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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08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于是提幔人以利法、书 人 勒达、拿玛人琐法
09 于是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10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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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
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
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 切灾祸，
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
都为他悲伤安慰他。
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12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
13 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14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朴。
15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她们的父亲使她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16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此后 约伯又活了 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 直到四代
17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到了四二章 最后的结局，过程 卅八、四一
约伯听到上帝最亲密的对话声音
约伯听到上帝最亲密的对话声音、
从苦境转回以后，他说：
「我卑微 我说太多了
「我卑微、我说太多了，
我忏悔过去对你的批评。」
结束了 四二6 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
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
第一章约伯为家人献祭
 敬畏上帝、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敬畏上帝 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健康财富家人通通失去
四二章约伯为朋友献祭
四
章约伯为朋友献祭
 所有人出现来称谢安慰鼓励尊敬他
 健康财富家人通通恢复，甚至加倍
健康财富家人通通恢复 甚至加倍
经过苦难之后，果然经历到逆转胜，
是个全家团圆的喜剧
是个全家团圆的喜剧！

序
哀歌
三次
对话
智慧诗
三次
独白
忏悔
跋
这呼应彰显上帝的慈爱

约伯在 第一章 本来有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七千羊、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母驴
五百对牛、五百母驴，
正好加起来十，十全十美的财富，
 跋是十全十美的两倍、通通是双倍
 整本书四十二章总共七次出现祝福
 最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岁，七十的两倍
最后约伯 活了 百 十岁，七十的两倍
上帝刻意借着约伯隧道、搁浅当中转回，
正如雅各书所说 –
上帝不是要卡他、压他、磨他，
是借着苦难、从搁浅当中转回，
印证上帝满心怜悯慈爱。
戏终，印证我们的神是好神、
伟大的神、美善的神。

本剧来到了尾声，借着首尾呼应让你经历到 –
 搁浅的人最后是逆转胜
 鼓励仍然在搁浅、隧道里面的人，不要忘了
隧道的尽头会有一片蓝天在等待着，
隧道的尽头会有一片蓝天在等待着
那端施恩的上帝已经在等待要补给你，
就像补给约伯 都是双倍的！
就像补给约伯、都是双倍的！
读者一定会问 – 儿女不像财富给双倍，
这正好印证灵魂不灭说：
第一章 十个儿女还在，加上 四二章 十个儿女，
加起来正好也是上帝还给他双倍，
两个十全十美，全家最后会天上团圆的。
Larry Crabb 说：「爸爸、妈妈，我们天上会见面的。」
说：「爸爸、妈妈 我们天上会见面的。」

我们之所以蒙恩并不是我们好，
是因为我们有 个好神，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神，
即使陷入苦难，不要忘记他仍然是好神！

这本书的序跟跋，
 约伯的名声、财富、牛羊、子女、子孙被恢复
约伯的名声 财富 牛羊 子女 子孙被恢复
 上帝颠覆律法，让三个女儿也得到男人的产业
让你知道 – 苦难背后的上帝，是伟大、慈爱的神
苦难背后的上帝 是伟大 慈爱的神
四二6 我厌恶自己、在尘土炉灰中懊悔，考试就结束了，

后面苦境转回、上帝给他加倍的财富，
后面苦境转回
上帝给他加倍的财富
完全是上帝免费的恩典，跟约伯敬不敬虔无关！
整本约伯记最根本的测试核心就在 –
 撒但认为人敬畏上帝是为了 belonging 身上附属好处，
因此才会有 being
b i 信靠上帝
 这本书说明正好颠倒，
约伯不是因为任何好处 仍然继续敬畏上帝
约伯不是因为任何好处、仍然继续敬畏上帝，
 懊悔纯粹是因为我对上帝的认识太有限了
 他竟然仍然显现、仍然爱我，
让我知道我很卑微，跟有没有任何好处无关

苦难甚至提升约伯对人基本价值的尊重，
调整人间传统对于性别差异的视野，
调整人间传统对于性别差异的视野
 记载三个女儿如何美，借着美来赞美上帝，
给她们相同的财富 跟男人一样
给她们相同的财富，跟男人一样，
圣经的作者绝非大男人主义的观点来写圣经
 一1
1 约伯是以东人，跟三个朋友
约伯是以东人 跟三个朋友
都是外邦人、都不是雅各十二支派的后裔，
可是确实可以跟 伯拉罕、以撒、
可是确实可以跟亚伯拉罕、以撒、大卫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四二16-17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

