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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三十三章 1 - 7

1 約伯啊，請聽我的話，留心聽我一切的言語。

2 我現在開口，用舌發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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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神的靈造我；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

5 你若回答我，就站起來，在我面前陳明。

6 我在神面前與你一樣，也是用土造成。

7 我不用威嚴驚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

‧輔導的原則‧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 ‧回答約伯的問題

留心不要中了撒但的計

小心不要錯怪了上帝

虛心不要在傷口撒鹽

當心自己是否回到原點

留心屬靈視野的提升

第一、二章 序

第三章 哀歌

四到二七章 三個朋友的車輪戰

核心 二八章 智慧讚美詩

二九到四一章 約伯、以利戶、上帝的對話

四十、四二章 懺悔

四二章 跋

‧輔導的原則‧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 ‧回答約伯的問題

要輔導像受苦的約伯的時候，留心六個「不」─

不要說教、不要責備、不要定罪、不要警告、

不要批評諷刺、不要宣告上帝能醫治。

五個「要」─ 要有實際的行動，扶著他、同樂、同哀；

要說適合的安慰的話；要有同理心；要誠懇跟有愛；

要成為苦水杯讓他可以吐出來

三個朋友是要把他塞下去

以利戶讓他講出來的方式來輔導約伯

三個朋友的車輪戰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用自己的神學框框要控制約伯 ─

你一定有什麼原因才會有這些罰，因果、罪與罰、罪與罰

類似這個方式來掌控上帝 ─ 認為上帝只有公義

約伯的苦境不能用因果、邏輯，來解釋、來解決



他不好色 1-4、他不虛謊 5-8、

他不淫亂 9-12、他不欺壓 13-15、
他不虧欠人 16-23、他不貪利 24-25、

他不迷信 26-28、他不懷恨 29-30、

他不吝嗇 31-32、他不假冒為善 33-34、

他不剝削 38-40。

這些自白正好答辯 一1 他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輔導的原則‧擱淺者的特徵‧雲上的太陽 ‧回答約伯的問題

二九章 ─ 他不肯從過去中走出來、被過去綁住

我過去如何蒙上帝的恩惠，所有人都稱讚我；

現在如何痛苦，一對比、愈懷念過去

三十章 ─ 讓自己沉溺於自艾自嘆

三一章 ─ 回想過去我沒有錯，三個朋友給我戴帽子，

上帝不公平，他就數算自己忠心的無辜…

‧輔導的原則‧擱淺者的特徵‧雲上的太陽 ‧回答約伯的問題

三二1-2 於是這三個人，因約伯自以為義就不再回答他。

那時有布西人蘭族巴拉迦的兒子以利戶向約伯發怒；

因約伯自以為義，不以神為義。

三一章 他等於向上帝單挑 ─

我這樣無辜的人，你為什麼要審判我、處罰我？

會把上帝陷為不義，把上帝放在審判台

他會抱怨說 ─ 我不要事奉了，事奉沒有什麼好處。

會走上功利主義、成功神學

正好中了撒但 第一、二章 的陷阱 ─

「上帝啊，你就是給他好處，

約伯才會敬畏你。」

約伯過分誇自己的好，

人的義不能成就神的義，跑出自以為義的尾巴。

‧輔導的原則 ‧擱淺者的特徵‧雲上的太陽‧回答約伯的問題

三三6 我在神面前與你一樣，

也是用土造成。

以利戶說話很像幫上帝舖路…

三七21 現在有雲遮蔽，

人不得見穹蒼的光亮；

但風吹過，天又發晴。

以利戶 三三章 一說話的時候，

讓約伯有歸屬感、有安全感…

我沒有好你到哪裡去…
讓約伯知道 ─ 這個人瞭解我的苦楚，

卸妝之後，才進入輔導、進入教導、進入神學。

‧輔導的原則 ‧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回答約伯的問題

三三12-18 你這話無理，因神比世人更大。

你為何與他爭論呢？因他的事都不對人解說。

你以為祂是人哪？祂是高高在上的神！

神說一次、兩次，世人卻不理會。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神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

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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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戶是最後出現的，他凝聚了約伯幾個重要的問題...
約伯第一個問題 ─ 我很無辜，上帝找我碴！

