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记第卅七章

约伯记

第十六课…

辅导者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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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因此我心战兢，从原处移动。
02 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
03 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
他发响声震遍天下 发电光闪到地极
04 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
05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测透
06 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
07 他封住各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
，
08 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
09 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
10 神嘘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神嘘气成冰 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11 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
12 这云是藉他的指引游行旋转，
这云是藉他的指引游行旋转
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13 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
，
，

开始播放

14 约伯啊，你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
15 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16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
17 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
18 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
19 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甚么话。
20 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21 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
22 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23 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
24 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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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卅二到卅七章 针对约伯的三个论述，
卅八 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卅八1
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可以看出来以利户有辅导神学的眼光，
他预备开路 好让上帝接手
他预备开路、好让上帝接手，
而且结束的时候…
卅七24a 所以，人敬畏他。呼应
所以，人敬畏他。呼应–
一1b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
廿八28b 敬畏主就是智慧。
廿八
最后四二上帝没有指责以利户甚么错误、
反而指责三个朋友，
上帝默认以利户没有什么言论上、神学上的错误，
 辅导需要有垂直面，辅导别人的时候，
，
，
我们都是剧中人、都要有神学眼光
 心理学、社会学、科学、人文主义需要神学，
垂直面决定水平面

卅七章 如果从高的角度来看，预备 卅八章，

可以找出以利户论述的基础，就是垂直面…
可以找出以利户论述的基础
就是垂直面
1. 是神义论的拥护者，帮上帝申辩
2 开宗明义指责约伯 – 你是无理、不应当无理取闹
2.
你是无理 不应当无理取闹
3. 认为约伯不应当跟上帝争辩，不应当坚持无辜，
应当等候上帝 时间表哪在你手中
应当等候上帝，时间表哪在你手中
4. 肯定上帝的权能，否定约伯争论的有效性
5. 回应约伯跟三个朋友：
苦难不一定是报应观，
 受苦背后有管教、还有恩典，
上帝用苦难严惩人，是为了纠正人
 借着苦难来雕塑、熬炼约伯，
因此约伯不要以为我是犯了罪、因此被罚

以利户对苦难的观点，有几个重点…
1 苦难不是神毁灭人的方法，苦难使人意识到需要救恩，
1.
苦难不是神毁灭人的方法 苦难使人意识到需要救恩
我不过是虫、我是个人、我需要上帝的救恩
2 苦难不是神专横加诸于世人，
2.
苦难不是神专横加诸于世人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世人要谦卑、完全顺服上帝
3 苦难使人有智慧，在生命的经历中
3.
苦难使人有智慧 在生命的经历中
使人走向生命的主宰 – 那位救主，然后向他下拜
4. 苦难是神对人说话的管道，让人被上帝所恢复
5. 苦难并非单纯因为犯罪或责罚，
归回 帝
帝
而是使人归回上帝、承受上帝更大的慈爱
6. 苦难有治疗性，要教育、试炼、治愈人，除去人的骄傲
整个辅导的过程，以利户有很清楚的神观，
光所有的辅导心理学、没有神的话，
那个人背后的「预设」，
会误导辅导的目标、整个管道、方法。

难怪约伯发觉以利户没有给他戴帽子，
安歇、没有答腔。

以利户的神观跟整个圣经的神观是符合、吻合的…
神不会责罚无辜者（卅三8-13）
 神开恩救赎、听人祷告（卅三24-30）
 神鉴察人心（卅四21-23）
 神是全然公义、不行恶的神（卅四12）
 神按各人所行报应人（卅四10-11，33）
（卅四10 11 33）
 神比世人都大:
人没有权利要求神作每一件事都要解释
人没有权利要求神作每
件事都要解释（卅三12-13）
（卅三12 13）
 神有隐藏的自由（卅三13）
 神有启示的恩典（卅三14
（卅三14-18）
18）和惩罚的权柄（卅三19
（卅三19-33）
33）
 神必不作恶，有绝对的权柄、也绝对公平、公义（卅四10-15）
 神鉴查人和试验人
人
人（卅三16-37;卅四31-37）;
;
;
 有公义的审判（卅四21-33）
 人的理智无从洞悉上帝、
他的自由与行动的奥秘（卅四29-30）


