嘗熄滅？患難何嘗臨到他們呢？

神何嘗發怒，向他們分散災禍呢？神何嘗發怒，向他們分散災禍呢？

明明你論述有問題

 27 34惡人的帳棚在哪裡？ 27-34惡人的帳棚在哪裡？

30 就是惡人在禍患的日子得存留，

在發怒的日子得逃脫。在發怒的日子得逃脫

34 你們對答的話中既都錯謬，怎麼徒然安慰我呢？

三個角度 – 三個朋友、約伯、上帝，

三個朋友都給約伯戴帽子 認為約伯是現世報三個朋友都給約伯戴帽子，認為約伯是現世報 –
公義應當現世報，加上約伯受苦、上帝又是公義的，

因此結論是約伯一定犯了罪、他該死！因此結論是約伯一定犯了罪、他該死！

約伯也是建立在現世報 – 公義是要即時執行，

我自己受苦 可是我又沒有罪 定是我自己受苦、可是我又沒有罪，一定是

上帝誤判、祂搞錯了，或是祂不公平

上帝的角度 對 上帝是會有報應 不過上帝的角度，對，上帝是會有報應，不過

聖經的報應往往是末世，上帝有祂的時間表，

希律王徒十二驕傲、得罪上帝，希律王徒十二驕傲、得罪上帝，

上帝讓他的腸子在肚子裡，就死了，會有現世報

很多時候是末世報，上帝也知道約伯沒有罪很多時候是末世報，上帝也知道約伯沒有罪

上帝仍然是公義的，上帝並沒有錯，

可是三個朋友給約伯鎖死的「因果報應觀」，可是三個朋友給約伯鎖死的 因果報應觀」，

會讓約伯更怪上帝！



這三個朋友的論述讓約伯聽到…

1. 上帝從聽訟者變成被告者，約伯變成在控告上帝，

請你們三個朋友滾蛋、走遠一點，

我要直接跟上帝理論 祂搞錯了 祂不應當對我那麼狠我要直接跟上帝理論，祂搞錯了、祂不應當對我那麼狠

2.三個朋友使約伯質疑上帝沒有把事情辦好 –
惡人你不審判 我這種有義的人死得那麼慘惡人你不審判，我這種有義的人死得那麼慘

3.三個朋友給約伯戴罪、認為你該死，

三個朋友不懂得約伯、也不懂得苦難，三個朋友不懂得約伯、也不懂得苦難，

特別男人，只動腦筋、其實不懂他的心

輔導不能單單類似說「罪必然罰」，輔導不能單單類似說 罪必然罰」

敬畏上帝一定有好報、好心有好報 – 就是「成功神學」

看起來對，這是末世報，卻不能安慰約伯看起來對 這是末 報 卻不能安慰

輔導別人時就記得：要接納，與喜樂的同樂、哀哭的同哭，

趁今天，教會成為屬靈的醫院、你我成為別人的苦水杯

回到上帝面前、禱告，求主幫助我們成為好的輔導者。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需要你，

因為我們其實很無知 –因為我們其實很無知

我們沒有天上的視野、

不瞭解別人為什麼痛苦的原因。瞭解 為 麼痛 原

但求主幫助我們 –
以基督的心為心、伏在你面前，

安慰受傷的人，

與喜樂的同樂、與哀哭的同哭，

好讓別人從痛苦當中轉向你面前！

這樣禱告、仰望，需要你幫助我們，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