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会让读者认为到此一游，不觉得是白费！
从搁浅中走出来的约伯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
你可以因此继续等候上帝在隧道洞口会赐下光明、
会赐下安慰跟盼望。

所以戏中可以做一些反思…
1. 吃别人说不出的苦、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做别人不能做的事，
就能享受别人所不能享受的一切
2 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要失去对上帝的盼望跟信心，
2.
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失去 唯独不要失去对上帝的盼望跟信心
因为你有一个好神、伟大的神
3 别人看不起自己已经很不幸了，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更不幸，
3.
别人看不起自己已经很不幸了 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更不幸
你是上帝形像造的，即使在搁浅最后有剧终的，
会走出来的 不要看不起自己
会走出来的、不要看不起自己
4. 生命不在乎长跟短，只在乎顿悟的早跟晚 –
上帝是主宰万有 他掌管一切 苦难中越明白上帝的主权
上帝是主宰万有、他掌管一切，苦难中越明白上帝的主权
5. 生命中的报应，会取决于我们所有的决定跟行为，
决定跟从主 我们的行为来跟从他
决定跟从主，我们的行为来跟从他，
会决定最后永世里，上帝如何审判我们
不要自以为义， 神拿走你的 ，
6. 不要自以为义，当神拿走你的义，
你还有什么呢？有的就是上帝而已

15. 要经营你的人生，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
转向上帝 也转向人 才可以苦境转回
转向上帝、也转向人，才可以苦境转回。
四二章 最后要处理的就是和好，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这跋中所要着墨的，就是约伯跟上帝已经和好了，
 现在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和好收场
现在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关系 也需要和好收场
 这三个朋友需要跟上帝和好收场
讽刺的是 扮演和好关键的中介角色
讽刺的是，扮演和好关键的中介角色，
是被三位朋友长期冤枉指责的约伯 –
约伯，你要为这三个朋友祷告！
上帝，有没有搞错？他们是小蜜蜂，
我最痛苦的时候 从来没有帮助我
我最痛苦的时候，从来没有帮助我…，
叫我原谅他们三个，算了吧！
这对于长期被扣帽子的约伯而言，
上帝这样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07. 不要只活在过去跟现在，
在隧道时 要活在将来的盼望里
在隧道时，要活在将来的盼望里
08. 说出来的苦不叫苦，上帝等候你跟他诉苦
09 智慧人爱听智慧的话、愚昧人爱听愚昧的话，
09.
智慧人爱听智慧的话 愚昧人爱听愚昧的话
正如上帝告诉三个朋友 – 你们的议论像愚昧人
10 走出苦难，需要的是前进的腿、不需要爱抱怨的嘴
10.
走出苦难 需要的是前进的腿 不需要爱抱怨的嘴
11. 逆境要么就是破记录、要么就是破产，
不要什么都破了 却忘了上帝
不要什么都破了，却忘了上帝
12. 人生可以输在起跑点，但不可输在转捩点，
进入隧道可以转弯的地方，你要上帝
13. 想象力是用来看见上帝的作为、创造的，
借着鳄鱼、河马、 就知道上帝真是全能啊！
借着鳄鱼、河马、…就知道上帝真是全能啊！
14. 经历过磨难的人，才是最有财富跟智慧的人，
约伯 过磨难进 诗歌智慧书，
约伯经过磨难进入诗歌智慧书，
最有财富、最有智慧

这本书一语道破、突破人世间所渴慕的和好，秘诀就是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加六 灵性好的，为过犯所胜的人祷告
约伯从当中走出来为三个朋友祷告 约伯做了
约伯从当中走出来为三个朋友祷告，约伯做了，
和好就把本剧带入滚雪球般的意外效果 –
当上帝触动人跟人和好，
当上帝触动人跟人和好
约伯经历到蒙福的最高潮、双倍的祝福，印证满心怜悯的上帝。
搁浅时跟别人有纠葛、痛苦、挣扎的时候，
搁浅时跟别人有纠葛
痛苦 挣扎的时候
一个简单的原则 – 吵归吵、最后要和好！
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帮助我们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
弗二14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结束约伯记「搁浅的日子」，留心有没有
伤害到人，求主赦免他们、也赦免我们。

祷告

天父，
谢谢你让搁浅的约伯成为我们
与你和好、与人和好的最好榜样。
知道你是伟大的神、你更是好神，
帮助我们尊崇你、敬爱你、
顺服你、敬拜你，
荣耀、尊贵都归给你。

让搁浅成为更多后面归向上帝的一个
好的见证、榜样。
，阿们。
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

吴献章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