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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耶和華對撒但說：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07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

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

08 約伯就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

09 他的妻子對他說：09 他的妻子對他說：

「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嗎？你棄掉神，死了吧！」

10 約伯卻對她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一樣。約 卻對 你 像愚頑的婦 樣

噯！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撒但一出手就很狠，兩次打擊帶來一個結果 –
坐在被廢棄的地方 等死！坐在被廢棄的地方，等死！

讀者知道約伯不會死，可是約伯看到自己形同死人，

這個時候太太說話了 看到丈夫已然成為社會邊緣人這個時候太太說話了，看到丈夫已然成為社會邊緣人，

可憐的她想必快崩潰了，忍不住說了一句風涼話

譏諷 狠狠地踹了約伯 腳 否定上帝對約伯的肯定譏諷、狠狠地踹了約伯一腳，否定上帝對約伯的肯定…

二3 耶和華問撒但說：

「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

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你雖激動我攻擊他，無故地毀滅他，你雖激動我攻擊他，無故地毀滅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純正。」

上帝肯定約伯，他的太太卻好像否定上帝，

這個角色好像伊甸園中的撒但，

藉著懷疑、問句，來否定上帝一樣。

約伯的太太 – 你棄掉神，

「 神原文「你祝福神」，是諷刺的話，

正好與撒但的話同出一轍…
當 棄掉你一11 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

二5 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

約伯的太太說話好像呼應撒但的話，

原文「當面祝福你」

約伯的太太說話好像呼應撒但的話，

因此初代教父一直把他的太太

視為是撒但的代言人：視為是撒但的代言人：

奧古斯丁 – 魔鬼的助手

屈梭多模 – 魔鬼最好的鞭子屈梭多模 魔鬼最好的鞭子

加爾文 – 撒但的工具

這樣的戴帽子，

會不會對他太太太嚴厲了？



想一想約伯的苦難，就是這個太太的苦難，

這 子是這死的這十個孩子是這個太太所生的

親自看到先生病入膏肓

她會不會是居於不忍心看到先生如此受盡折磨她會不會是居於不忍心看到先生如此受盡折磨，

以為或許先生死了、才是他唯一得到解答的出路，

因此連勸帶激的命令語氣，要他咒詛神、死了算了吧！因此連勸帶激的命令語氣，要他咒詛神、死了算了吧！

這些命令手法是很痛苦的人所發出的呼喊，

有一點安樂死的味道，從這個角度來看 –有 點安樂死的味道，從這個角度來看

或許初代教父以來對約伯的太太戴的帽子太狠了？

敘述者只給約伯太太一句台詞，敘述者只給約伯太太 句台詞，

不論妻子如何勸、如何激約伯，約伯無動於衷，

不容許自己敬虔的生命有裂縫、陷入妻子挖掘試探的陷阱，不容許自己敬虔的生命有裂縫 陷入妻子挖掘試探的陷阱

甚至還嚴厲地頂回去：

「怎會因著擊打就成為村夫愚婦一般、連信仰都不要了呢？怎會 著擊 為 愚婦 連信仰都不

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

糾正、提醒太太：敬虔不是為了換得好處，

而是人應當盡的本分 敬虔跟得祝福並沒有因果報應而是人應當盡的本分，敬虔跟得祝福並沒有因果報應。

這正好是撒但控告上帝：

你就是給他好處，他才會敬畏你的原因。你就是給他好處，他才會敬畏你的原因。

在試探陷阱的邊緣拉住身心同樣受創、快墜下去的太太，

約伯成功地通過了這次的試探約伯成功地通過了這次的試探，

沒有給他的太太拖下水！

撒但被打了嘴巴、羞愧地離開舞台撒但被打了嘴巴、羞愧地離開舞台

敘述者似乎給他滿分 –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在這 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敘述者從 第一章到四十二章

