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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的預備
•不同譯本（中、英）

• 和合本、現代中文譯本
• NASB、NIV

•研讀本聖經、啟導本
•聖經地圖

•按著紀律有系統地讀
•像是第㇐次讀“約伯記“

•要知道神有話對我說
•在生活中要謹守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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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背景資料
•作者：不詳
•寫作時間：沒有定論
•時代背景：近似族⾧時代的
敘述



聖經為約伯的見證
•結14:14 其中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這三人，他們只
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命。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結14:20 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在其中，主耶和華說：
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他們連兒帶女都不能救，只能因
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命。

•雅5:11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
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
心憐憫，大有慈悲。



約伯記的結構
•序曲：1-2章
•主體：3-41章
•尾聲：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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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豈能偏離公平？
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

神㇐出氣，他們就滅亡；
神㇐發怒，他們就消沒。

同義平行句
反義平行句
合義平行句

你起初雖然微小，
到後來必定非常興旺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我赤身出於母胎，
也必赤身歸回

你六次遭遇患難，他都救拔你，就算第七次，災禍也傷不了你。

何況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塵土裡、被蠹蟲所毀壞的人呢？

蒲草沒有泥豈能發⾧？蘆荻沒有水豈能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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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的綱要
•序曲：1-2章 (約伯的受苦)

•主體：3-41章 (約伯在苦難中的問答)

•尾聲：42章 (約伯的結局)



序曲（1-2）約伯的受苦
•約伯的介紹（1:1-1:5）烏斯地有㇐個人名叫約伯…

•第㇐次天庭對話（1:6-1:12）有㇐天…

• 1:8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
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
事。」

•約伯第㇐回遭難（1:13-1:22）有㇐天…

• 1:22在這㇐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神為愚
妄。

成熟的心志 端正的為人



序曲（1-2）約伯的受苦
•第二次天庭對話（2:1-2:6）又有㇐天…

• 2:3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
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你雖激動我攻擊他，無故地毀滅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純
正。」

•約伯第二回遭難（2:7-2:10）
• 2:10 在這㇐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罪。

•三個朋友出場（2:11-2:13）約伯的三個朋友…



關於撒但
•牠的想法

• 人會敬畏神，是因他得到祝福；若將祝福收走，人便遠離神。

•牠的受限
• 神未開口，撒但不能開口；神未允許，撒但不能行動；
• 神劃界限，撒但不能跨越。

•牠得逞了嗎？
• 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神為愚妄；…並不以口犯罪

•牠撤了嗎？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約伯咒詛自己（3）

• 3:11 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絕氣？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回（4-14）
•以利法（4-5）與約伯（6-7）的第㇐次問答
•比勒達（8）與約伯（9-10）的第㇐次問答
•瑣法（11）與約伯（12-14）的第㇐次問答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一回（4-14）
•以利法（4-5）與約伯（6-7）的第㇐次問答

• 4:7-8 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
按我所見，耕罪孽、種毒害的人都照樣收割。

• 6:10 我因沒有違棄那聖者的言語，就仍以此為安慰，在不
止息的痛苦中還可踴躍。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一回（4-14）
•比勒達（8）與約伯（9-10）的第㇐次問答

• 8:4 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8:20 神必
不丟棄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惡人。

• 9:2 我真知道是這樣；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為義呢？
•9:15 我雖有義，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審判我的懇求。…20我雖
有義，自己的口要定我為有罪；我雖完全，我口必顯我為彎曲。

• 9:22善惡無分，都是㇐樣；所以我說，完全人和惡人，他
都滅絕。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一回（4-14）
•瑣法（11）與約伯（12-14）的第㇐次問答

• 11:2 這許多的言語豈不該回答嗎？多嘴多舌的人豈可稱為
義嗎？…11:5-6惟願神說話；願他開口攻擊你，並將智慧
的奧秘指示你；他有諸般的智識。所以當知道神追討你比你
罪孽該得的還少。

• 12:4 我這求告神、蒙他應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譏笑的；公
義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譏笑。… 12:6 強盜的帳棚興旺，惹神
的人穩固，神多將財物送到他們手中。… 13:15 他必殺我；
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的。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二回（15-21）

•以利法（15）與約伯（16-17）的第二次問答
•比勒達（18）與約伯（19）的第二次問答
•瑣法（20）與約伯（21）的第二次問答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二回（15-21）
•以利法（15）與約伯（16-17）的第二次問答

• 15:5-6 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選用詭詐人的舌頭。你自
己的口定你有罪，並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

• 16:19-20 現今，在天有我的見證，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
朋友譏誚我，我卻向神眼淚汪汪。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二回（15-21）
•比勒達（18）與約伯（19）的第二次問答

