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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卅三章

我 我 言01 約伯啊，請聽我的話，留心聽我一切的言語。

02 我現在開口，用舌發言。

03 我的言語要發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誠實地說出。03 我的言語要發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誠實地說出

04 神的靈造我；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

05 你若回答我，就站起來，在我面前陳明。

06 我在神面前與你一樣，也是用土造成。

07 我不用威嚴驚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

08 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08 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

09 「我是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

10 神找機會攻擊我，以我為仇敵，

11 把我的腳上了木狗，窺察我一切的道路。」

12 我要回答你說：你這話無理，因神比世人更大。

13 你為何與他爭論呢？因他的事都不對人解說？13 你為何與他爭論呢？因他的事都不對人解說？

14 神說一次、兩次，世人卻不理會。

15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神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躺在床 的時候 神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

16 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心上。

17 好叫人不從自己的謀算，不行驕傲的事，

18 攔阻人不陷於坑裡 不死在刀下18 攔阻人不陷於坑裡，不死在刀下。

19 人在床上被懲治，骨頭中不住地疼痛，

20 以致他的口厭棄食物，心厭惡美味。厭棄食 厭惡美味

21 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見；先前不見的骨頭都凸出來。

22 他的靈魂臨近深坑；他的生命近於滅命的。

千 使中 若有 個作傳話的與神 在 指示 所當行的事23 一千天使中，若有一個作傳話的與神同在，指示人所當行的事，

24 神就給他開恩，說：「救贖他免得下坑；我已經得了贖價。」

25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還童。25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還童

