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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
18 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拦阻人不陷于坑里 不死在刀下
19 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地疼痛，
20 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
，
21 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
22 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
23 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作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
千天使中 若有 个作传话的与神同在 指示人所当行的事
24 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
25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
26 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
27 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
28 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魂
29 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
30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耀 与活人一样
样。
31 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
32 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
33 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01 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
约伯啊 请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 切的言语
02 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
03 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
04 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05 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
06 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
07 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
08 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
你所说的 我听见了 也听见你的言语 说：
09 「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
10 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
11 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
12 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
13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14 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
人躺在
沉
候， 就
异 ，
15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
16 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

最佳第四人，三个朋友车轮战完，
以利户占 卅二到卅七章，为人…
为人
1. 尊重年老者先发言的传统，
一直等到三个朋友、约伯都讲完以后，
直等到三个朋友 约伯都讲完以后
他才搭腔
2 绝不奉承人，只想讨上帝喜欢
2.
绝不奉承人 只想讨上帝喜欢
3. 依靠神给的圣灵说话，
不是凭里面人的知识 像三个朋友
不是凭里面人的知识，像三个朋友
4. 知识虽然广博，可是要诚实发言
5. 愿意真正去了解、同情约伯，
一直听约伯发言、体会他的痛苦
6. 了解自己的身分，
在上帝面前也是泥土造成的，
好让约伯得到同理心

因此在 卅二章 铺完路、破完冰，
卅三到卅七 是以利户在旁边
听约伯跟三个朋友的车轮战，
厘清约伯几个重要的议题、
厘清约伯几个重要的议题
是三个朋友没有回答的…
1 苦难不是上帝毁灭的方法，
1.
苦难不是上帝毁灭的方法
而是使人意识到救恩的需要
2 苦难绝对不是上帝专横加诸于世人的，
2.
苦难绝对不是上帝专横加诸于世人的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世人必须谦卑 完全顺服
世人必须谦卑、完全顺服
3. 苦难使人有智慧，在这生命的历练之中，
使人走向生命的主 向他敬拜
使人走向生命的主、向他敬拜
4. 苦难是神对人说话的管道，
好像启示 样 好让人对上帝被恢复
好像启示一样，好让人对上帝被恢复

约伯在问三个关键问题，是他对上帝不服的地方…
问题一、我很无辜，上帝以我为仇敌、为何上帝不回答我？
问题
我很无辜 上帝以我为仇敌 为何上帝不回答我？
卅三章 以利户说：
1 上帝比世人都大，你没有权力要求上帝对每件事情作解释，
1.
上帝比世人都大 你没有权力要求上帝对每件事情作解释
没有资格对上帝说 – 我做了这个事，因此应当给我犒赏。
上帝是在上面 你是在下面
上帝是在上面、你是在下面
2. 上帝并非没有行动，上帝是用梦、异象来启示人，
因 人会做梦、会有异象，从上帝来的
因此人会做梦、会有异象，从上帝来的
3. 苦难有保护性，是让你不要陷入坑中、死的更惨
17-18
17
18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

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上帝他看到将来 他是全知的
上帝他看到将来，他是全知的
4. 上帝有救恩，苦难使人悔改、恢复神人关系，
24 神就给他开恩，说：
神就给他开恩 说

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

28-30 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
神两次
三次向人行这 切的事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 样。
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
约伯啊，这个苦难对你将来的救恩有好处，
你还在隧道里，因此先不要
道
满心疑惑来怀疑、给上帝打问号–
认为我是无辜的 你找我碴
认为我是无辜的，你找我碴、
把我当仇敌、又不回答我。
很有趣的是，
 过去不管是琐法、比勒达、以利法说话，
约伯会答腔
 但这边讲了 卅三章，约伯完全没有答腔，
表示他确实被折服 第 个问题被搞定了
表示他确实被折服、第一个问题被搞定了

