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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
根基毁坏 好像被江河冲去
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
17 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
又说 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18 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19 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
20 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说 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 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21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22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23 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棚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
24 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
25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作你的宝银。
26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仰起脸来。
27 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
你要祷告他 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
28 你定意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29 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
30 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

0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02 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
03 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
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
04 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0
05 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06 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07 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
困乏的人 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 你没有给他食物
08 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
09 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
10 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
11 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
12 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
13 你说：神知道甚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
，
；
14 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
15 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

以利法启动第三次车轮战、是他最后一次上台，
1 廿二1-5
1.
廿
上帝哪会受人左右
约伯 廿一15 说：侍奉神没有甚么好处，
以利法就抓住约伯这个抱怨的尾巴，
以利法就抓住约伯这个抱怨的尾巴
认为你太实用主义、你太功利主义了，
就抛出质疑 – 人对上帝有用吗？
即使你是智慧的人，上帝哪会需要你呢？
这正好是撒但所关切的问题–
上帝，你其实是希望人家来敬畏你，因此给人家好处。
 撒但质疑约伯：敬畏上帝是为得好处
 以利法质疑：
敬畏 帝 为人 义，
叫
者喜悦吗
你敬畏上帝、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吗？
造物主哪会被人善、恶所左右？
短暂会腐朽的被造之物，怎能影响不朽的造物主呢？
意思等于说 – 你不要臭美，上帝哪看你的脸色！

2. 廿二6-11 瞧瞧你干的好事！给约伯戴犯了大罪的帽子，
他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没有帮助贫穷的人，
他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没有帮助贫穷的人
寡妇、困苦、孤儿，让他们空手回去，
根本没有社会关怀 没有爱
根本没有社会关怀、没有爱，
提出证据支撑说 – 是罪带来了罚！
3 廿二12-20
3.
廿二12 20 轻看上帝的必没有好下场
认为约伯在道德上的失败，一定是神学上的错误，
把战场拉高试图从神学上来围捕约伯 进入悔改的笼子
把战场拉高试图从神学上来围捕约伯、进入悔改的笼子，


上帝不是无所不知、高高在上吗？
你竟然说上帝知道什么 隔着星云岂能审判下面的人？
你竟然说上帝知道什么、隔着星云岂能审判下面的人？



以利法把约伯当作恶人的替身，警告约伯– 你小心一点，
 恶人就是认为上帝哪知道我在做坏事，
恶人就是认为上帝哪知道我在做坏事
这个古老的恶人错误概念
 你不要像这种人，你如今的下场，
你不要像这种人 你如今的下场
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

廿二 以利法最后论述之后，约伯在 廿三、廿四 给他两章，

 廿三1-7
廿三
真希望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上帝
3 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

 廿三8-17 上帝如何做事，谁管得着！
上帝如何做事 谁管得着！
11-12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

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
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
我怎么还受这个苦呢？
 廿四1-12 社会不公义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
1-5 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
，

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
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
他们 穷人离
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
道 世 的
都隐藏
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
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
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
上帝，你有没有帮助他们呢？

4. 廿二21-30 只要肯悔改，还是有得救的盼望的
用教导的角色 提醒他的「属灵定律」说
用教导的角色，提醒他的「属灵定律」说–
上帝会制服傲慢、而拯救卑微的人
廿二章 的论述，约伯当然更痛苦，
的论述 约伯当然更痛苦

约伯是挑战三个朋友所持的道德世界的治理
 并不是上帝没有看到恶人所做的恶事，
并不是上帝没有看到恶人所做的恶事
只是我好人没有好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第一、二章
第
二章 天庭的事–
天庭的事
 上帝允许撒但测试约伯为特例、不是常例
 三个朋友用常例来掐约伯的脖子，
三个朋友用常例来掐约伯的脖子
忘了他们都是剧中人
因此套约伯 让约伯听不进去
因此套约伯、让约伯听不进去，
一再想表明自己的无辜，认为你们
用机械式的 律、用功利的眼光来看神，
用机械式的定律、用功利的眼光来看神，
让他觉得上帝离他更远！

 廿四13-17 上帝岂真在治理这世界吗？
13-14 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
又有人背弃光明 不认识光明的道

不住在光明的路上。
杀人的黎明起来 杀害困苦穷乏人
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
夜间又作盗贼。
这种人上帝也没有审判！
 廿四18-25 恶人别猖狂，终有收摊的时候
24 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
他们被高举 不过片时就没有了；

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谷穗被割。
恶人最后还是会审判
可是我约伯却找不出
到底我为什么受罚的原因。
到底我为什么受罚的原因
约伯尽是把对整个不公平的事
通通捞出来！

祷告

要安慰别人的时候有几个重点…
01. 用同理心来安慰搁浅者，让搁浅者感到归属感、安全感
02. 要有辅导的高度，而不要深陷其中
03. 不要心存成见，陷入狭窄的「化约神学」的观点
04. 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不要在伤口上洒盐
05. 不要忘记你是安慰者，不是来审判别人的，
不要忘记你是安慰者 不是来审判别人的

他可能回呛你，但不要因此就受不了要伤他、他够苦了
06.
06 要视情况调整安慰的步伐，先做危机处理
要视情况调整安慰的步伐 先做危机处理
07. 要依靠上帝来安慰搁浅者，在上帝的时间表之下跟上帝同工，
 你不是救主、上帝才是
你不是救主 上帝才是
 他的人生痛苦你还不一定体会得到
08 要引导搁浅者走出自怜、自以为义的自我中心，让他进入神本，
08.
要引导搁浅者走出自怜 自以为义的自我中心 让他进入神本
目标要让他认识神、与神和好、与人和好
09. 痊愈是需要时间的，过程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痊愈是需要时间的， 程要快快 听、慢慢
、慢慢 动怒
10. 要辅导别人，就知道你不是神、你是剧中人

天父，
机
谢谢你给我们辅导别人的机会。
帮助我们有从你而来基督的心为心，
同理心来帮助可怜的人，
好让他们遇见神。
帮助我们与你同工，
仰望你、
有高度、而不要陷入其中，
来帮助受苦的人。
交托、感恩，
奉耶稣的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