以利户的神观跟整个圣经的神观是符合、吻合的…
神顾念人的疾苦，他使人在夜间歌唱（卅五10）
 神看顾、试验人，使人回转（卅六7-12）
 神藉苦难救拔困苦人，苦难有刑罚与教育性
神藉苦难救拔困苦人 苦难有刑罚与教育性（卅六15）
 神不听人骄傲和虚妄的呼求，也绝对公平（卅五12-13）
 神暂时任凭人的无知，最后会审判
神暂时任凭人的无知 最后会审判（卅五15-16）
（卅五15 16）
 神创造奇妙、伟大（卅六22-25）
 神的道路、意念高过人的道路及意念
神的道路 意念高过人的道路及意念（卅六26-33）
（卅六26 33）
 神是造物主，以智慧掌管全地，
不论管教或施恩，都有神的美意（卅六27
（卅六27-卅七24）
卅七24）
 神眷顾宇宙万物（卅八37-41）
 神是全能全知者，人无法测度，其掌治是完全公义和慈爱，
，人无
，其
义 慈爱，
故人要对神有信心（卅七23-24）
 神的作为使人敬畏及谨慎（卅六18-卅七24）


以利户最后结论：
卅七 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卅七24
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这话也是 一1 叙述者给约伯一开始就盖棺论定：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以利户呼应确实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才是聪明。
约伯记其实是一个诗歌智慧书，
约伯记其实是
个诗歌智慧书
借着苦难来了解、为什么会有苦难，
 四个人加上以利户，
四个人加上以利户
谁的判断、把脉是对的呢？这叫智慧
 借着苦难扣扳机，
来了解我们对苦难的看法，谁比较有智慧呢？
整个论述苦难背后的神观
整个论述苦难背后的神观，
发觉上帝是公义、是慈爱、是掌权、
是创造万有 全能 全知 全爱！
是创造万有、全能、全知、全爱！

3. 过程神学：
认为上帝是万有在神论，
认为上帝是万有在神论
 神在大自然当中、跟着大自然在演变
 上帝没有全能、他不会不变
上帝没有全能 他不会不变
所以人只好「谋事在神、成事在人」，
我自己想办法就够了。
我自己想办法就够了
但以利户的神观帮助我们了解 –
苦难的人如果带了「我靠自己算了」这样的话，
苦难的人如果带了「我靠自己算了」这样的话
碰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全能的神帮助你，
是很孤单的！
在苦难的时候，其他宗教不能救你的时候，
这一位上帝可以救你。
你一定会碰到苦难、碰到死亡，
耶稣 死
耶稣从死里埋葬、复活，上帝涉入，把我们救出来，
葬、复活，上帝涉入，把我们救 来，
就说明你任何的困难来找耶稣，他可以救你！

这些神观跟其他的神观作比较，就发觉井然不同…
1. 自然神论者：
自然神论
 不认为上帝会临在、上帝不会进去人间
 认为上帝不过是创造万有的第一因，
认为上帝不过是创造万有的第 因
有了那个因、带来这个果，这个果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就让它自然而然 让它自己去演化
大自然就让它自然而然、让它自己去演化
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的，卅八 上帝说话
2 宿命论者：
2.
宿命论者
 自然跟历史，毫无意义、盲目的力量所掌控，
一切都是机械 偶然 因果报应
一切都是机械、偶然、因果报应
 跟佛教接近 – 一切都是随机而已、是宿命，就认命吧
不！有罪，跟上帝祈求，他赦免你，
不！有罪 跟上帝祈求 他赦免你
有困难向他祷告，他帮助你，会转弯的。
圣经的神 对不是宿命论，
圣经的神绝对不是宿命论，
确实看到上帝在爱里面加怜悯，他是满心怜悯慈爱！

