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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惟獨賜給他們，並沒有外人從他們中間經過。）
惡人一生之日劬勞痛苦；強暴人一生的年數也是如此。
驚嚇的聲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時，搶奪的必臨到他那裡。
他不信自己能從黑暗中轉回；他被刀劍等候。
他漂流在外求食，說：哪裡有食物呢？
食
食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邊預備好了。
了
像
預備 陣
急難困苦叫他害怕，而且勝了他，好像君王預備上陣一樣。
他伸手攻擊 神，以驕傲攻擊全能者，
挺著頸項，用盾牌的厚凸面向全能者直闖；
是因他的臉蒙上脂油，腰積成肥肉。
他曾住在荒涼城邑，無人居住、將成亂堆的房屋。
他不得富足，財物不得常存，產業在地上也不加增。
他不得出離黑暗。火焰要將他的枝子燒乾；
出離 暗 火焰要將
枝 燒乾
因 神口中的氣，他要滅亡。
他不用倚靠虛假欺哄自己，因虛假必成為他的報應。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綠。
他必像葡萄樹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欖樹的花，一開而謝。
原來不敬虔之輩必無生育；受賄賂之人的帳棚必被火燒。
他們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裡所預備的是詭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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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說：
智慧人豈可用虛空的知識回答，用東風充滿肚腹呢？
豈可 無
和無濟於事 言
他豈可用無益的話和無濟於事的言語理論呢？
你是廢棄敬畏的意，在 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選用詭詐人的舌頭。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並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
你豈是頭一個被生的人嗎？你受造在諸山之先嗎？
你曾聽見 神的密旨嗎？你還將智慧獨自得盡嗎？
你知道甚麼是我們不知道的呢？你明白甚麼是我們不明白的呢？
道甚麼 我
道
甚麼 我
我們這裡有白髮的和年紀老邁的，比你父親還老。
神
神用溫和的話安慰你，你以為太小嗎？
你的心為何將你逼去？你的眼為何冒出火星，
使你的靈反對 神，也任你的口發這言語？
人是甚麼，竟算為潔淨呢？婦人所生的是甚麼，竟算為義呢？
神不信靠他的眾聖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潔淨，
何況那污穢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我指 你 你要聽 我要述說 看 的
我指示你，你要聽；我要述說所看見的，
就是智慧人從列祖所受，傳說而不隱瞞的。

第一次的車輪戰是 四 - 十四章 –
約伯哀歌完 以利法說話 約伯回答
約伯哀歌完，以利法說話、約伯回答，
比勒達說話、約伯回答，瑣法說話、約伯回答。
三次車輪戰完以後，第二次車輪戰
三次車輪戰完以後
第二次車輪戰 十五 - 廿一章，
第一個說話的仍然是老先生以利法，
第 次是要安慰約伯 這 次是責備他：
第一次是要安慰約伯，這一次是責備他：
你瞧瞧你的態度、怎麼那麼自大，你的口就定你有罪。
十五章 分成兩段 – 01-16
01 16 愚拙者怎好意思吹捧自己聰明？
17-35 自吹自擂的惡人必有禍患相伴！
1 儘管約伯呼籲三個朋友靠邊站、不要作聲，
1.

以利法還是忍不住第二次要說話，
面對約伯很冗長 很迂迴 死硬派的作風…
面對約伯很冗長、很迂迴、死硬派的作風
你如此不悔改、不聽好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以利法第二次說話就用衛道的情懷
以利法第二次說話就用衛道的情懷，
挑起了第二回合的車輪戰。

2. 他先前安慰約伯，

現在被挑戰所取代、直接衝著約伯
現在被挑戰所取代
直接衝著約伯 –
你那麼「自誇、自大的聰明」而來！
指責約伯怎可用陳腔濫調來強辯
3. 力挺另外兩個朋友的面子，

也想保護上帝的尊榮
4. 攻擊約伯的自我形象、用人身攻擊，說：
14 人是甚麼，竟算為潔淨呢？
人是甚麼 竟算為潔淨呢？

婦人所生的是甚麼，竟算為義呢？
5 試圖將他認為偉大的「原罪論」
5.
試圖將他認為偉大的「原罪論 –

每一個人都犯了罪、萬物在上帝的面前都不潔淨，
完整地塞進約伯的耳朵，
連天使、天軍都靠邊站，
何況腐敗可憎 嗜罪就像喝水般的世人
何況腐敗可憎、嗜罪就像喝水般的世人
約伯，你無非是在吹捧自己聰明，罷了吧！

