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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十一章

1 拿玛人琐法回答说：
2 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

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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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
5 惟愿 神说话 愿他开口攻击你5 惟愿 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
6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

所以当知道 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以当知道 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7 你考察就能测透 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8 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甚么？，

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甚么？
9 其量比地长，比海宽。

10 他若经过 将人拘禁 招人受审10 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
谁能阻挡他呢？

11 他本知道虚妄的人；；
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

12 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
你若将心安 向主举手13 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

14 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棚之中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棚之中。

15 那时，你必仰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
16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忘 ，就 想起
17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
18 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
19 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
20 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

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

第一次上台的琐法口气很凶，十一章 分成三段，

太便宜你 1-6上帝实在太便宜你了！

6b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你怎能跟公义的神比 算 7-12你怎能跟公义的神比？算了吧

 13-20悔改是得救唯一的门径，

趁早悔改 免得上帝还给你加重趁早悔改，免得上帝还给你加重

他这一次说话「趁早悔改」是他的论述，

背后仍然劝他找神 但也有激怒约伯的地方背后仍然劝他找神，但也有激怒约伯的地方。

他说：我有理由的，

以利法老先生 有属灵的经验 个 的启以利法老先生，有属灵的经验、个人的启示

比勒达，是人间传统、科学的观察

我呢？十 我是从观察人间智慧来的我呢？十一6我是从观察人间智慧来的，
所以他的主张，是认为

我有整个智慧神学 宗教的律例规条我有整个智慧神学、宗教的律例规条



他的主张可以摸出来有三个论述：

1. 因罪因此被罚，因果报应论

2. 认罪悔改，就可以忘记苦难，

是 有 才就是因为有罪、才被罚，

如果把因拿掉、就不会有这个果了，

十一13-16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
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棚之中。
那时，你必仰起脸来毫无斑点；

你也必坚固 无所惧怕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 样。

3 恶人会必有恶报3. 恶人会必有恶报

琐法只讲 十一章，约伯却足足给他三章 十二到十四章，

才知道受苦的人多无辜 多无奈 多痛苦才知道受苦的人多无辜、多无奈、多痛苦…
 十二1-6好心不一定有好下场

6强盗的帐棚兴旺 惹神的人稳固6强盗的帐棚兴旺，惹神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

有很多恶人飞黄腾达的！有很多恶人飞黄腾达的！

 十二7-12上帝单把智慧给你们吗？

7你且问走兽 走兽必指教你；7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
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

 十二13 25上帝原不分青红皂白的 十二13-25上帝原不分青红皂白的

13-15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
他拆毁的 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 便不得开释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
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

上帝要怎么做，谁都拿他都没办法上帝要怎么做，谁都拿他都没办法
20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

十三章 三个论述…
不要成为偏袒的卫道家 1-12不要成为偏袒的卫道家

1-4这一切，我眼都见过；
我耳都听过 而且明白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

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

 13-19谁可以宣判无辜者有罪呢？ 13-19谁可以宣判无辜者有罪呢？

18-19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义。
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

我哪有罪？是上帝有问题！

 20-28上帝，请告诉我：我错在哪里？ 20 28上帝，请告诉我：我错在哪里？

23-24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

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
你为什么在我身上动刀？

我无辜，你有没有搞错？

十四章 四个论述…
如影的人生 你何苦鉴察？ 1-6如影的人生，你何苦鉴察？

1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6便求你转眼不看他 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6便求你转眼不看他，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

 7-12上帝岂可饶了渺小的人呢？

77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77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
10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

 13-17阴天过后，可会雨过天晴呢？阴天过后，可会雨过天晴呢

13-14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密处，等你的忿怒过去；
愿你为我定了日期，记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18-22人生是神所导演的悲剧
20-22你攻击人常常得胜，叫他往而不回。

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
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琐法给他定罪，让约伯满腹的牢骚。



二十章 琐法第二次论述，

也是最后 次 分成 次也是最后一次，分成四次…

 1-3我也有话说

 4-11恶人一定会死，而且会早死
11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嘴 得很惨约伯你还在强嘴，你会死得很惨！

