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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第廿八章

01 銀子有礦；煉金有方。

02 鐵從地裡挖出；銅從石中鎔化。

為 暗定界 查究幽暗陰翳的 直到極處03 人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陰翳的石頭，直到極處，

04 在無人居住之處刨開礦穴，過路的人也想不到他們；

又與人遠離，懸在空中搖來搖去。又與人遠離，懸在空中搖來搖去。

05 至於地，能出糧食，地內好像被火翻起來。

06 地中的石頭有藍寶石，並有金沙。

07 礦中的路鷙鳥不得知道；鷹眼也未見過。

08 狂傲的野獸未曾行過；猛烈的獅子也未曾經過。

伸手鑿 根09 人伸手鑿開堅石，傾倒山根，

10 在磐石中鑿出水道，親眼看見各樣寶物。

11 他封閉水不得滴流，使隱藏的物顯露出來。11 他封閉水不得滴流，使隱藏的物顯露出來。

12 然而，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

13 智慧的價值無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無處可尋。處

14 深淵說：不在我內；滄海說：不在我中。

15 智慧非用黃金可得，

也不能平白銀為它的價值。

16 俄斐金和貴重的紅瑪瑙，

並藍寶石 不足與較量；並藍寶石，不足與較量；

17 黃金和玻璃不足與比較；精金的器皿不足與兌換。

18 珊瑚、水晶都不足論；智慧的價值勝過珍珠。18 珊瑚 水晶都不足論；智慧的價值勝過珍珠

19 古實的紅璧璽不足與比較；精金也不足與較量。

20 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哪裡呢？

21 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隱藏，向空中的飛鳥掩蔽。

22 滅沒和死亡說：我們風聞其名。

23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曉得智慧的所在23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

24 因他鑒察直到地極，遍觀普天之下，

25 要為風定輕重，又度量諸水；25 要為風定輕重 又度量諸水；

26 他為雨露定命令，為雷電定道路。

27 那時他看見智慧，而且述說；他堅定，並且查究。

28 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敘述文廿八在告訴這四個人歇一歇吧，

你們把焦點搞丟 把對了脈嗎？
哀歌

你們把焦點搞丟、把對了脈嗎？

你們觀察苦難的原因夠智慧嗎？

所以叫智慧詩所以叫智慧詩 –
瞭解人的問題是不是夠智慧？

不單單在談苦難，在談什麼叫智慧，

車輪戰

不單單在談苦難，在談什麼叫智慧，

藉著苦難扣板機，

觸動我們觀察背後的原因，觸動我們觀察背後的原因

那個叫智慧

智慧就是人生有百態的困難，

懺悔

智慧就是人生有百態的困難

苦難是一個，如何處理才是有智慧呢…

廿八藉著苦難的議題，
敘述文

廿八藉著苦難的議題，

提升到人如何面對各樣的困難，

作上帝給他最適合的選擇。作上帝給他最適合的選擇

難怪約伯記叫「智慧書」，它不單單在談苦難。



廿八章擺在約伯記的核心，扮演幾個功能：

1 沒有怨言 爭論 指責 焦點不是苦難1. 沒有怨言、爭論、指責，焦點不是苦難，

而是哪裡可以找到智慧

2 車輪戰到這邊可以休兵了2. 車輪戰到這邊可以休兵了

廿八28 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一1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鼓勵讀者、包括劇中四個人重新對焦

3.扮演啟後的功能，讓哀歌、車輪戰停到 廿七章，

預備 廿九-卅一讓約伯裡面的痛苦發酵，

準備接受 利戶的輔導 上帝的顯現 真正從擱淺走出準備接受以利戶的輔導、上帝的顯現，真正從擱淺走出

4. 廿九-卅一約伯的話雖然看起來不清醒，

在說明他確實需要 卅八章上帝直接涉入在說明他確實需要 卅八章上帝直接涉入，

你要繼續敬畏上帝、遠離惡事便是聰明

等待上帝、祂是智慧的真化身等待上帝、祂是智慧的真化身

在 四二章向你顯現，你才會臣服！

5. 沒有第一手視野的三個朋友跟約伯，都是劇中人，

代表傳統神學 認為 定會現世報 沒有末世報的神義論代表傳統神學，認為一定會現世報、沒有末世報的神義論，

不能解決受苦跟上帝之愛 –
既然愛約伯、為什麼給他痛苦既然愛約伯、為什麼給他痛苦…

6.提供敬畏上帝、晉見上帝、敬拜上帝的樞紐

後面從 廿九章約伯三次自白到上帝顯現後面從 廿九章約伯三次自白到上帝顯現，

預備神的兒女預備要朝見上帝，最後 卅八章 體會上帝是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住在眾人之內，是全能神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住在眾人之內，是全能神

不只是高高在上，超然、祂要涉入，智慧看起來遙不可及，

可是發覺只要敬畏上帝還可以抓得到可是發覺只要敬畏上帝還可以抓得到

所羅門王最富有的時候，箴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Powerful man 所羅門王可以找到智慧Powerful man 所羅門王可以找到智慧

約伯 廿八仍然在牆外用瓦片刮身體，Powerless man，
仍然只有一個原則找到智慧 – 敬畏上帝仍然只有 個原則找到智慧 敬畏上帝

有錢、沒錢，地位高、低，找智慧只有一條路敬畏上帝！

 1-11從科技

智慧有何處可尋 聰明之處在 裡呢12 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

 13-19從珠寶

20 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哪裡呢？20 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哪裡呢？