如果像约伯进入隧道，
四个原则可以找到出口…
四个原则可以找到出口
1. 当专心等待隧道后的晨星：
苦难是个隧道
苦难是个隧道，一进去就专心等候，
进去就专 等候
上帝会说话的、会显现的。
果然以利户讲完
果然以利户讲完，
卅八1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
是有上帝的！
 虽然上帝出现的时候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
约伯没有得到答案、他得到上帝。
 四个人跟约伯在车轮战的过程中，
四个人跟约伯在车轮战的过程中
上帝一直在听，到时候才会显现，
帝是在那 、他并没有 默，
上帝是在那儿、他并没有沉默，
他在垂听，你要专心等候！

这样的观点安慰了 C.S.Lewis…
他太太死后 他体会到 –
他太太死后，他体会到
 上帝并没有解答受苦、悲伤的种种原因
 上帝摇头，并不表示拒绝回答，
上帝摇头 并不表示拒绝回答
而是把问题摆在一旁来告诉 Lewis –
你太太死的原因你不能明白，
你太太死的原因你不能明白
但你至少可以安静、你等候上帝！
Lewis 才从新的眼光，不会只是怪上帝，而是回到谢谢上帝

2. 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圣经把苦难作总结 大概两处
圣经把苦难作总结，大概两处：
旧约，耶利米告诉以色列准备亡国到外邦去，安慰他们…
耶廿九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在外邦七十年，还会回来的，
提醒他们 – 上帝的意念是平安的！

–

你给我这个太太，过去她如何帮助我，欣赏她的优点，
我 那 美、 荣耀
帝，
把她给我的那些美、把荣耀归给上帝，
就不再计较自己的损失、也不计较为什么你不给我答案。
《裸颜》有一句话：
《裸颜》有
句话：
喔、主啊，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不回答，
你就是答案，在你面前问题自动消失，
我有你就够了！

3. 让复活主掩埋你的忧虑，主的复活掩埋信徒的忧虑。
读约伯记会担心 – 上帝啊，我的灵性没有像约伯那么好，
上帝啊 我的灵性没有像约伯那么好
你不要让撒但到天庭测试我的软弱！
不过十字架后新约的我们
不过十字架后新约的我们…
启十二9 大龙就是那古蛇、魔鬼、撒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
是迷惑普天下的
它被摔在地上
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十字架的耶稣、羔羊，把撒但从天庭上打下来，
十字架的耶稣
羔羊 把撒但从天庭上打下来
变成海兽跟地兽 (启十三) ，
 牠已经不像约伯记可以到天庭控告的方式，
牠已经不像约伯记可以到天庭控告的方式
来控告新约的你跟我，新约的人有福气
 撒但在约伯记可以到天庭控告我们的自由度，
撒但在约伯记可以到天庭控告我们的自由度
十字架已经把牠打下来了
复活的主掩埋我们对于会被测试的忧虑，
复活的主掩埋我们对于会被测试的忧虑
你不必那么担心！

新约，耶稣对门徒…
约十六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胜了这世界，
因此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

4. 夜越深的时候，黎明不会太远。
以利户把焦点 议题 从天文宇宙转回气象
以利户把焦点、议题，从天文宇宙转回气象…
卅七21-22 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

天又发晴 金光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卅八 上帝一显现的时候，用令人惧怕的威严，

当荣耀和权能的上帝显现的时候，
你不要直盯着他，会视网膜剥离、会瞎眼的
 上帝荣光出现的时候，你放心，
乌云一吹走、太阳重新显现，荣耀的神显现，
超然的神 全能的神 全知的神
超然的神、全能的神、全知的神…


约伯啊，你就等候上帝！
他一显现，你可以安然，
他会把你所有的冤屈通通解明。
以利户劝他等候上帝，
以利户劝他等候上帝
求主帮助你，成为这种等候上帝的人。

祷告

谢谢主，
让我们流泪撒种、最后欢呼收割，
让我们流泪撒种
最后欢呼收割
夜很深了、黎明不会太远，
晨星在等待。
晨星在等待
谢谢耶稣是明亮的晨星，
掩埋我们被撒但测试的忧虑，
掩埋我们被撒但测试的忧虑
欢喜、仰望你的荣光。
交托、感恩，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