從來沒有給約伯的太太戴帽子，從來沒有給約伯的太太戴帽子，

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分地給約伯太太

扣帽子、不體恤她也同受創傷，扣帽子 不體恤她也同受創傷

其實是不太公平的。

擱淺的人的伴侶所受的苦，不會亞於擱淺者所受的苦，

如果你是擱淺的人的配偶如果你是擱淺的人的配偶…
1.受苦之人的另外一半，也是受苦的

2 趕快從驚嚇找出原因2.趕快從驚嚇找出原因，

從自責、憤怒、悲傷中回過神來，

起來服事配偶 他要走的路很遠 需要吃 需要喝起來服事配偶，他要走的路很遠，需要吃、需要喝。

約伯的太太仍然給約伯吃的…
六6 7 物淡而無鹽豈可吃嗎？蛋青有甚麼滋味呢？六6-7 物淡而無鹽豈可吃嗎？蛋青有甚麼滋味呢？

看為可厭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

他的太太把食物送來，沒有讓約伯挨餓他的太太把食物送來 沒有讓約伯挨餓

3. 照顧自己的身心靈，

留心要健康、睡眠要充足才有體力，要有耐力去服事留心要健康、睡眠要充足才有體力，要有耐力去服事

腦筋要清楚才會有智慧的決定

自己要透視苦難，才能幫助他能夠透視苦難，自己要透視苦難 才能幫助他能夠透視苦難

好讓你的配偶與神和好、從擱淺當中走出來

4.不要企圖成為配偶的救主，不要以為我瞭解你為什麼有苦難，

你可以跟他 起 與痛苦的 起哀哭 與喜樂 起同樂你可以跟他一起，與痛苦的一起哀哭、與喜樂一起同樂，

等候上帝，因為你不能瞭解 –
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臨到你的配偶？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臨到你的配偶？

5.不要逞強、不要任性，

要願意尋求上帝 甚至願意尋求別人的幫助要願意尋求上帝，甚至願意尋求別人的幫助

有人好心來了，這些來探訪你的人，

你要在合理之下接受他的幫助你要在合理之下接受他的幫助

6.不要成為撒但添加傷害你配偶苦難的工具，

不要講的話太重了、讓你的配偶更受不了不要講的話太重了、讓你的配偶更受不了

確實約伯的太太講的話是有點超過，他太太說：

「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嗎？丟了上帝算了吧！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嗎？丟了上帝算了吧！