• 18:5 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他的火焰必不照耀。…21 不義
之人的住處總是這樣；此乃不認識神之人的地步。

• 19:2 你們攪擾我的心，用言語壓碎我要到幾時呢？
• 19:7-8 我因委曲呼叫，卻不蒙應允；我呼求，卻不得公斷。
神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經過；又使我的路徑黑暗。

• 19: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二回（15-21）
•瑣法（20）與約伯（21）的第二次問答

• 20:5 惡人誇勝是暫時的，不敬虔人的喜樂不過轉眼之間
嗎？

• 21:17-19 惡人的燈何嘗熄滅？患難何嘗臨到他們呢？神何
嘗發怒，向他們分散災禍呢？他們何嘗像風前的碎稓，如暴
風颳去的糠秕呢？你們說：神為惡人的兒女積蓄罪孽；我說：
不如本人受報，好使他親自知道。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三回（22-26）

•以利法（22）與約伯（23-24）的第三次問答
•比勒達（25）與約伯（26）的第三次問答
•（沒有鎖法）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三回（22-26）
•以利法（22）與約伯（23-24）的第三次問答

• 22:3-5 你為人公義，豈叫全能者喜悅呢？你行為完全，豈
能使他得利呢？豈是因你敬畏他就責備你、審判你嗎？你
的罪惡豈不是大嗎？你的罪孽也沒有窮盡；

• 23:3-4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裡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臺前，
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



朋友與約伯的對話：第三回（22-26）
•比勒達（25）與約伯（26）的第三次問答

• 25:4-6 這樣在神面前，人怎能稱義？婦人所生的怎能潔淨？
在神眼前，月亮也無光亮，星宿也不清潔。何況如蟲的人，
如蛆的世人呢！

• 26:2-3 無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幫助！膀臂無力的人蒙你何等
的拯救！無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顯大知
識！



三友對約伯的回應
•不同角度切入約伯的問題
•以利法
•比勒達
• 瑣法

•自身的經驗，人性的觀察
•傳統的觀念，先人的教訓
•主觀的見解，武斷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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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約
伯

神

自己 朋友對自己
生命的厭惡

對朋友
發言的失望

對神發出頌讚

向神申訴求告向神表明不平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對自己生命的厭惡

• 6:8-9惟願我得著所求的，願神賜我所切望的；就是願
神把我壓碎，伸手將我剪除。

• 7:4-6我躺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
？我盡是反來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體以蟲子和塵土
為衣；我的皮膚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梭更
快，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對自己生命的厭惡

• 10:18-19你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當時氣絕，無
人得見我；這樣，就如沒有我㇐般，㇐出母胎就被送入
墳墓。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對朋友發言的失望

• 16:2-4 這樣的話我聽了許多；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
。虛空的言語有窮盡嗎？有什麼話惹動你回答呢？我也
能說你們那樣的話；你們若處在我的境遇，我也會聯絡
言語攻擊你們，又能向你們搖頭。 (以利法)

• 19:2-4你們攪擾我的心，用言語壓碎我要到幾時呢？你
們這十次羞辱我；你們苦待我也不以為恥。果真我有錯
，這錯乃是在我。 (比勒達)

朋友

神

約
伯

自己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對朋友發言的失望

• 21:2-4你們要細聽我的言語，就算是你們安慰我。請寬
容我，我又要說話；說了以後，任憑你們嗤笑吧！我豈
是向人訴冤？為何不焦急呢？ (鎖法)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對神發出頌讚

• 9:8-10 他獨自鋪張蒼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
參星、昴星，並南方的密宮；他行大事，不可測度，行
奇事，不可勝數。

• 12:22-23 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使死蔭顯為光
明。他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他使邦國開廣而又擄去
。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對神發出頌讚

• 26:6-11 在神面前，陰間顯露；滅亡也不得遮掩。神將
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將水包在密雲中，雲
卻不破裂；遮蔽他的寶座，將雲鋪在其上；在水面的
周圍劃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
斥責震動驚奇。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向神表明不平

• 16:11-14 神把我交給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惡人的手
中。我素來安逸，他折斷我，掐住我的頸項，把我摔
碎，又立我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圍繞我；
他破裂我的肺腑，並不留情，把我的膽傾倒在地上，
將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闖。

• 21:7…14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勢力強盛呢？他
們對神說：離開我們吧！我們不願曉得你的道。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向神表明不平

• 19:7-10 我因委曲呼叫，卻不蒙應允；我呼求，卻不得
公斷。神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經過；又使
我的路徑黑暗。他剝去我的榮光，摘去我頭上的冠冕。
他在四圍攻擊我，我便歸於死亡，將我的指望如樹拔出
來。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向神申訴求告