26 他禱告神，神就喜悅他，使他歡呼朝見神的面；神又看他為義。

27 他在人前歌唱說：「我犯了罪，顛倒是非，這竟與我無益。

28 神救贖我的靈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見光。」

29 神兩次、三次向人行這一切的事，

30 為要從深坑救回人的靈魂，使他被光照耀，與活人一樣。30 為要從深坑救回人的靈魂，使他被光照耀，與活人一樣。

31 約伯啊，你當側耳聽我的話，不要作聲，等我講說。

32 你若有話說，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說，因我願以你為是。

33 若不然，你就聽我說；你不要作聲，我便將智慧教訓你。

最佳第四人，三個朋友車輪戰完，

以利戶佔 為人以利戶佔 卅二到卅七章，為人…
1.尊重年老者先發言的傳統，

直等到三個朋友 約伯都講完以後一直等到三個朋友、約伯都講完以後，

他才搭腔

2 絕不奉承人 只想討上帝喜歡2.絕不奉承人，只想討上帝喜歡

3.依靠神給的聖靈說話，

不是憑裡面人的知識 像三個朋友不是憑裡面人的知識，像三個朋友

4.知識雖然廣博，可是要誠實發言

5.願意真正去了解、同情約伯，

一直聽約伯發言、體會他的痛苦

6.了解自己的身分，
在上帝面前也是泥土造成的，

好讓約伯得到同理心



因此在 卅二章鋪完路、破完冰，

卅 到卅 是以利戶在旁邊卅三到卅七是以利戶在旁邊

聽約伯跟三個朋友的車輪戰，

釐清約伯幾個重要的議題、釐清約伯幾個重要的議題、

是三個朋友沒有回答的…

1 苦難不是上帝毀滅的方法1. 苦難不是上帝毀滅的方法，

而是使人意識到救恩的需要

2 苦難絕對不是上帝專橫加諸於世人的2. 苦難絕對不是上帝專橫加諸於世人的，

上帝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世人必須謙卑、完全順服世人必須謙卑、完全順服

3. 苦難使人有智慧，在這生命的歷練之中，

使人走向生命的主 向祂敬拜使人走向生命的主、向祂敬拜

4. 苦難是神對人說話的管道，

好像啟示 樣 好讓人對上帝被恢復好像啟示一樣，好讓人對上帝被恢復

約伯在問三個關鍵問題，是他對上帝不服的地方…

問題 我很無辜 上帝以我為仇敵 為何上帝不回答我？問題一、我很無辜，上帝以我為仇敵、為何上帝不回答我？

卅三章以利戶說：

1 上帝比世人都大，你沒有權力要求上帝對每件事情作解釋，1. 上帝比世人都大，你沒有權力要求上帝對每件事情作解釋，

沒有資格對上帝說 – 我做了這個事，因此應當給我犒賞。

上帝是在上面、你是在下面上帝是在上面、你是在下面

2.上帝並非沒有行動，上帝是用夢、異象來啟示人，

因此人會做夢、會有異象，從上帝來的因此人會做夢 會有異象 從上帝來的

3. 苦難有保護性，是讓你不要陷入坑中、死的更慘

17-18 好叫人不從自己的謀算，不行驕傲的事，17 18 好叫人不從自己的謀算，不行驕傲的事，

攔阻人不陷於坑裡，不死在刀下。

上帝祂看到將來，祂是全知的上帝祂看到將來，祂是全知的

4.上帝有救恩，苦難使人悔改、恢復神人關係，

24 神就給他開恩 說：24 神就給他開恩，說：

救贖他免得下坑；我已經得了贖價。

28-30 神救贖我的靈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見光。

神 次 次向人行這 切的事神兩次、三次向人行這一切的事，

為要從深坑救回人的靈魂，

使他被光照耀，與活人一樣。使他被光照耀，與活人 樣。

約伯啊，這個苦難對你將來的救恩有好處，

你還在隧道裡，因此先不要

滿心疑惑來懷疑、給上帝打問號 –
認為我是無辜的 你找我碴認為我是無辜的，你找我碴、

把我當仇敵、又不回答我。

很有趣的是，

過去不管是瑣法、比勒達、以利法說話，

約伯會答腔

但這邊講了 卅三章，約伯完全沒有答腔，

表示他確實被折服 第 個問題被搞定了表示他確實被折服、第一個問題被搞定了

問題二、卅四上帝否定我的義

5-6 約伯曾說：我是公義，神奪去我的理；

我雖有理，還算為說謊言的；

我雖無 受 傷 醫
以利戶答腔了…

我雖無過，受的傷還不能醫治。

1. 上帝並非不公義的，全能者斷不致作孽

以利戶答腔了…

卅四10-15 預告將來上帝會末世報，而非你們所說的現世報。

所以，你們明理的人要聽我的話。

全 者 作孽神斷不致行惡；全能者斷不致作孽。

他必按人所做的報應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報。

神必不作惡；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神必不作惡；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

誰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專心為己，將靈和氣收歸自己，專 氣 歸

凡有血氣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歸塵土。

沒有報應並不表示不報、只是時候未到，上帝有祂的時間表，

全知、按公義審判的神不可能判斷錯誤，你不要怪上帝誤判。



2. 卅四16-30 上帝是試驗義人，盼望約伯要忠心到底，

被試驗到底的時候，不要像那些惡人說話一樣…
31 有誰對神說：「我受了責罰，不再犯罪；

我 看 求你指教我 我若作 孽 作32 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作了孽，必不再作？」

33 他施行報應，豈要隨你的心願、叫你推辭不受嗎？

選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說吧！選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說吧！

34 明理的人和聽我話的智慧人必對我說：

35 「約伯說話沒有知識，言語中毫無智慧。

36 願約伯被試驗到底，因他回答像惡人一樣。

37 他在罪上又加悖逆；

在我 中 拍 多言在我們中間拍手，用許多言語輕慢神。」

約伯啊，不要因為上帝沒有答腔就認為上帝無理取鬧、

逆 帝 下 會就悖逆上帝，你要撐下去、上帝會出現的。

卅四章講完以後，約伯沒有答腔，

第 個問題 上帝否定我的義 上帝不講理第二個問題 – 上帝否定我的義、上帝不講理，

給折服了！

問題三、卅五惡人跟義人沒有什麼差別，上帝賞罰不明…

2-3 你以為有理，或以為你的公義勝於神的公義，

才說這與我有甚麼益處？我不犯罪比犯罪有甚麼好處呢？

1.你以為上帝賞罰不明，你搞錯了 –
5 你要向天觀看，瞻望那高於你的穹蒼。

你看大自然多偉大，祂是超然的神，

祂的公義，不會給下面的人間所擺佈

人算得什麼，怎麼可以論斷上帝不公平呢？

2. 人的苦難是來自人的欺壓

9-10 人因多受欺壓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轄制便求救，

卻無人說：造我的神在哪裡？他使人夜間歌唱。

像二次大戰拉赫曼尼諾夫所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

寫的時候憂鬱症，反而能安慰那些更痛苦的人寫的時候憂鬱症 反而能安慰那些更痛苦的人

事奉上帝好心有好報的，還會有上帝最後的末世報

整個以利戶對約伯的輔導策略…

1. 卅三回答約伯「上帝攻擊無辜的人」，

上帝比世人都大、神有隱藏的自由、

上帝有啟示的恩典上帝有啟示的恩典、

有懲罰的權柄跟時間性考量

2 約伯的論述「上帝不講理2. 卅四約伯的論述「上帝不講理」，

上帝絕對公平、祂完全認識人、祂試驗人，

因此不要以為上帝不講理因此不要以為上帝不講理

3.約伯說「上帝賞罰不明」，

以利戶認為約伯犯了兩個錯誤以利戶認為約伯犯了兩個錯誤：

你以為比上帝更公義

不犯罪又有什麼好處呢？不犯罪又有什麼好處呢？

以利戶平衡約伯的神觀 –
上帝不單單只是可怕的審判官，上帝不單單只是可怕的審判官，

祂是偉大教師！

以利戶評估認為約伯沒有什麼犯罪，並不是頑固、大逆不道，

認為神給人苦難的目的是避免人犯更大的罪認為神給人苦難的目的是避免人犯更大的罪、

免得被神最後更深的管教

認識神，讓人知道祂是無限的，要敬畏、認識神，讓人知道祂是無限的，要敬畏、

等候上帝，在祂的教導中，謙卑到上帝面前

以利戶的回答就像摸著貓的毛 直順到最後以利戶的回答就像摸著貓的毛，一直順到最後…
卅七24 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顧念。

以利戶是個鋪路者，預備約伯迎接 卅八上帝要出現，

進入他的自我中心、把他引導上帝的神本。

提醒不要像以利法、比勒達、瑣法來勸約伯認罪，

用謙卑、神的眼光，預備把人帶到上帝那裡去

輔導的最終目標是讓上帝接手 讓人最後迎見上帝輔導的最終目標是讓上帝接手、讓人最後迎見上帝，

好讓人在上帝面前被釐清

求主幫助我們成為有這種神學眼光的輔導者，求主幫助我們成為有這種神學眼光的輔導者，

來幫助苦難的人。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天父，

我們需要你，

幫助我們用聖靈的感動

讓好讓像以利戶

來輔導苦難的人，

好讓他們真正早早流淚撒種好讓他們真正早早流淚撒種，

迎見萬王之王。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