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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亞人比勒達回答說：
2 你尋索言語要到幾時呢？
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後我們就說話。
3 我們為何算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穢呢？
4 你這惱怒將自己撕裂的，
難道大地為你見棄 磐石挪開原處嗎？
難道大地為你見棄、磐石挪開原處嗎？
5 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帳棚中的亮光要變為黑暗
的燈也 熄滅
6 他帳棚中的亮光要變為黑暗；他以上的燈也必熄滅。
7 他堅強的腳步必見狹窄；自己的計謀必將他絆倒。
8 因為他被自己的腳陷入網中，走在纏人的網羅上。
9 圈套必抓住他的腳跟；機關必擒獲他。

開始播放

10 活扣為他藏在土內
活扣為他藏在土內；羈絆為他藏在路上。
羈絆為他藏在路上
11 四面的驚嚇要使他害怕，並且追趕他的腳跟。
12 他的力量必因飢餓衰敗；
禍患要在他旁邊等候。
13 他本身的肢體要被吞吃；死亡的長子要吞吃他的肢體。
14 他要從所倚靠的帳棚被拔出來，帶到驚嚇的王那裡。
15 不屬他的必住在他的帳棚裡；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處。
16 下邊，他的根本要枯乾；上邊，他的枝子要剪除。
邊 他的根本要枯乾 上邊 他的枝子要剪除
17 他的記念在地上必然滅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18 他必從光明中被攆到黑暗裡，必被趕出世界。
19 在本民中必無子無孫；在寄居之地也無一人存留。
20 以後來的要驚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驚駭。
21 不義之人的住處總是這樣；
此乃不認識神之人的地步。

比勒達所說的話 十八章 分成三個部分：
01-40 人怎可因不服上帝而撕裂大地？
05-13 死亡陰影環繞在惡人帳棚四圍！
14 21 惡人死後其帳棚被荒廢的寫照！
14-21
 5-20 圍繞在「帳棚」這個主題，

–
你就是惡人的帳棚被包圍一般，
來描繪、影射約伯一定犯了什麼罪...
來描繪、影射約伯一定犯了什麼罪
5-6 沒有光，7 無力，8-10 被困住，11-13 死亡尾隨著

5 13 藉著四個意象
5-13



轉折點
14 他要從所倚靠的帳棚被拔出來，帶到驚嚇的王那裡。
 15-21
15 21 惡人死後的帳棚一定變荒涼…
惡人死後的帳棚 定變荒涼

惡人的根要被斬除，
惡人沒有人記念、無名、會斷種，
惡人會被驚駭

比勒達這一次比第一次要嚴格多了，
第 次是警告 這次是定罪
第一次是警告、這次是定罪，
重點 19 在本民中必無子無孫！
 瞧瞧你斷種，證明你一定是犯了什麼罪，
豈可因為明明受罰，不好好檢討自己、還遷怒上帝
 以為宇宙都繞著你轉
以為宇宙都繞著你轉、那麼自我中心的思維
那麼自我中心的思維
暗示約伯：上帝的公義法則不會因你咆哮就會改變的，
忠告約伯 因果報應不表示死定了
忠告約伯：因果報應不表示死定了，
並非隨機運轉，是當事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如果肯聽我的金玉良言，路還是可以走得出來的。
十八章 只提到上帝一次…
21 不義之人的住處總是這樣；

此乃不認識神之人的地步。
不要等到上帝逮你的時候叫苦
不要等到上帝逮你的時候叫苦，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這段逼出約伯非常精采的論述 –
 你們為何苦苦追殺我？
約伯認定自己無辜、上帝無情無義，
讓我寸步難行 還想把我消滅
讓我寸步難行、還想把我消滅
 不過約伯自己知道：
非經高壓不能成為鑽石的…
非經高壓不能成為鑽石的
25-27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
韓德爾把它寫在這兩三百年
大家最喜歡的聖誕節的聖詩。
你們三個朋友不能幫我答辯
你們三個朋友不能幫我答辯，
我會有一個中保，祂出現的時候，祂會幫我辯駁，
我人生絕對不是你們所說的那麼樣的糟糕 不可思議
我人生絕對不是你們所說的那麼樣的糟糕、不可思議，
我的生命會轉彎的！

