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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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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与刺猬共舞
约伯记

约伯记第三章 1 - 12
1 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
3 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
4 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它；愿亮光不照于其上。
5 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蚀恐吓它。
6 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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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愿那夜没有生育 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
8 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

音量、全萤幕

9 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
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 盼亮却不亮 也不见早晨的光线
10 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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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
12 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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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伤口洒盐 ‧三次车轮战‧苦难的原因‧不要变成刺猬

搁浅的时候 ─ 不要中了撒但的计、不要错怪上帝、
不要中了撒但的计 不要错怪上帝
如何留心不要在伤口上撒盐。
约伯苦难的层次…
经济性 ─ 财产通通不见
家庭性 ─ 儿女通通不见
肉体性 ─ 需要拿屋瓦刮自己的身体
社会性 ─ 三个朋友像三只蜜蜂在咬他
灵性的 ─ 上帝可能离开他了
从 第三章 发觉 ─ 悲观厌世，向神抱怨、言语急躁、渴望友情；
对苛责之言反陈讥讽 ─ 不愿意再多受伤，会反咬对方；
不愿意再多受伤 会反咬对方；
向神哀诉，想向上帝辨明，不明白上帝的作为，对人生困惑；
悲叹今不如昔，诉说自己的美德、表明自己的无辜；

会怪上帝，在埋怨，希望朋友给他友情，更希望上帝怜悯我…

‧不要在伤口洒盐 ‧三次车轮战‧苦难的原因‧不要变成刺猬
七天的等候之后，约伯开始把心里的东西捞出来，
没有想到三个朋友在伤口上撒盐…
人生的种种困难，
常常要长期痛苦的过程 才有办法解决
常常要长期痛苦的过程，才有办法解决，
不要用很简单化约的神学 ─因果报应，
戴上帽子让约伯受苦
戴上帽子让约伯受苦。
从辅导角度，七天七夜、
三个朋友不说话陪着他是不够的，
他不只要有同理心、更留心神学。
我们从以利法、比勒达、琐法，
三个朋友、三次车轮战，如何激怒约伯，
三个朋友
三次车轮战 如何激怒约伯
来提醒我们 ─不要在伤口上撒盐！

‧不要在伤口洒盐 ‧三次车轮战 ‧苦难的原因‧不要变成刺猬

第 循环 ─ 以利法
第一循环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能
动机是不错，他劝他…

五17

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
这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
你须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你撑着，放心、上帝会帮助你的；不过也有激怒他的时候…

五26-27

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
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 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
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
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
影射约伯 ─ 儿女已经死了、财产通通没有了…
儿女已经死了 财产通通没有了

五4-5

‧不要在伤口洒盐 ‧三次车轮战 ‧苦难的原因‧不要变成刺猬

第 循环 ─ 比勒达
第一循环
八2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
比勒达可能出来打抱不平…
来

八3-4

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
可能儿女堕落败坏，你不知道、上帝知道，有警告的意思
八20-22

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
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棚必归于无有
无有。
。
影射约伯是恶人，上帝已经修理你了

约伯当然很火大，第九章、第十章 来回应比勒达…
九2

激怒约伯，约伯也给他两章 ─ 第六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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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循环 ─ 琐法
第一循环
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
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
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
我来教训、警告你，除非早一点悔改，否则…

十一2-3

十一6b
十

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还少。

上帝对你太客气了，你应当还更惨的！
他的动机还是要劝约伯来寻找上帝…

约伯非常火大，给琐法三章 ─ 十二、十三、十四
你们真是子民哪，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
你们一死、全世界都没有任何智慧啦！

十二2

第一次轮回，开始还有劝慰，可是越来越烈…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

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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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循环 ─ 以利法
你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以利法的态度是责备他的、蛮傲的…

十五6

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
最后被上帝说 ─你不如朋友所说的为义；
智慧不是因为年纪、智慧、教育…

十五17-18

十五34

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

受贿赂之人的帐棚必被火烧。
约伯的帐棚被焚烧、没有生育、没有下一代
约伯的帐棚被焚烧、没有生育、没有下
代，是不敬虔
是不敬虔

约伯给他 十六、十七章 ─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
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
反叫人愁烦
虚空的言语有穷尽么？有甚么话惹动你回答呢？

十六2 3
十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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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循环 ─ 比勒达
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约伯你已经是无子无孙，上帝已经审判你，因为你犯了罪

十八19

十八3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
？

你才是污秽、才是恶人、才是该死！
第二循环 ─ 琐法
二十4-5

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
上帝 定会把你休掉的！
上帝一定会把你休掉的！

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分 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分，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他恶有恶报，有那个因、所以有那个果，你该死…