以利法敘述惡人一定會經歷現世報，有屬靈原因的…
 惡人不僅攻擊世人，還不知天高地厚
惡人不僅攻擊世人 還不知天高地厚
揮拳反抗上帝、肆無忌憚地向全能者逞強 (25)，
你真是無知、太愚昧了！
 27-35 非常嚴厲地警告惡人，好戲在後頭，
挖陷坑的 自己 定會掉在裡面，
挖陷坑的、自己一定會掉在裡面，
唯一能改變的就是坐以待斃，因為惹毛了上帝…
30 因神口中的氣，他要滅亡。
因神 中的氣 他要滅亡
 惡人終究要自己埋在自己的虛空當中、自作自受
以利法第二次的發言非常鎖住約伯 –
你一定是罪有罪報，
33-35 他必像葡萄樹的葡萄，未熟而落；
又像橄欖樹的花，一開而謝。
原來不敬虔之輩必無生育；
受賄
受賄賂之人的帳棚必被火燒。
棚 被火燒
他們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

他第二次出場的時候，已經完全封住先前說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的論述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論述，
完全只集中在「惡有惡報」，你根本不是善人，
藉著惡人的下場來勸勉約伯 – 不要誤入惡人！
以利法斬釘截鐵說：
 惡人沒有辦法逃脫黑暗、陰間，
惡人沒有辦法逃脫黑暗 陰間
十五22、23、30 惡人用刀威脅人，注定要面對刀劍，
惡人沒有食物吃，死期快到了
 惡人人生沒有出路，
活在黑暗中的惡人只等困苦絕望連番上陣打擊他
活在黑暗中的惡人只等困苦絕望連番上陣打擊他，
彷彿君王帶兵要來廝殺一樣 (24)
惡人失敗是命定的事，約伯，你不要走這條路！
他這次是很警告 – 我很愛你，
但是我不希望你走那麼慘的路
但是我不希望你走那麼慘的路，
早一點回頭、懸崖勒馬！

這次論述對約伯來說當然苦，
因此以利法說 十五章
十 章，現在他說了
現在他說了 十六、十七章
十
十 章，
看出約伯對朋友給他戴帽子，裡面的苦楚…
1 十六1-6 你們三位真會安慰人，
1.
你們三位真會安慰人

不過越安慰人、越倒人胃口，
2 3 這樣的話我聽了許多；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
2-3
這樣的話我聽了許多；你們安慰人 反叫人愁煩
虛空的言語有窮盡嗎？有甚麼話惹動你回答呢？
2 十六7-17
2.
十六
上帝你為何在我身上動手動腳？
11-12 神把我交給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惡人的手中。

他折斷我，掐住我的頸項，把我摔碎，
又立我為他的箭靶子。
3 十六18-22
3.
十六18 22 真願我的冤屈終能得辯駁之日
21-22 願人得與神辯白，如同人與朋友辯白一樣；

因為再過幾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

4. 十七1-10 上帝讓可憐的我盡被朋友嘲笑
6-7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談；他們也吐唾沫在我臉上。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談 他們也吐唾沫在我臉上

我的眼睛因憂愁昏花；我的百體好像影兒。
上帝你讓我在朋友面前站不住，
他們笑我、我真可憐，你可不可以可憐我？

這三個朋友有些屬靈模式可以分析...
1 情感上無法表現同理心
1.
情感上無法表現同理
5 以高姿態來關心約伯
5.
高姿態來關 約伯
2. 認知上無法表現同理心
6. 以化約的苦難觀
3 無法積極傾聽
3.
套在約伯處境上
4. 自陷於情緒中
7. 使約伯覺得我被上帝丟了

5 十七11-16
5.
十七11 16 可憐如我恐怕將冤枉進入陰間

這種純理性、純科學、純傳統的觀察，三個都有預設、
這種純理性
純科學 純傳統的觀察 三個都有預設
但都不能同理，特別感性跟理性。

15-16 這樣，我的指望在哪裡呢？

我所指望的誰能看見呢？
等到安息在塵土中，
這指望必下到陰間的門閂那裡了
這指望必下到陰間的門閂那裡了。
這三個人完全在套牢、給約伯鎖住，
他們來很像是公安人員，
他們來很像是公安人員
 只會給約伯戴帽子
 從來沒有想到給他
從來沒有想到給他「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
盡是讓約伯更痛苦。

陪伴者的反思，特別以利法兩次的論述提醒我們…
1 哀傷痛苦的自我袒露是需要醞釀、需要時間的，
1.
哀傷痛苦的自我袒露是需要醞釀 需要時間的
不要刻意催化、挖掘，要等候時間
2 受苦者需要慈愛跟安慰、而非理論教義的辯論，
2.
受苦者需要慈愛跟安慰 而非理論教義的辯論