 12-23恶者自食后果
23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忿怒降在他身上。

第一章 约伯听第一个恶讯时可能还在吃饭，

接二连三坏消息就 再 再的打击约伯接二连三坏消息就一再一再的打击约伯。

琐法所说的话提醒他当初痛苦的现场，

然后你说 我是有祸 我该死 恶人自食后果然后你说：我是有祸、我该死、恶人自食后果

 24-29恶人结局已经定了！

二十章 的论述，让约伯第二次对琐法的回应更火大！

琐法第二次在 二十章，主要的论述是该死，
恶必然有恶报 并没有劝约伯来找神

廿2-7我心中急躁，你岂不知亘古以来，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他终必灭亡

恶必然有恶报，并没有劝约伯来找神。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他终必灭亡。

你怎能说自己没有错，瞧瞧你自己，早点认罪吧！

这种话我们类似会这么说：你的遭遇一定不是偶然的，

是上帝警告你，瞧瞧你自己，一定哪里出了问题，

早一点把臭袜子拉出来，不要白白受苦

要有信心、靠主刚强，凭信心宣告，

害怕、痛苦会从恶者离开，要用信心抵挡它

这本书撒但只在第一、二章出现，后面完全消失，

琐法比较超灵恩，处理别人痛苦时，会用灵恩、灵界说，

「你一定犯了跟撒但有属灵纠葛，因此上帝打击你。」

琐法第三次没有出场，意思是无药可救、算了吧！

约伯给琐法也是一章，廿一章 分成四段：

 1-6我也有话要说，不是只有你能说话

 7-16为何恶人顺利？
7-9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

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 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上帝没有让恶人死光光！

恶人怎么不熄火呢？ 17-26恶人怎么不熄火呢？

17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 向他们分散灾祸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

明明你论述有问题

 27 34恶人的帐棚在哪里？ 27-34恶人的帐棚在哪里？
30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

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
34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徒然安慰我呢？

三个角度 – 三个朋友、约伯、上帝，

三个朋友都给约伯戴帽子 认为约伯是现世报三个朋友都给约伯戴帽子，认为约伯是现世报 –
公义应当现世报，加上约伯受苦、上帝又是公义的，

因此结论是约伯一定犯了罪 他该死！因此结论是约伯一定犯了罪、他该死！

约伯也是建立在现世报 – 公义是要即时执行，

我自己受苦 可是我又没有罪 定是我自己受苦、可是我又没有罪，一定是

上帝误判、他搞错了，或是他不公平

上帝的角度 对 上帝是会有报应 不过上帝的角度，对，上帝是会有报应，不过

圣经的报应往往是末世，上帝有他的时间表，
 希律王 徒十二 骄傲 得罪上帝 希律王 徒十二 骄傲、得罪上帝，

上帝让他的肠子在肚子里，就死了，会有现世报
 很多时候是末世报 上帝也知道约伯没有罪 很多时候是末世报，上帝也知道约伯没有罪

上帝仍然是公义的，上帝并没有错，

可是三个朋友给约伯锁死的「因果报应观」可是三个朋友给约伯锁死的「因果报应观」，

会让约伯更怪上帝！



这三个朋友的论述让约伯听到…

上帝 听讼者 被告者 控告上帝1. 上帝从听讼者变成被告者，约伯变成在控告上帝，

请你们三个朋友滚蛋、走远一点，

我要直接跟上帝理论 他搞错了 他不应当对我那么狠我要直接跟上帝理论，他搞错了、他不应当对我那么狠

2. 三个朋友使约伯质疑上帝没有把事情办好–
恶人你不审判 我这种有义的人死得那么惨恶人你不审判，我这种有义的人死得那么惨

3. 三个朋友给约伯戴罪、认为你该死，

三个朋友不懂得约伯 也不懂得苦难三个朋友不懂得约伯、也不懂得苦难，

特别男人，只动脑筋、其实不懂他的心
辅导不能单单类似说「罪必然罚」，辅导不能单单类似说「罪必然罚」，

 敬畏上帝一定有好报、好心有好报 – 就是「成功神学」

 看起来对，这是末世报，却不能安慰约伯， ，

辅导别人时就记得：要接纳，与喜乐的同乐、哀哭的同哭，
趁今天，教会成为属灵的医院、你我成为别人的苦水杯

回到上帝面前、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好的辅导者。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需要你，

因为我们其实很无知 –因为我们其实很无知
我们没有天上的视野、

不了解别人为什么痛苦的原因。

但求主帮助我们 –
以基督的心为心、伏在你面前，
安慰受伤的人，

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同哭，
好让别人从痛苦当中转向你面前！

这样祷告、仰望，需要你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