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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三十八章 1 - 7

1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2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3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4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5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6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7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7 那时，晨星 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约伯记四十二章 1 - 6

1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2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3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6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约伯记的反思

1. 留心不要中了撒但的计
2. 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
3. 虚心不要在伤口撒盐
4 当心自己是否回到原点4. 当心自己是否回到原点

有没有 二十八章 核心，智慧的歌在当中

5. 留心属灵视野的提升
约伯本来人本、自以为义，

以利户了解我也是尘土、跟你一样，

进入他的归属感、安全感当中，

用上帝的权能预备进入约伯，

引导进入神本的思想

6.专心等待隧道后的晨星



‧辅导搁浅的人‧智慧那里去找 ‧上帝对约伯说话‧约伯记的反思

约伯记是诗歌智慧书 这四 五个人在问 谁比较有聪明约伯记是诗歌智慧书，这四、五个人在问 ─谁比较有聪明？

三个朋友是用报应论，高姿态、要来说服约伯…
以利法 ─ 用属灵的经历
比勒达 ─ 用祖宗、历史的证据
琐法 ─ 用神学知识

约伯十四次用道德事件，三十一章 我多好 ─
反驳你们都错，我没有罪，愈发不被说服

二十八章 叫这四个人 ─ 你们歇歇，十八章 叫这四个人 你 歇歇，

你们都不能了解义人受苦的智慧原因，

智慧不在神学知识、历史书、属灵经历、智慧不在神学知识、历史书、属灵经历、

年纪多大，智慧单单从上帝而来
三个朋友所说的话浮显出 ─ 人本不可能有智慧，三个朋友所说的话浮显出  人本不可能有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辅导搁浅的人‧智慧那里去找 ‧上帝对约伯说话‧约伯记的反思

苦难以利户却说明 ─ 苦难让约伯不要堕落下去，

让他知道需要上帝的救恩，

苦难不是责罚，背后是上帝挑的，

要彰显上帝的慈爱。

劝约伯 从三三到三七章 的方式 ─
很谦卑、忍耐、等待，

劝约伯不可作恶、要持守信心，

间接承认约伯是无辜的，难怪约伯没有答辩。

以利户，最后出现的第四个朋友，
给 上帝说话来铺路给 三八章 上帝说话来铺路 ─

上帝出现、说话的时候，

约伯自己说 我有错了 我懊悔了约伯自己说 ─我有错了，我懊悔了！

‧辅导搁浅的人‧智慧那里去找 ‧上帝对约伯说话‧约伯记的反思

以利户说话过分自信 有高姿态以利户说话过分自信 ─ 有高姿态
三三33 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

所以 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三四10 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
有人身攻击

三四36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一样。。

有犹太教的概念 ─ 敬神而远之，

以弗所书第四章 ─ 神是高天之上，

不敢妄称上帝的名，有高高、超然性，却没有内住性

高天之 ，
又住在我们众人之中、运行在我们众人之内。

以利户的概念比较是高高之上，忘了上帝其实很靠近人，概念 ， 其 ，

 三十八章 愿意对人说话的

把儿子放到人间、十字架，而不是耶路撒冷的王宫把儿子放到人间、十字架，而不是耶路撒冷的王宫

上帝是可亲近的，他是超然、又是内住的。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 ‧约伯记的反思

上帝上帝一出现，马上用他的权能来问 ─
三八2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不明？？

第二次出现 ─
四十7-9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指示我。我。四十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指示我。我。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岂可 我有罪，好 为 吗

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像他发雷声吗？
开始质疑约伯。

要帮助搁浅的约伯 ─
心里面被上帝折服 也要医治他

开始质疑约伯。

心里面被上帝折服，也要医治他

帮助我们了解 ─
所有讲话的人 都不过是铺路者所有讲话的人，都不过是铺路者
还是要真正上帝摸着你，才有办法从苦难中走出来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 ‧约伯记的反思

第 大段 上帝的创造权能第一大段 三八1到四十5 ─ 上帝的创造权能，

大地的根基我立它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造海洋的时候，你在哪里？

 12-15 造晨光、造阴间

 16-18 光明、黑暗、造气象、造天象…
从创造论、大自然，

抬头看起来的都是上帝所造的

下半段下半段
 三八39开始 ─ 母狮、乌鸦、山羊、母鹿

 三九1-4 ─ 野驴、野牛、鸵鸟、马、鹰、雀鸟雀鸟三九 野驴、野牛、鸵鸟、马、鹰、雀鸟雀鸟

在问约伯，

我造鸟、鸵鸟…天象、阴间…的时候，我造鸟、鸵鸟…天象、阴间…的时候，

请问你在哪里？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 ‧约伯记的反思

约伯被上帝折服的是三个问题 ─
你是谁？

约伯一定会回答…
─ 我一无所有

所在你在哪里？

你能吗？

─ 我一无所在
─ 我一无所能
我根本不算什么！

上帝首先要软化约伯的心，开拓他超越人智慧的眼光 ─
自我中心，把他带到上帝身上，让约伯知道…

我关心、保守、看顾动物，，

我看顾大自然、星星、月亮的运行。

帮助约伯从被造的世界跟大自然 沉淀下来帮助约伯从被造的世界跟大自然，沉淀下来…
间接的发觉 ─ 我没有那个能力、知识

我自己的受苦 我也不懂得什么原因我自己的受苦，我也不懂得什么原因

就像不懂得为什么老鹰可以在上面飞…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 ‧约伯记的反思

上帝也间接来讽刺…

三八21 你总知道，因为你 ─三八21 你总知道，因为你
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