這些話讓約伯當然很火大 – 我兒子死亡並不是我犯了罪！
十九章 約伯第二次對比勒達回答的話…
約伯第二次對比勒達回答的話
 1-6 上帝真無理、惡待了我
6 就該知道是神傾覆我，用網羅圍繞我。
就該知道是神傾覆我 用網羅圍繞我
 7-12 我竟成了上帝的敵人
08 神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經過；
神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 使我不得經過
10 他在四圍攻擊我，我便歸於死亡，

將我的指望如樹拔出來。
 13-20 我淪落為全民公敵
13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 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
14 我的親戚與我斷絕；我的密友都忘記我。

 21-29
21 29 朋友，我仍有路可走！
朋友 我仍有路可走！
22 我朋友啊，你們為甚麼彷彿神逼迫我，

吃我的肉還以為不足呢？
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約伯確實夢想自己的清白，
可以被記錄下來 存檔到死後
可以被記錄下來、存檔到死後…
24 用鐵筆鐫刻，用鉛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遠。

好讓以後的人、歷世歷代的人，都說我約伯是無辜的。
對自己的無辜，約伯從來不懷疑，
對自己的無辜
約伯從來不懷疑
但對自己的困境，已經不再存盼望，
在等待是不是上帝以外還有一個中保，
 既然上帝沉默了、都不說話、我對祂也絕望了
 唯一的出路是透過那位中保、救贖主，
我五臟六腑都爛了以後，
這個中保會引導我到上帝面前辯駁
整個痛苦的關鍵，是三個朋友
帶著一種「化約的神學」，認為罪帶來罰的報應觀，
他們給約伯戴的帽子，確實就是「報應觀」。

「報應觀」存在的，譬如：
 可拉一黨的人背叛上帝、找摩西麻煩，
可拉 黨的人背叛上帝 找摩西麻煩
民十六 地就裂開，可拉一黨兩百多人陷入陰間
 大衛跟拔示巴犯了淫亂的罪，
大衛跟拔示巴犯了淫亂的罪
撒下十二 以後，大衛王就在罪與罰報應觀的痛苦中
 王下十七 北國被滅就是因為報應觀，
不遵守五經所說的，罪會帶來了罰
 南國也是因為得罪上帝
南國也是因為得罪上帝，
上帝讓巴比倫來他殺、因為南國自殺
 亞拿尼亞夫妻 徒
徒五 欺哄聖靈
欺哄聖靈，
彼得說：「如果不賣田地、也不需要全面奉獻，
沒有人強迫你一定要賣、可是你何必騙聖靈？」
亞拿尼亞跟他的太太撒非喇，輪流報應觀當中死了
羅三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罪
神

因此導致死亡，人最根本確實有報應觀！

天父，謝謝你，
你做事奇妙可畏，
你
事奇妙可畏
我們的眼睛太膚淺、
沒有天上的眼光。
幫助我們在劇中人 –
瞭解苦難有很多原因，
因此輔導別人的時候
會帶著天上神學的眼光，
才能作 理學的輔導
才能作心理學的輔導。
敬拜、交託，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

三個朋友都一直以為報應觀 –
認為犯了罪才有苦難 苦難是上帝管教的結果
認為犯了罪才有苦難、苦難是上帝管教的結果，
藉著屬靈的經驗、科學的觀察、智慧的傳統，
包括理性主義、經驗哲學、神學教義、教條的主義。
這些鎖住約伯 –
 上帝藉著苦難管教你，不會使無辜的人受苦
 好心才有好報，壞人必有惡報
你 定是壞人才會有惡報。
你一定是壞人才會有惡報。
這些觀察、論述，其實跟撒但 第一、二章
完全一樣，就是報應觀。
完全 樣 就是報應觀
苦難絕對不是只有報應觀，你要知道苦難背後
還有其他總共八個觀點 (下堂課的重點)
(下堂課的重點)，
因此不要輕易用「報應觀」來戴別人的帽子，
萬事互相效力 求主幫助我們
萬事互相效力，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像三個朋友，給約伯一樣戴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