信上帝信到這副德性。」讓約伯更苦

這些添加痛苦的話，不要出於你的口，這些添加痛苦的話 不要出於你的口

免得你的配偶更可憐、更苦



7.預期配偶很難伺候，怎麼做、怎麼說，都很難搞，

他的身體 講話的語氣 態度 好 不 定有好報的他的身體、講話的語氣、態度，好心不一定有好報的

在處理、在面對、在輔導、在幫助的時候，

不要露出很厭惡、傷他的心的口氣，不要露出很厭惡、傷他的心的口氣，

給自己空間、時間，這場仗很難打的

8 堅守在上帝面前的誓言8. 堅守在上帝面前的誓言，

記得結婚時跟配偶在上帝、教堂面前，

你們答應相愛相守、終身不渝，你們答應相愛相守、終身不渝，

一直到死才讓你們夫妻的約割開

一直到 四二章沒有提到約伯的太太離開過， 直到 四二章沒有提到約伯的太太離開過

後來給他生了另外一些孩子，證明太太相愛不渝在旁邊

配偶擱淺的時候，不要以為就死定了，配偶擱淺的時候，不要以為就死定了，

陪著他、一起同走天路，他這時最需要你，

但他可能會戳你、刺你，一定不好過，但他可能會戳你 刺你 定不好過

你最好預備

對擱淺的人的旁邊朋友…
1 親朋好友如果來的話 你要感恩接受1. 親朋好友如果來的話，你要感恩接受，

不過不要好意弄巧成拙、淪為像三個朋友傷害約伯，

要留心攔阻他、要保護受苦的人，請他離開要留心攔阻他、要保護受苦的人，請他離開

2. 醫院探訪是有時間的，如果配偶不能忍受探訪，

特別探訪的人可能會加上很多帽子特別探訪的人可能會加上很多帽子、

很多試著安慰變成掐他脖子的，

這些朋友最好敬而遠之，這些朋友最好敬而遠之，

來的人如果神學上很報應觀，甚至自詡先知

「我命定你一定會癌症得醫治」，我命定你 定會癌症得醫治」

你還是要留意篩選

建議來探訪的人少給他建言，建議來探訪的人少給他建言

已經有醫生就夠了，不要給他開藥方

3.盡量給來訪的客人心理準備、免得一進去以後嚇倒了，盡量給來訪的客人心理準備 免得 進去以後嚇倒了

本來要安慰人的、反而變成加害於他

4.藉溝通的管道向外面、遠方、包括國外的親友，

來報告病情 告訴他們醫療的情況 代禱的事項來報告病情，告訴他們醫療的情況、代禱的事項，

來知道如何繼續跟進、為你禱告

5 久病確實無孝子 貧困少親友5.久病確實無孝子、貧困少親友，

這是人之常情，不要以為他們不愛我們，

因此就怪別人、怪東怪西因此就怪別人、怪東怪西

這個對你的配偶並沒有好處，反而安慰他 –
那些朋友不能來，不要以為怪，態度要調整那些朋友不能來 不要以為怪 態度要調整

6.有人想幫助、而不知道如何幫助，

有需要的時候，請這些人來幫助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請這些人來幫助我們

不要把自己封殺、把配偶封殺

7.善用社會資源7.善用社會資源

8.也留心會有人進來趁虛要敲竹槓、來詐騙，

要為了保護配偶，擋住這些惡人，要為了保護配偶 擋住這些惡人

要很有禮貌、也很有智慧把他們擋掉

對於受苦的人、尤其是病痛中的人…
1 他要的是醫療 飲食 起居的特別照顧1.他要的是醫療、飲食、起居的特別照顧，

留心他要的不是神學論述

受 的人 被關愛2. 受苦的人需要的是被關愛，

約伯就經歷到被隔離的痛苦 –

十九13-15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

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

我的親戚與我斷絕 我的密友都忘記我我的親戚與我斷絕；我的密友都忘記我。

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為外人；

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

這種讓約伯更苦、更酸、沒有人來幫助他的困苦，

提醒陪伴的人 還是要有人來看他的提醒陪伴的人 – 還是要有人來看他的，

即使無言的陪伴，來看他一次、兩次，

好讓配偶有發抒的對象、空間、時間，好讓配偶有發抒的對象、空間、時間，

對他的醫療、療程是好的



3.受苦的人身處患難，言語會急躁、甚至多所抱怨，

不必去駁正他 反而要安慰他 不要壓他不必去駁正他，反而要安慰他、不要壓他

4.在他要求或喜歡的時候，給他讀約伯記，

第 章約伯的咒詛詩 會幫助從擱淺走出來 第三章約伯的咒詛詩，會幫助從擱淺走出來

 廿八章智慧詩

 卅八章上帝如何旋風裡顯現給約伯 卅八章上帝如何旋風裡顯現給約伯

 四十、四一章河馬、鱷魚如何被上帝治理

讀這些上帝主權在握的經文，讀這些上帝主權在握的經文，

好讓從自我中心調到以上帝為中心

5 勸他、鼓勵他回憶過往恩典，5.勸他 鼓勵他回憶過往恩典

廿九章約伯數算過去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

這些非常有用，讓擱淺的人回想 –這些非常有用 讓擱淺的人回想

上帝並沒有離棄我，會幫助他走出來

6.帶他去接觸大自然，來看自然定律、背後有神，帶他去接觸大自然 來看自然定律 背後有神

好讓他從擱淺當中交託給掌握大自然的上帝

7. 禱告，把他帶到上帝面前、禱告來幫助他，

家 親 隨時帶他禱告家人、親人，隨時帶他禱告

讓他讀神的話、讀詩篇，讓他靈修，

讓他懂得苦難不過是擱淺讓他懂得苦難不過是擱淺、

絕對不是世界的末日

讓他懂得把時間表交給上帝、讓他懂得把時間表交給上帝、

交給死裡埋葬復活的耶穌，

告訴他 – 耶穌瞭解你的痛苦、你的困難，告訴他 耶穌瞭解你的痛苦 你的困難

耶穌會安慰你，

藉著禱告，把心思意念向上帝顯明藉著禱告 把心思意念 帝顯

陪伴的人有這些智慧，會讓配偶早點好，

藉著仰望、禱告、屬靈夥伴、專業，藉著仰望 禱告 屬靈夥伴 專業

把配偶交在上帝手中！

求主給你這個智慧，

來幫助苦難的家人早早從困境走出來。

禱告禱告天父 禱告禱告天父，

謝謝你讓我們配偶有苦難當中，

我們有機會服事他們我們有機會服事他們。

但知道服事他們不容易，

求你給我們智慧 配合專業的醫師求你給我們智慧、配合專業的醫師，

同時藉著大自然你所造、

來知道你掌管大自然，來知道你掌管大自然

藉著聖詩、藉著詩篇、

藉著苦難詩、藉著咒詛詩，

幫助我們的親人從困境當中

來仰望你的憐恤、蒙恩惠，

成為隨時的幫助。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