你告诉我这些 你太膨胀 太自大了！你告诉我这些，你太膨胀、太自大了！

让约伯再看高、高度，让他知道 ─让约伯再看高、高度，让他知道

上帝在天上，你有上帝的权能吗？

一对比 约伯无知 无能对比，约伯无知、无能，

因此开始学习交托。

原来他可靠 他能力 他有权能原来他可靠、他能力、他有权能、
他有计划、他有智慧，

我的受苦其实是奥秘 我不 定懂我的受苦其实是奥秘，我不一定懂。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 ‧约伯记的反思

第 次说话第二次说话，集中在两只动物 ─ 四十章 河马、四一章 鳄鱼，

隐含三个问题…
1. 你有办法践踏邪恶吗？
2. 你能创造无用吗？
3. 你能管制敌对的吗？

是的 有一个隐藏的恶势力像鳄鱼 存在的是的，有 个隐藏的恶势力像鳄鱼，存在的，

好像抵挡上帝的主权，但是上帝仍然可以管理鳄鱼；

因此你所担心的撒但 放心 ─因此你所担心的撒但，放心

上帝有粉碎恶势力的权能、当然可以让罪恶断绝…
没有一项不在他的掌控当中没有 项不在他的掌控当中，

包括约伯自以为义的苦难 ─ 我当然掌控、我我了解了解

这个荒谬的动物 河马跟鳄鱼这个荒谬的动物 ─ 河马跟鳄鱼，

彰显上帝创造的公义跟恩典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 ‧约伯记的反思

凶悍的动物 创造 养活无用凶悍的动物我尚且创造牠、养活牠，
何况上帝所爱的人约伯，你还是我特别挑的…

让约伯知道 ─ 我在这里、我有能力、我爱你。

约伯在上帝的辅导过程，更了解上帝是爱、是全能；

很多不知道的就交给末世，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

约伯学习到什么功课？约伯学习到什么功课？

从不知中，仍然安息在上帝手中
学习破碎自己 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旨意下学习破碎自己，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旨意下

上帝没有否定你的义，但他有他的义，

不能和谐的时候 不要牺牲神的义 以为你自己有义不能和谐的时候，不要牺牲神的义、以为你自己有义，

要相信上帝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
苦难来临不一定有原因 但绝对是上帝眷顾跟奥秘的旨意中苦难来临不 定有原因，但绝对是上帝眷顾跟奥秘的旨意中，

了解上帝的主权之后，才能够享受他的恩典、才能够明白

‧辅导搁浅的人 ‧智慧那里去找‧上帝对约伯说话‧约伯记的反思

1 神的儿女应当有洞察力 而不单单只有视力1. 神的儿女应当有洞察力，而不单单只有视力
我们单单看到表象 ─ 鳄鱼、河马，

有 有 看 上帝在上 掌权 有没有可能从鳄鱼、河马看到上帝在上面掌权
 要从自然界背后，看到超自然的神、创造的主在掌权

2. 上帝没有向约伯道歉、没有欠约伯
 上帝有资格指教人、责备人、要求人，

要求你奉献、挑定约伯受苦难

 上帝有权能，智慧是他给的，

要来服事他、跟从他，他更有资格审判任何人

3. 苦难与犯罪不一定完全画等号，不一定是撒但的作为而已

有时上帝借着苦难，来锻炼人、管教人
4. 无论恶人、义人、歹人通通会有苦难无论 人、义人、歹人通通会有苦难

但是义人有个特别 ─ 上帝 后会向他说话

夜已深了，黎明还会远吗？夜已深了，黎明还会远吗？
四十二章 苦难一过去，约伯的苦境转回…
约伯记开始的时候 ─ 他被称赞，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约伯记 的时候 赞， 畏 和华 离 事

跋的时候 ─众人都称赞他，他的儿女如何漂亮，

上帝给他加倍的财产、要约伯为三个朋友祷告帝给他加倍的财产、要约伯为 个朋友祷告

更重要的是，上帝要让约伯懂得 ─
我关心你、爱你、关心你的义，人的受苦不完全是罪我关心你、爱你、关心你的义，人的受苦不完全是罪
上帝用他的创造，彰显了他的权能、他的慈爱

约伯信仰有三部曲约伯信仰有三部曲 ─
1. 九32-33 上帝是仲裁者、审判官
2. 十六19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

在上有我的中保
3. 十九25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夜已深了，黎明还会远吗？夜已深了，黎明还会远吗？
所以他的生命也在改变 ─

是仲裁者 见证者 救赎者；是仲裁者、见证者、救赎者；

浮显我很渺小 ─ 我需要上帝的智慧

没有神 我是很可怜的 安全感一定要在在上帝上帝没有神、我是很可怜的，安全感一定要在在上帝上帝，，

不在物质、不在金钱、不在财富

我的人生观在上帝

约伯记到最后，上帝没有给约伯答案 ─

我的人生观在上帝

为什么受苦？却给约伯上帝自己。

你没有得到解答你没有得到解答，

你得到上帝自己，他用自己来代替，
他不只祝福你他不只祝福你，

苦难之后，才发觉是真认识他。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经过苦难，就知道 ─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之后可以看到不羞愧 ─ 你的同在。你的同在
帮助中国教会，苦难当中明白 ─

你是爱的神 全能的神 智慧的神你是爱的神、全能的神、智慧的神，

更是怜恤我们、用我们的神。

交托我们生命在你面前交托我们生命在你面前，

更多仰望、怜恤、蒙恩惠，

作随时帮助的人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作随时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