 21-28 結論才發覺 –科技、珠寶，找不到智慧

第 段科技 確實人可以誇口第一段科技，確實人可以誇口：

挖銀子是有工技的，

可以在在海裡挖油 地裡挖金銀財寶可以在在海裡挖油、地裡挖金銀財寶

更希奇是礦中的路、鷙鳥不知道，

是因為人比動物更瞭解下面有珠寶是因為人比動物更瞭解下面有珠寶

人可以造人造衛星、太空船、飛機，

可是第一個感嘆可是第一個感嘆 –
12 科技不等於智慧，

智慧並不是科技、教育，智慧並不是科技 教育，

拿博士、諾貝爾獎，就可以一定聰明的！

第二段就找珠寶了…
慧 價值13 智慧的價值無人能知，

15-16 智慧非用黃金、白銀、俄斐金、

紅瑪瑙 藍寶石 不足與較量紅瑪瑙、藍寶石，不足與較量。

智慧不在珠寶裡面

婦 美貌 無見識 如 金環帶在豬鼻上箴十一22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鼓勵姊妹們 –寧可要智慧、而不要珠寶，

在說明珠寶裡面沒有智慧在說明珠寶裡面沒有智慧。

感嘆：20 智慧從何處來呢？

就開始轉向高度，看上帝，變成 –
23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曉得智慧的所在。

智慧不是從人來的、

從科技 從被造之物不是從科技、不是從被造之物。



廿八章 處理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找智慧」？

人以為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人以為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因為撒旦說「會讓你有智慧」，

原文的意思是「讓你聰明一點 。原文的意思是「讓你聰明一點」。

亞當、夏娃並沒有智慧，被趕出伊甸園、離開神本人生，

就進入日光之下 就進入虛空就進入日光之下、就進入虛空，

 創四 該隱有科技、工業、藝術，卻沒有上帝，

後來互相殘殺、兒女互相痛苦、最後洪水抓走後來互相殘殺、兒女互相痛苦、最後洪水抓走

詩歌智慧書等於 創三 的人要找上帝的管道

猶太教非常看重智慧，猶太拉比曾經說：猶太教非常看重智慧，猶太拉比曾經說：

「猶太人如果沒有醫生、軍事學家，還可以存活，

如果沒有拉比來教妥拉，就不能生存。」如果沒有拉比來教妥拉，就不能生存 」

如果猶太人父親跟拉比同時掉下水，先救誰？

答案是先救拉比，因為拉比會教你智慧，答案是先救拉比 因為拉比會教你智慧

所以智慧對猶太人說是重要的。

詩歌智慧書都在談如何人生要有智慧：

箴言 人生的平常 傳道書 人生的無常箴言 – 人生的平常，傳道書 – 人生的無常，

約伯記 – 人生的反常，

三個朋友就是從平常 成功神學的理念，三個朋友就是從平常 – 成功神學的理念，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卻忘了人生還有反常，

人生不一定可以把脈、不是那麼化約。人生不 定可以把脈 不是那麼化約

智慧不是來自年紀 – 以利戶

卅二6 10 我比你們這三個人年紀輕，但不要小看我的智慧。卅二6-10 我比你們這三個人年紀輕，但不要小看我的智慧。

智慧不是人生經驗、不是來自性別 –
箴卅一 用才德的女子，說明敬畏耶和華的女人，箴卅 用才德的女子 說明敬畏耶和華的女人

這個有智慧的人，必得著稱讚

也不是來自敬虔 – 約伯一直痛苦、仍然很敬虔，也不是來自敬虔 約伯 痛苦 仍然很敬虔

四二 上帝向他顯現，他懊悔，

我錯了，不能憑過去的敬虔，就可以認為我是智慧。

宗教不能幫助你，因為智慧不來自宗教的主義

智慧不是來自年紀、性別、敬虔、你人生的體會。

智慧從哪裡來？從神本、它不是人本。

傳道者其實在傳的是智慧，

這樣的呼籲傳道書 約伯 通通有這樣的呼籲傳道書、約伯記通通有：

 傳十二 敬畏上帝是人該做的，這個人才叫智慧

約伯記的核 在說明哪裡可以找智慧約伯記的核心 廿八 在說明哪裡可以找智慧

智慧只有一個地方，是從上帝那裏去…

箴八22-26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

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從亙古 從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被立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

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

那個智慧是上帝那裡！

因此要找智慧只有一個方式，就是謙卑地說：

你不過是個人 不是神 無從找上帝你不過是個人、不是神、無從找上帝

你要瞭解你很有限，廿八 講得很清楚 –
工業、科技、教育、智慧，都重要，但裡面沒有智慧，工業、科技、教育、智慧，都重要，但裡面沒有智慧，

智慧只有一個地方 – 日光之上，智慧是上帝的屬性！

上帝述說 個真理：要得智慧 就是敬畏上帝 活在上帝面前上帝述說一個真理：要得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活在上帝面前，

要從離開伊甸園、失樂園，回到上帝就變成復樂園，

從失樂園、透過十字架的耶穌、復樂園。從失樂園、透過十字架的耶穌、復樂園。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活多久，不在乎長度，

而在乎如何活，那叫態度。而在乎如何活，那叫態度。

如何活？面對人生百態時，

敬畏上帝的態度、仰望上帝的眼光，敬畏上帝的態度 仰望上帝的眼光，

來看別人、也看自己，給別人把脈、也給自己把脈。

你需要上帝的智慧，趁今天回到主面前說：你需要上帝的智慧，趁今天回到主面前說：

主啊、我需要來敬拜你、來敬畏你！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求天父

幫助我們有日光之上的眼光幫助我們有日光之上的眼光 –
承認我們離開伊甸園就是墮落，

都需要你的救恩、都沒有智慧，都需要你的救恩 都沒有智慧，

需要仰望耶穌的才真正有智慧。

幫助我們仰望你 –幫助我們仰望你

得智慧、與主同行，

有敬畏神的態度、與主同工。有敬畏神的態度 與主同工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