• 7:20-21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於你何妨？為何以
我當你的箭靶子，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為何不赦免我
的過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現今要躺臥在塵土中；你要
殷勤地尋找我，我卻不在了。

• 19:23-25 惟願我的言語現在寫上，都記錄在書上；用
鐵筆鐫刻，用鉛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遠。我知道我
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約伯對三友的回應
•向神申訴求告

• 23:2-5 如今我的哀告還算為悖逆；我的責罰比我的唉哼
還重。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裡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臺前，
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我必知道
他回答我的言語，明白他向我所說的話。

神

約
伯

自己 朋友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約伯的獨白（27-31）

•約伯接著說…我指著永生的神起誓：（27）
• 27:4-6 我的嘴決不說非義之言；我的舌也不說詭詐之
語。我斷不以你們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為不正！我持
定我的義，必不放鬆；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責備我。

•智慧何處尋（28）
• 28:12然而，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那裡呢？
• 28:20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那裡呢？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約伯的獨白（27-31）

•約伯又接著說… （29-31）
• 29章回憶從前 “29:2 惟願我的景況如從前的月份…“

• 30章不勘的現況 “30:1 但如今…“

• 31章力陳自己的無辜



智慧何處尋
•採礦有方，智慧難尋(28:1-14)

•地裡有礦產，飛鳥走獸無法得著
•人想盡辦法尋找、提煉，都能夠獲得。
•但是，智慧要去哪裡找呢？
• 28:12然而，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那裡呢？
•深淵、滄海對於要到那裡尋找智慧的也說，不在我這兒



智慧何處尋
•智慧無價，更勝珍珠(28:15-22)

•黃金、白銀、紅瑪瑙、藍寶石…

•把所有的金銀寶物拿來和智慧的價值相比，都不足較量
• 28:20智慧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那裡呢？
•連滅沒、死亡都無法真實掌握智慧的所在



智慧何處尋
•唯神知曉，智慧所在(28:23-28)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
•受造萬物都有㇐定的準則，且掌握在神手中
•神也告訴世人，智慧何處尋得
• 28:28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以利戶的獨白（32-37）

•以利戶出場（32）
• 32:12 留心聽你們；誰知你們中間無㇐人折服約伯，駁倒他
的話。

•以利戶向約伯說（33-37）
• 33章約伯啊，請聽我的話…

• 34、35章以利戶又說…

• 36章以利戶又接著說…



•以利戶的獨白（32-37）
• 33:8-11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我是
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神找機會
攻擊我，以我為仇敵，把我的腳上了木狗，窺察我㇐切的道
路。

• 33:12-13 我要回答你說：你這話無理，因神比世人更大。
你為何與祂爭論呢？因祂的事都不對人解說？

10:7 其實，你知道我沒有罪惡，並沒有能救我脫離你手的。
13:24， 27你為何掩面、拿我當仇敵呢？…也把我的腳上了木狗，
並窺察我㇐切的道路，為我的腳掌劃定界限。
23:3-4 惟願我能知道在哪裡可以尋見神，能到祂的台前。我就在祂
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以利戶的獨白（32-37）

• 34:5 約伯曾說：我是公義，神奪去我的理；

• 34:10-12 所以，你們明理的人要聽我的話。神斷不至行惡；
全能者斷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報應人，使各人照所行
的得報。神必不作惡；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

9:17 他用暴風折斷我，無故地加增我的損傷。風折斷我，無故地加增
我的損傷。
16:12我素來安逸，他折斷我，掐住我的頸項，把我摔碎，又立我為
他的箭靶子。
27:2神奪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以利戶的獨白（32-37）

• 35:2-3 你以為有理，或以為你的公義勝於神的公義，才說
這與我有什麼益處？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麼好處呢？

• 35:5-7 你要向天觀看，瞻望那高於你的穹蒼。你若犯罪，
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過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損呢？你若是
公義，還能加增他什麼呢？他從你手裡還接受什麼呢？

9:22 善惡無分，都是㇐樣；所以我說，完全人和惡人，
他都滅絕。
10:3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壓，又藐視，卻光照惡人的
計謀。這事你以為美嗎？
21:7 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勢力強盛呢？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以利戶的獨白（32-37）

• 36:1-2以利戶又接著說：你再容我片時，我就指示你，
因我還有話為神說。
• 神賜下苦難的目的 (36:3-21)

