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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耶和華對約伯說話以後，就對提幔人以利法說：
「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
「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
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
08 現在你們要取七隻公牛，七隻公羊，到我僕人約伯那裡去，
為自己獻上燔祭，我的僕人約伯就為你們祈禱。
我因悅納他 就不按你們的愚妄辦你們
我因悅納他，就不按你們的愚妄辦你們。
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
於是提幔
利法 書亞
勒達 拿瑪 瑣法
09 於是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
照著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耶和華就悅納約伯。
10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
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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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約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認識的人
約伯的弟兄 姊妹，和以先所認識的人
都來見他，在他家裡一同吃飯；
又論到耶和華所降與他的 切災禍
又論到耶和華所降與他的一切災禍，
都為他悲傷安慰他。
每人也送他一塊銀子和一個金環。
12 這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萬四千羊，六千駱駝，一千對牛，一千母驢。
13 他也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14 他給長女起名叫耶米瑪，次女叫基洗亞，三女叫基連‧哈樸。
15 在那全地的婦女中找不著像約伯的女兒那樣美貌。
她們的父親使她們在弟兄中得產業。
16 此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
此後 約伯 活
十年 得見他的兒孫 直到 代
17 這樣，約伯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

到了 四二章 最後的結局，過程 卅八、四一
約伯聽到上帝最親密的對話聲音
約伯聽到上帝最親密的對話聲音、
從苦境轉回以後，他說：
「我卑微 我說太多了
「我卑微、我說太多了，
我懺悔過去對你的批評。」
結束了 四二6 在塵土跟爐灰中懊悔。
第一章 約伯為家人獻祭
 敬畏上帝、在東方人中就為至大
敬畏 帝 在東方 中 為至大
 健康財富家人通通失去
四二章 約伯為朋友獻祭
伯
友
 所有人出現來稱謝安慰鼓勵尊敬他
 健康財富家人通通恢復，甚至加倍
健康財富家人通通恢復 甚至加倍
經過苦難之後，果然經歷到逆轉勝，
是個全家團圓的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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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這呼應彰顯上帝的慈愛

約伯在 第一章 本來有
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七千羊、三千駱駝、
五百對牛、五百母驢，
正好加起來十，十全十美的財富，
 跋是十全十美的兩倍
跋是十全十美的兩倍、通通是雙倍
通通是雙倍
 整本書四十二章總共七次出現祝福
 最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歲，七十的兩倍
最後約伯又活了 百四十歲 七十的兩倍
上帝刻意藉著約伯隧道、擱淺當中轉回，
正如雅各書所說 –
上帝不是要卡他、壓他、磨他，
是藉著 難
是藉著苦難、從擱淺當中轉回，
擱淺當中轉
印證上帝滿心憐憫慈愛。
戲終，印證我們的神是好神、
戲終
印證我們的神是好神
偉大的神、美善的神。

本劇來到了尾聲，藉著首尾呼應讓你經歷到 –
 擱淺的人最後是逆轉勝
 鼓勵仍然在擱淺、隧道裡面的人，不要忘了
隧道的盡頭會有一片藍天在等待著，
那端施恩的上帝已經在等待要補給你，
就像補給約伯 都是雙倍的！
就像補給約伯、都是雙倍的！
讀者一定會問 – 兒女不像財富給雙倍，
這正好印證靈魂不滅說：
第一章 十個兒女還在，加上 四二章 十個兒女，
加起來正好也是上帝還給他雙倍
加起來正好也是上帝還給他雙倍，
兩個十全十美，全家最後會天上團圓的。
Larry Crabb 說：
說：「爸爸、媽媽，我們天上會見面的。」
爸爸 媽媽，我們天上會見面的 」

我們之所以蒙恩並不是我們好，
是因為我們有 個好神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好神，
即使陷入苦難，不要忘記祂仍然是好神！

這本書的序跟跋，
 約伯的名聲、財富、牛羊、子女、子孫被恢復
聲
富 牛羊 子
子孫被恢復
 上帝顛覆律法，讓三個女兒也得到男人的產業
讓你知道 – 苦難背後的上帝，是偉大、慈愛的神
苦難背後的上帝 是偉大 慈愛的神
四二6 我厭惡自己、在塵土爐灰中懊悔，考試就結束了，

後面苦境轉回、上帝給他加倍的財富，
後面苦境轉回
上帝給他加倍的財富
完全是上帝免費的恩典，跟約伯敬不敬虔無關！
整本約伯記最根本的測試核心就在 –
 撒但認為人敬畏上帝是為了 belonging 身上附屬好處，
因此才會有 being
b i 信靠上帝
 這本書說明正好顛倒，
約伯不是因為任何好處、仍然繼續敬畏上帝，
 懊悔純粹是因為我對上帝的認識太有限了
 祂竟然仍然顯現
祂竟然仍然顯現、仍然愛我，
仍然愛我
讓我知道我很卑微，跟有沒有任何好處無關