问题二、卅四 上帝否定我的义
5-6 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

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
我虽无过 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以利户答腔了…

1. 上帝并非不公义的，全能者断不致作孽
卅四10-15 预告将来上帝会末世报，而非你们所说的现世报。
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致行恶 全能者断不致作孽
神断不致行恶；全能者断不致作孽。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
，
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
没有报应并不表示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上帝有他的时间表，
全知、按公义审判的神不可能判断错误，你不要怪上帝误判。

2. 卅四16-30 上帝是试验义人，盼望约伯要忠心到底，
被试验到底的时候，不要像那些恶人说话一样…
31 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
32 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作了孽，必不再作？」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作了孽 必不再作 」
33 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

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
选定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
34 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
35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
36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
37 他在罪上又加悖逆；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轻慢神 」
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
约伯啊，不要因为上帝没有答腔就认为上帝无理取闹、
就悖逆上帝 你要撑 去 上帝会出现的
就悖逆上帝，你要撑下去、上帝会出现的。
卅四章 讲完以后，约伯没有答腔，
第二个问题 – 上帝否定我的义、上帝不讲理，
上帝否定我的义 上帝不讲理
给折服了！

整个以利户对约伯的辅导策略…
1. 卅三 回答约伯「上帝攻击无辜的人」，
上帝攻击 辜的人
上帝比世人都大、神有隐藏的自由、
上帝有启示的恩典、
上帝有启示的恩典
有惩罚的权柄跟时间性考量
2 卅四 约伯的论述「上帝不讲理」，
2.
约伯的论述「上帝不讲理」
上帝绝对公平、他完全认识人、他试验人，
因此不要以为上帝不讲理
3. 约伯说「上帝赏罚不明」，
以利户认为约伯犯了两个错误
以利户认为约伯犯了两个错误：
 你以为比上帝更公义
 不犯罪又有什么好处呢？
以利户平衡约伯的神观 –
上帝不单单只是可怕的审判官，
上帝不单单只是可怕的审判官
他是伟大教师！

问题三、卅五 恶人跟义人没有什么差别，上帝赏罚不明…
2-3 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

才说这与我有甚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甚么好处呢？
1. 你以为上帝赏罚不明，你搞错了–
5 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
你看大自然多伟大，他是超然的神，
 他的公义，不会给下面的人间所摆布
 人算得什么，怎么可以论断上帝不公平呢？
2. 人的苦难是来自人的欺压
9-10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像二次大战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写的时候忧郁症，反而能安慰那些更痛苦的人
 事奉上帝好心有好报的，还会有上帝最后的末世报


以利户评估认为约伯没有什么犯罪，并不是顽固、大逆不道，
 认为神给人苦难的目的是避免人犯更大的罪、
认为神给人苦难的目的是避免人犯更大的罪
免得被神最后更深的管教
 认识神，让人知道他是无限的，要敬畏、
认识神 让人知道他是无限的 要敬畏
等候上帝，在他的教导中，谦卑到上帝面前
以利户的回答就像摸着猫的毛
以利户的回答就像摸着猫的毛，一直顺到最后…
直顺到最后
卅七24 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以利户是个铺路者，预备约伯迎接卅八上帝要出现，
进入他的自我中心、把他引导上帝的神本。
提醒不要像以利法、比勒达、琐法来劝约伯认罪，
像
法 比勒达 琐法来劝约
罪
 用谦卑、神的眼光，预备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
 辅导的最终目标是让上帝接手、让人最后迎见上帝，
辅导的最终目标是让上帝接手 让人最后迎见上帝
好让人在上帝面前被厘清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这种神学眼光的辅导者，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这种神学眼光的辅导者
来帮助苦难的人。

祷告
天父，
我们需要你，
帮助我们用圣灵的感动
好让像以利户
来辅导苦难的人，
好让他们真正早早流泪撒种，
好让他们真正早早流泪撒种
迎见万王之王。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