• 伯36:5-10神有大能，並不藐視人；他的智慧甚廣。他不保
護惡人的性命，卻為困苦人伸冤。他時常看顧義人，使他
們和君王同坐寶座，永遠要被高舉。他們若被鎖鍊捆住，
被苦難的繩索纏住，他就把他們的作為和過犯指示他們，
叫他們知道有驕傲的行動。他也開通他們的耳朵得受教訓，
吩咐他們離開罪孽轉回。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以利戶的獨白（32-37）

• 36:1-2以利戶又接著說：你再容我片時，我就指示你，
因我還有話為神說。
• 神的作為奇妙偉大 (36:22-37:24)

• 36:23， 29 誰派定他的道路？誰能說：你所行的不義？…
誰能明白雲彩如何鋪張，和神行宮的雷聲呢？

• 37:15-17 神如何吩咐這些，如何使雲中的電光照耀，你知
道嗎？雲彩如何浮於空中，那知識全備者奇妙的作為，你知
道嗎？南風使地寂靜，你的衣服就如火熱，你知道嗎？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耶和華與約伯的問答（38-42:17）

•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38-40:2）
• 約伯回答耶和華（40:3-5）

•耶和華再向約伯說（40:6-41:34）
• 約伯再回答耶和華（42:1-17）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耶和華與約伯的問答（38-42:17）

• 38:2-4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
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
你在那裡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

• 38:4-38:38宇宙之中
• 38:39-39:30 萬獸之間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耶和華與約伯的問答（38-42:17）

• 40:1-2 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論嗎？與神辯駁的可以回
答這些吧！

• 40:3-5 於是，約伯回答耶和華說：我是卑賤的！我用
什麼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摀口。我說了㇐次，再不回
答；說了兩次，就不再說。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耶和華與約伯的問答（38-42:17）

• 40:6-7 於是，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你要如勇
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

• 40:15 你且觀看河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與牛㇐樣；
• 41:1你能用魚鉤釣上鱷魚嗎？能用繩子壓下他的舌頭
嗎？

• 41:11 誰先給我什麼，使我償還呢？天下萬物都是我的。



主體（3-41）苦難中的問答
•耶和華與約伯的問答（38-42:17）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
意不能攔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尾聲（42）：約伯的結局
•耶和華對以利法說（42:7-8）

•耶和華對約伯說話以後，就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的
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
僕人約伯說的是。…

•約伯的結局（42:9-17）
• 42:10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
回，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 42:17 這樣，約伯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



義人為何受苦
•約伯記讓我們從不同角度，來看受苦這個問題

•撒但:受苦可以讓人離棄神
•三友:苦難是神對罪的刑罰 (並不適用)

•約伯:無端受苦乃神的主權
•以利戶:苦難使人受神管教 (並不完全)

•神:在超乎人智慧能理解的範圍以外，允許試煉臨到。
使人被造就，使神得榮耀



作為陪伴者要注意的事
•要多花時間安靜地陪伴
•要多為苦難中的人禱告
•求神賜給我憐憫的心腸
•不需急著預設任何立場
•不要忘記自己所知有限

事情的原則…
公義的標準…
神學的理論…      

神

事情的原則…
公義的標準…
神學的理論…

神



自己在苦難時…
•思考受苦的原因

•與自己犯罪有關，正受到神的管教
•有撒但的作為，要攔阻我在主裡的成⾧，向主的委身
•如約伯㇐樣，正在經歷試煉



自己在苦難時…
•不要離開身體
•預備接受安慰
•體諒安慰的“人“

•坦承向人分享
•向神尋求幫助



化苦難為祝福

• 信心求
• 用信心向神求面對試煉的智慧

• 仔細想
• 思考平時不會注意的生命課題

• 經歷神
• 預備經歷神藉苦難要行的奇事

• 思念主
• 深刻體會基督為我所受的痛苦

• 安慰人
• 成為在同樣苦難中之人的安慰



因苦難產生的疑問，從耶穌基督找答案
•這世上還有神、公義、天理嗎?

•伯23:3-4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裡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臺
前我就在他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

•伯42: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約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
他表明出來。

•約14: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久，
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
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因苦難產生的疑問，從耶穌基督找答案
•我還能看的到明天的太陽嗎?

•伯14:14 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切爭戰的
日子，等我被釋放的時候來到。

•伯19:25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約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因苦難產生的疑問，從耶穌基督找答案
•還有誰能聽我說話、替我伸冤嗎?

•伯16:19 現今，在天有我的見證，在上有我的中保。
•伯9:32-33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
們可以同聽審判。我們中間沒有聽訟的人可以向我們兩
造按手。

•提前2:5 因為只有㇐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位中
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來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因苦難產生的疑問，從耶穌基督找答案
•到底還要我等多久?

•伯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
如精金。

•羅8:28-29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
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子。

•雅1: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