比較從同情心瞭解他現在很可憐
3. 不要把自己的知識、經歷絕對化
不要把自己的知識 經歷絕對化 – 他一定犯了什麼罪，
他 定犯了什麼罪

這種絕對化根本不瞭解天庭上是上帝挑約伯給撒但測試，
測試的原理是「沒有任何好處 照常可以敬畏上帝
測試的原理是「沒有任何好處，照常可以敬畏上帝」
 上帝挑他為特例、三個朋友把約伯當作是常例


4 要體恤受苦者，用信心、用等候，他一定會有低潮，
要體恤受苦者 用信心 用等候 他 定會有低潮
4.

不要用往日你我的屬靈經驗來指責受苦的人，
你過去不是很剛強 不是帶禱告會
你過去不是很剛強、不是帶禱告會、
不是安慰、教導別人嗎？
 這些對痛苦的人來說反而不能帶來安慰
 他只關心我是怎麼搞的？為什麼變成上帝是我的仇敵？

當約伯反駁，
當約伯反駁
聽的人、安慰的人被衝到、被嗆到，情緒被撈起來，
因此用高姿態、繼續要把他壓下去
 所帶的觀念是認為一定是帶了什麼罪必罰，搞得約伯 –
 不只是不覺得我犯了什麼罪，因此被罰
 會更怪上帝：你不公平！
我是給上帝丟棄了 就像蟲 樣
我是給上帝丟棄了，就像蟲一樣，
死了以後沒有人知道！


5. 對陪伴者來說、我們是必需的，

不過留心不要用負面的話
不過留心不要用負面的話，
除非很有把握，免得帶他更多的痛苦
6 苦難中的人困境轉回，神學上要通
6.
苦難中的人困境轉回 神學上要通 – 要被上帝釐清，
要被上帝釐清

整個約伯記是一個隧道，到最後上帝出現他才舒坦
 苦難是神學性的議題，要親自從上帝那裡得到答案，
過程是需要他口服、心服、謙卑、等候上帝


7 最好的動作不是在論述他、找出他有什麼問題，
7.



而是讓他到上帝面前禱告、仰望上帝
萬一他不能禱告，只好等候，
萬
他不能禱告 只好等候
因為他可能裡面真的是在怪上帝！

8. 陪伴別人時
陪伴別人時，小心自己帶了有色的眼光，
小心自己帶了有色的眼光

想套出他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9. 他如果已經知道確實沒有犯罪，你只能說：
他如果已經知道確實沒有犯罪 你只能說

「我們就一起為你禱告，不要給自己加更多的傷害」

10. 要常常問 – 主啊，

總括來說、你小心：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助這個受傷的人？
找人為他禱告，讓教會成為一個屬靈醫院
11 知道上帝有祂的時間表，不像這三個人
11.
知道上帝有祂的時間表 不像這三個人

一直車輪戰，都不讓約伯有休息的時間
 沒有人想辦法他這麼可憐的時候，給他擦藥，
沒有人想辦法他這麼可憐的時候 給他擦藥
沒有人問候他、只是給他戴帽子


12 苦難的人是可以悟出真理的，
12.
苦難的人是可以悟出真理的

不要以為你是高姿態的，
 你用科學的眼光，科學的眼光來自神
 神學的理念、心理學的經驗比人家多
雖然都重要，還是要學習最基本的愛人 要等候
雖然都重要，還是要學習最基本的愛人、要等候
13. 更不要宣告「上帝一定讓你得到醫治」，

這種超靈恩、以為你是上帝，
只能說「如果上帝肯，你會得到醫治」

禱告

天父，
我們 多 足的 方
我們很多不足的地方。
幫助我們在安慰別人的時候，
先從你面前更多的謙卑、俯伏、敬拜，
前 多
卑
搜尋自己，
同時安慰、愛這些可憐的人，
好讓我們可以成為幫助他們、
歸向你的一個部分的平台。
謝謝主，憐憫、幫助、赦免我們的過犯，
這樣仰望、感恩，
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輔導者，
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輔導者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不要說我過去多少輔導的經驗，
我已經看多了



要安慰別人，要有同理心來安慰別人，
好讓他覺得被接納、有安慰感、歸屬感



要有輔導的高度，
不
進
而不要陷進去、
不要先存成見、
不要陷入狹窄的觀點裡面、
不要隨便給人家扣帽子、
不要別人傷口上灑鹽！

趁今天，包括以利法，
你年紀大、還是有學習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