苦難是上帝的保護，叫人知道不要驕傲 ─ 謙卑，

上帝的管教，有讓你謙卑下來的作用。



三三28 神救贖我的靈魂免入深坑；

我的生命也必見光。

他強調上帝有救恩的，三三23-30 ─

上帝的苦難，使人悔改

恢復人跟神的關係。

約伯第一個問題 ─ 我很無辜，上帝找我碴！

以利戶第一次的問答，提醒約伯 ─ 不要自以為義，

上帝沒有找你麻煩，祂不像人要找人單挑…
你以為上帝找我麻煩、以我為仇敵、不回答我，

是錯的！祂回答你，用夢、用異象、用感動。

魯益師 ─ 上帝用聖靈提醒你，

你不聽話的話，用災難把你搞醒，不要在墮落當中。

‧輔導的原則 ‧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回答約伯的問題

三四6-9 我雖有理，還算為說謊言的；我雖無過，受的傷還不能醫治。

誰像約伯，喝譏誚如同喝水呢？他與作孽的結伴，和惡人同行。

他說：人以神為樂，總是無益。

三四10 所以，你們明理的人要聽我的話。

神斷不致行惡；全能者斷不致作孽。

三四17-19 難道恨惡公平的可以掌權嗎？那有公義的、有大能的，

豈可定他有罪嗎？他對君王說：你是鄙陋的；

對貴臣說：你是邪惡的。他待王子不徇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過於貧窮的，因為都是他手所造。

約伯第二個問題 ─ 三四章 上帝否定我的義

祂是全能、祂有主權、祂全知。

自己沒有過犯，上帝不講理，事奉是徒然的、服事服事沒有好處沒有好處。。

以利戶對這兩個問題 ─ 上帝否定我的義、上帝上帝不講理不講理……

‧輔導的原則 ‧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回答約伯的問題

約伯第二個問題 ─ 三四章 上帝否定我的義

更重要的是上帝試驗義人…

三四31-33 有誰對神說：「我受了責罰，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作了孽，必不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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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讓約伯知道 ─

上帝是試驗你，苦難是上帝挑的；

上帝不是不講理，祂允許撒但來試驗你。

三四章 讓約伯知道 ─

上帝是講理的、上帝是邏輯，

理性的源頭是上帝。

‧輔導的原則 ‧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回答約伯的問題

約伯第三個問題 ─ 三五章義人跟惡人沒有差異

三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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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乾脆作惡算了吧，義人跟惡人沒有什麼差別…
上帝透過以利戶的回答 ─ 神是絕對公義的。

三六24-25a 你不可忘記稱讚他所行的為大，

就是人所歌頌的。他所行的，萬人都看見。

三六26 神為大，三六27 吸取水滴、雲彩、雨水，三七雷聲，

讓約伯的視野看到上帝是全能、公義、更是掌權的，

祂用祂的榮光、能力、慈愛，來吸引約伯…

三五5 你要向天觀看，瞻望那高於你的穹蒼。

讓他抬高，藉著觀察大自然，預備 三八章 上帝說話說話。。

‧輔導的原則 ‧擱淺者的特徵 ‧雲上的太陽‧回答約伯的問題



雲上的太陽雲上的太陽

求主幫助我們來瞭解那些受苦的人，

成為一個懂得上帝所愛的約伯、輔導他的人。

苦難使人有智慧，這生命的經歷使人走向生命的主

苦難對惡人是報應、對義人是神的管教，

是上帝的主權

苦難是神對人說話的管道，透過苦難、現在透過現在透過以利戶以利戶 ──

把他視野抬高，雲上有太陽，讓你看到上帝在上面上帝在上面，，

雲會消的，上帝會 三八章 向你顯現

以利戶對苦難探討 ─

苦難苦難不是神毀滅的方法，而是使人意識到需要救恩

苦難苦難不是上帝專橫加諸於世人，

上帝的路高過人的路，世人必須謙卑、完全順服

天父，

幫助我們 ─

成為好的輔導者，像以利戶，

成為你的舖路者，

好讓你的光

透過你的信息、你的愛、聖靈，

讓苦難的約伯 ─ 我們所面對的這些人，

因為我們輔導他們，

他們聽到上帝的聲音！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