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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亚人比勒达回答说：
2 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
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
3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
我们为何算为畜生 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
4 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
难道大地为你见弃、盘石挪开原处吗？
5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帐棚中的亮 要变为黑 ； 以 的灯也必熄灭。
6 他帐棚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
7 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
8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缠人的网罗上。
9 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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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活扣为他藏在土内；羁绊为他藏在路上。
活扣为他藏在土内 羁绊为他藏在路上
11 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
12 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
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
13 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
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 子要吞吃他的肢体。
14 他要从所倚靠的帐棚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
15 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棚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
16 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
17 他的记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18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 必被赶出世界
19 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20 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
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 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
21 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
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

比勒达所说的话 十八章 分成三个部分：
01-40 人怎可因不服上帝而撕裂大地？
05-13 死亡阴影环绕在恶人帐棚四围！
14 21 恶人死后其帐棚被荒废的写照！
14-21
 5-20 围绕在「帐棚」这个主题，
5 13 借着四个意象–
5-13
借着四个意象

你就是恶人的帐棚被包围一般，
来描绘 影射约伯一定犯了什么罪
来描绘、影射约伯
定犯了什么罪...
5-6 没有光，7 无力，8-10 被困住，11-13 死亡尾随着


转折点
14 他要从所倚靠的帐棚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
 15-21
15 21 恶人死后的帐棚一定变荒凉…
恶人死后的帐棚一定变荒凉

恶人的根要被斩除，
恶人没有人记念 无名 会断种
恶人没有人记念、无名、会断种，
恶人会被惊骇

比勒达这一次比第一次要严格多了，
第 次是警告 这次是定罪
第一次是警告、这次是定罪，
重点 19 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
 瞧瞧你断种，证明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
瞧瞧你断种 证明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
岂可因为明明受罚，不好好检讨自己、还迁怒上帝
 以为宇宙都绕着你转、那么自我中心的思维
以为宇宙都绕着你转 那么自我中心的思维
暗示约伯：上帝的公义法则不会因你咆哮就会改变的，
忠告约伯：因果报应不表示死定了，
并非随机运转，是当事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果肯听我的金玉良言，路还是可以走得出来的。
十八章 只提到上帝一次…
21 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

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
不要等到上帝逮你的时候叫苦
不要等到上帝逮你的时候叫苦，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段逼出约伯非常精采的论述 –
 你们为何苦苦追杀我？
约伯认定自己无辜、上帝无情无义，
让我寸步难行 还想把我消灭
让我寸步难行、还想把我消灭
 不过约伯自己知道：
非经高压不能成为钻石的…
非经高压不能成为钻石的
25-27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
韩德尔把它写在这两三百年
大家最喜欢的圣诞节的圣诗。
你们三个朋友不能帮我答辩
你们三个朋友不能帮我答辩，
我会有一个中保，他出现的时候，他会帮我辩驳，
我人生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么样的糟糕 不可思议
我人生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么样的糟糕、不可思议，
我的生命会转弯的！

这些话让约伯当然很火大 – 我儿子死亡并不是我犯了罪！
十九章 约伯第二次对比勒达回答的话…
约伯第二次对比勒达回答的话
 1-6 上帝真无理、恶待了我
6 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
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 用网罗围绕我
 7-12 我竟成了上帝的敌人
08 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
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 使我不得经过
10 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

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
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
 13-20 我沦落为全民公敌
13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
14 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

 21-29
21 29 朋友，我仍有路可走！
朋友 我仍有路可走！
22 我朋友啊，你们为甚么彷佛神逼迫我，

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
25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约伯确实梦想自己的清白，
可以被记录下来 存档到死后
可以被记录下来、存档到死后…
24 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盘石上，直存到永远。

好让以后的人、历世历代的人，都说我约伯是无辜的。
对自己的无辜，约伯从来不怀疑，
对自
的无辜，约 从来不怀疑，
但对自己的困境，已经不再存盼望，
在等待是不是上帝以外还有一个中保，
 既然上帝沉默了、都不说话、我对他也绝望了
 唯一的出路是透过那位中保、救赎主，
我五脏六腑都烂了以后，
这个中保会引导我到上帝面前辩驳
整个痛苦的关键，是三个朋友
带着一种「化约的神学」，认为罪带来罚的报应观，
他们给约伯戴的帽子，确实就是「报应观」。

「报应观」存在的，譬如：
 可拉一党的人背叛上帝、找摩西麻烦，
可拉 党的人背叛上帝 找摩西麻烦
民十六 地就裂开，可拉一党两百多人陷入阴间
 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
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
撒下十二 以后，大卫王就在罪与罚报应观的痛苦中
 王下十七 北国被灭就是因为报应观，
北国被灭就是因为报应观
不遵守五经所说的，罪会带来了罚
 南国也是因为得罪上帝，
上帝让巴比伦来他杀、因为南国自杀
 亚拿尼亚夫妻
拿尼
徒五 欺哄圣灵，
彼得说：「如果不卖田地、也不需要全面奉献，
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卖、可是你何必骗圣灵？」
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撒非喇，轮流报应观当中死了
罗三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导致死亡，人最根本确实有报应观！

天父，谢谢你，
事
畏，
你做事奇妙可畏，
我们的眼睛太肤浅、
没有天上的眼光。
帮助我们在剧中人 –
了解苦难有很多原因，
因此辅导别人的时候
会带着天上神学的眼光，
才能作心理学的辅导。
才能作心理学的辅导
敬拜、交托，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祷告

三个朋友都一直以为报应观 –
认为犯了罪才有苦难 苦难是上帝管教的结果
认为犯了罪才有苦难、苦难是上帝管教的结果，
借着属灵的经验、科学的观察、智慧的传统，
包括理性主义 经验哲学 神学教义 教条的主义
包括理性主义、经验哲学、神学教义、教条的主义。
这些锁住约伯 –
 上帝借着苦难管教你，不会使无辜的人受苦
上帝借着苦难管教你 不会使无辜的人受苦
 好心才有好报，坏人必有恶报
你 定是坏人才会有恶报。
你一定是坏人才会有恶报
这些观察、论述，其实跟撒但 第一、二章
完全一样，就是报应观。
完全 样，就是报应观。
苦难绝对不是只有报应观，你要知道苦难背后
还有其他总共八个观点 (下堂课的重点)，
因此不要轻易用「报应观」来戴别人的帽子，
万事 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像三个朋友，给约伯一样戴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