二十28-29

‧不要在伤口洒盐 ‧三次车轮战 ‧苦难的原因‧不要变成刺猬

约伯也不是省油的灯，二六到二七章 来讽刺…
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
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
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
大知识！
！
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
你里面没有灵啊！你有什么能力吗？

二六2-4
二六2
4

第三循环 ─ 琐法，没有说话、无可救药…
三次车轮战，三个朋友用各样的方式来套约伯，
认为约伯是因为有罪有罚，
认为约
是因为有罪有罚，因果报应。

约伯记最大的问题 ─ 他们跟约伯一样，
都是剧中人，不知道上面的原因，
都是剧中人
不知道上面的原因
试着要帮助上帝，却乱戴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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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循环 ─ 以利法，安慰、责备、定罪
安慰 责备 定罪
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
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
等于给约伯定罪 ─ 没有好见证、没有做善事
善事，
，
上帝因此审判你，该死！

二二5-9a

约伯
伯 二三、二四章 给他回敬。
第三循环 ─ 比勒达，二五章 短短六节
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
这样在神面前
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
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
何况如虫的人 如蛆的世人呢！
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
约伯你就像虫一样 ─不义、不洁净、没有救药了

二五4 6
二五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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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观 ─
 大卫犯了罪，家里死了四个人，有报应
 犹太人得罪上帝，亚述把北国掳走、巴比伦把南国掳走
犹太人得罪上帝 亚述把北国掳走 巴比伦把南国掳走

上帝审判，三个朋友以为约伯就是这个原因

管教观 ─ 为了熬炼人性，
 借着罗马帝国的逼迫，教会得更新

恩典观 ─ 苦难使神的儿女得恩惠
 约瑟被出卖到埃及，成为家族的祝福
 罗马帝国被逼迫的教会，成为之后西方基督教的基础
 苏联教会被斗，生命改革更新，成为福音大爆炸的种子

验证观 ─ 苦难是验证，
 约伯受苦，验证不是功利主义者，没有好处，照常信上帝
 约翰福音第九章 瞎子的眼睛，为了验证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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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罪观 ─ 不是我的罪，是他的罪
 亚伯被该隐所杀，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
 犹太人被法老王丢尼罗河、伯利恒小孩子被希律
希律王
王杀，

是因为希律王、法老王的罪恶骄傲，
不一定是当事人有罪

奥秘观 ─
 天生可能就是残障，基因突变、妈妈用药、外力…

都跟这小孩子无关，是奥秘、不知道什么原因

代罪观 ─ 无罪的耶稣代替人的罪
末世观 ─
 末世有海啸、地震、饥荒、瘟疫…

所说的七印、七号、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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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一种报应观 ─ 罪跟罚。
约伯很可怜，没有人懂你、甚至觉得上帝离你很远…
自己说 ─ 我是无辜的！
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甚么？
他夺取
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甚么？
上帝要怎么做，哪有办法抵挡他！
九17 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
他用暴风折断我 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
九22 善恶无分，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绝
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
九12

这个人最关心是 ─ 我是不是义人？
不是我没有儿女、没有财产、名分，
而是上帝，你为什么要害我？发觉上帝变成他的敌人，
原因是三个朋友用罪来代他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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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类似受苦的人
受 的人…
 一般患者有恐惧、忧虑，没有安全感、自怜自悲，
情绪很低落、无助，痛苦煎熬、可能失眠，
神经质、孤单、无聊，怕死在医院
 临终的人震惊跟否认 ─我癌症、怎么可能？
生气跟愤怒、怨天尤人、讨价还价…最后接纳事实
这整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扮演辅导的角色 ─
 要了解他这么痛苦，不要用化约神学、车轮战磨他
要了解他这么痛苦 不要用化约神学 车轮战磨他
 教会应当是属灵的医院，
 你我健康的人陪伴这些人，要有同理心、
你我健康的人陪伴这些人 要有同理心
正确的神学、用神的爱，来帮助受伤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受苦的人苦难中的安慰者，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受苦的人苦难中的安慰者
而不是他的刺猬

亲爱的主，

祷告

帮助我们 ─
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
体恤耶稣为拉撒路死了以后 ─ 为他哭。
为他哭

主啊！把那个爱的心肠赐给我们、
正确的神学赐给我们；
特别我们这些剧中人，
特别我们这些剧中人
需要剧外人上帝的启示 ─
帮助我们谦卑敬畏你
帮助我们谦卑敬畏你。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