苦難甚至提升約伯對人基本價值的尊重，
調整人間傳統對於性別差異的視野，
調整人間傳統對於性別差異的視野
 記載三個女兒如何美，藉著美來讚美上帝，
給她們相同的財富，跟男人一樣，
聖經的作者絕非大男人主義的觀點來寫聖經
 一1
1 約伯是以東人，跟三個朋友
都是外邦人、都不是雅各十二支派的後裔，
可是確實可以跟亞伯拉罕 以撒 大衛平起平坐
可是確實可以跟亞伯拉罕、以撒、大衛平起平坐
四二16-17 此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

直到四代。這樣，約伯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
會讓讀者認為到此一遊，不覺得是白費！
從擱淺中走出來的約伯成為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火，
你可以因此繼續等候上帝在隧道洞口會賜下光明、
會賜下安慰跟盼望。

所以戲中可以做一些反思…
1. 吃別人說不出的苦、忍別人所不能忍的氣、做別人不能做的事，
就能享受別人所不能享受的一切
2 世界上什麼都可以失去，唯獨不要失去對上帝的盼望跟信心，
2.
世界上什麼都可以失去 唯獨不要失去對上帝的盼望跟信心
因為你有一個好神、偉大的神
3 別人看不起自己已經很不幸了，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更不幸，
3.
別人看不起自己已經很不幸了 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更不幸
你是上帝形像造的，即使在擱淺最後有劇終的，
會走出來的、不要看不起自己
4. 生命不在乎長跟短，只在乎頓悟的早跟晚 –
上帝是主宰萬有、祂掌管一切，苦難中越明白上帝的主權
5. 生命中的報應，會取決於我們所有的決定跟行為，
決定跟從主，我們的行為來跟從祂，
會決定最後永世裡，上帝如何審判我們
不要自以為義 當神拿走你的義
6. 不要自以為義，當神拿走你的義，
你還有什麼呢？有的就是上帝而已

15. 要經營你的人生，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
轉向上帝 也轉向人 才可以苦境轉回
轉向上帝、也轉向人，才可以苦境轉回。
四二章 最後要處理的就是和好，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
這跋中所要著墨的，就是約伯跟上帝已經和好了，
 現在三個朋友跟約伯之間的關係，也需要和好收場
現在三個朋友跟約伯之間的關係 也需要和好收場
 這三個朋友需要跟上帝和好收場
諷刺的是，扮演和好關鍵的中介角色，
是被三位朋友長期冤枉指責的約伯 –
約伯 你要為這三個朋友禱告！
約伯，你要為這三個朋友禱告！
上帝，有沒有搞錯？他們是小蜜蜂，
我最痛苦的時候，從來沒有幫助我 ，
我最痛苦的時候，從來沒有幫助我…，
叫我原諒他們三個，算了吧！
這對於長期被扣帽子的約伯而言
這對於長期被扣帽子的約伯而言，
上帝這樣要求，是不是太過分了呢？

07. 不要只活在過去跟現在，
在隧道時 要活在將來的盼望裡
在隧道時，要活在將來的盼望裡
08. 說出來的苦不叫苦，上帝等候你跟祂訴苦
09 智慧人愛聽智慧的話、愚昧人愛聽愚昧的話，
09.
正如上帝告訴三個朋友 – 你們的議論像愚昧人
10 走出苦難，需要的是前進的腿
10.
走出苦難，需要的是前進的腿、不需要愛抱怨的嘴
不需要愛抱怨的嘴
11. 逆境要麼就是破記錄、要麼就是破產，
不要什麼都破了，卻忘了上帝
12. 人生可以輸在起跑點，但不可輸在轉捩點，
進入隧道可以轉彎的地方 你要上帝
進入隧道可以轉彎的地方，你要上帝
13. 想像力是用來看見上帝的作為、創造的，
藉著鱷魚、河馬、
就知道上帝真是全能啊！
藉著鱷魚
河馬 …就知道上帝真是全能啊！
14. 經歷過磨難的人，才是最有財富跟智慧的人，
約伯經過磨難進 詩歌智慧書
約伯經過磨難進入詩歌智慧書，
最有財富、最有智慧

這本書一語道破、突破人世間所渴慕的和好，祕訣就是
 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加六 靈性好的，為過犯所勝的人禱告
約伯從當中走出來為三個朋友禱告，約伯做了，
和好就把本劇帶入滾雪球般的意外效果 –
當上帝觸動人跟人和好，
約伯經歷到蒙福的最高潮、雙倍的祝福，印證滿心憐憫的上帝。
擱淺時跟別人有糾葛、痛苦、掙扎的時候，
一個簡單的原則 – 吵歸吵、最後要和好！
十字架的耶穌就是幫助我們跟上帝和好 跟人和好
十字架的耶穌就是幫助我們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
弗二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結束約伯記「擱淺的日子」，留心有沒有
傷害到人，求主赦免他們、也赦免我們。

禱告

天父，
謝謝你讓擱淺的約伯成為我們
與你和好、與人和好的最好榜樣。
知道你是偉大的神、你更是好神，
知道你是偉大的神
你更是好神
幫助我們尊崇你、敬愛你、
順服你、敬拜你，
榮耀、尊貴都歸給你。

讓擱淺成為更多後面歸向上帝的一個
好的見證、榜樣。
奉耶穌基督榮耀、得勝的名禱告，
奉耶穌基督榮耀
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吳獻章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