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322 约伯記(上) 
日期 主題 課本課号 老師

3/07 課程介紹。学生問題 陳煌輝

3/14 容許的試煉 1 朱儉

3/21 受苦的哀歌 2 朱儉

3/28 你受苦是因為 3 陳藹藹

4/04 你受苦是因為 陳藹藹

4/11 我受苦非出於 4 金霞

4/18 我受苦非出於 金霞

4/25 你乃惡有惡報 5 陳寿珊

5/02 你乃惡有惡報 陳寿珊

5/09 我受苦絕不是 6 江小寧

5/16 我受苦絕不是 江小寧

5/23 復習。預備下學期的課 陳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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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我受苦絕不是-A



第六课：我受苦絕不是（A：约伯记16， 17）

本課目標：經過這堂課後，研讀者將可以：
1. 在安慰別人遭受苦難時，不要陷入傳統經驗或假定
的邏輯裡，狹隘地定人的罪，因為苦難發生有很多原
因。
2. 學習在生活中，既使面對困難，能夠緊抓盼望，憑
著對神的信心向前走。

（从安慰者和苦难遭受者的角度）

参考资料：呂鴻基,探究約伯記,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二○二○年出版.
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 (http://www.ccbiblestudy.net)



本课背景

约伯三友的苦难观：
以利法：「假如」約伯沒有犯罪，便不致於落到今日的田地
比勒達：既然約伯今日受磨難，他「就是」有罪的
瑣法：約伯「必是」一個有罪的人，他也是罪有應得

约伯的理解：
打擊乃來自於神；自己並無作惡；相信有神作為他的中保，
可以作他的見證；到神面前辯白

观点有落差 辩论在所难免



本课背景

第二回合辩论
第二回合中三友的言論重覆了第一回合的辯詞，还是沒能理
解安慰約伯。（15， 18， 20）

约伯的回应：
雖越加顯得煩躁，但身處困苦的環境，面對眼前的烏雲，約
伯尚只能緊抓僅存的盼望，呼求那位公義的中保為他辯護申
冤（16， 17， 19， 21）



第六課經文大綱

• 見證苦中的清白（16:1-22）

• 黑暗中指望光明（17:1-16）

• 知道救贖主活著（19:1-29）

• 惡人未必有惡報（21:1-34）



見證苦中的清白--约伯记16：1-22
【伯十六1】「約伯回答說：」
【伯十六2】「“這樣的話我聽了許多。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
【伯十六3】「虛空的言語有窮盡嗎？有什麼話惹動你回答呢？」
【伯十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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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十六5】「但我必用口堅固你們，用嘴消解你們的憂愁。」
【伯十六6】「“我雖說話，憂愁仍不得消解；我雖停住不說，憂愁就離開我嗎？」
【伯十六7】「但現在 神使我困倦，使親友遠離我，」
【伯十六8】「又抓住我，作見證攻擊我。我身體的枯瘦，也當面見證我的不是。」
【伯十六9】「主發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齒；我的敵人怒目看我。」
【伯十六10】「他們向我開口，打我的臉羞辱我，聚會攻擊我。」
【伯十六11】「 神把我交給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惡人的手中。」
【伯十六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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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十六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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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十六14】「將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闖。」
【伯十六15】「“我縫麻布在我皮膚上，把我的角放在塵土中。」
【伯十六16】「我的臉因哭泣發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蔭。」
【伯十六17】「我的手中卻無強暴，我的祈禱也是清潔。」
【伯十六18】「地啊，不要遮蓋我的血，不要阻擋我的哀求。」
【伯十六19】「現今，在天有我的見證，在上有我的中保。」
【伯十六20】「我的朋友譏誚我，我卻向 神眼淚汪汪。」
【伯十六21】「願人得與 神辯白，如同人與朋友辯白一樣。」
【伯十六22】「因為再過幾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

责友

哀诉



見證苦中的清白--约伯记16：1-22

• 以利法第二次發言也是老生常談, 約伯不但感到失望，更顯厭煩，約伯強調這
些安慰是「虛空的」。沒有真誠實質的虛空安慰，稱不上安慰（16:1-5）

• 約伯處境可悲: 不論是說話或沉默，兩者都無力寬慰他的愁苦（16:6），他那
枯瘦的身體就是證據（16:8），我縫麻布在我皮膚上，把我的角放在塵土中
（16：15）因哭泣發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蔭（16：16）

• 約伯被攻擊: 「神使我困倦，使親友遠離，抓住我…攻擊我…」（16:7），「神
把我交…把我扔…折斷我…掐住我的頸項…」（16:11-12），無能的獵物
（16:9），神也像個弓箭手（16:12），像個戰士（16:14）

• 約伯清白呼求：約伯認為雖然在地上無人為他辯護，但在天上尚有他的中保，
這是他在極度失望中，從地上轉向天上的盼望昇華（16：17-22）。



问题讨论

約伯為什麼認為是神以他為箭靶，四面圍繞攻擊他？他又為何要神在天上做他
的中保呢（16:12-22）？

參考答案：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約伯一個矛盾的光景，他一邊認為神處處攻擊他，
以他為箭靶；一邊又認為天上有神作為他的中保，證明他的清白，到底要如何
解釋約伯當時的想法呢？首先，約伯雖然不明白神為什麼要攻擊他，但是他明
白神是知道他是清白的（10:7）。從神知道約伯是清白的這個觀念上，約伯自始
至終希望能與神辯白，甚至連他的血都要申冤。約伯不僅要與神辯白，他也希
望神能夠為他來辯護（9:33），從而有「中保」的觀念出現在16:19，希望神能
夠像位中保，水落石出查證他的清白。

其他思考：我們看重從人而來的認同，還是從神而來的肯定？



黑暗中指望光明--约伯记17：1-16

【伯十七1】「“我的心靈消耗，我的日子滅盡，墳墓為我預備好了。」
【伯十七2】「真有戲笑我的在我這裡，我眼常見他們惹動我。」
【伯十七3】「“願主拿憑據給我，自己為我作保。在你以外誰肯與我擊掌呢？」
【伯十七4】「因你使他們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舉他們。」
【伯十七5】「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為可搶奪的，連他兒女的眼睛也要失明。」
【伯十七6】「“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談，他們也吐唾沫在我臉上。」
【伯十七7】「我的眼睛因憂愁昏花，我的百體好像影兒。」
【伯十七8】「正直人因此必驚奇，無辜的人要興起攻擊不敬虔之輩。」
【伯十七9】「然而義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手潔的人要力上加力。」
【伯十七10】「至於你們眾人，可以再來辯論吧！你們中間，我找不著一個智慧人。」
【伯十七11】「我的日子已經過了，我的謀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經斷絕。」
【伯十七12】「他們以黑夜為白晝，說：‘亮光近乎黑暗。’」
【伯十七13】「我若盼望陰間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
【伯十七14】「若對朽壞說：‘你是我的父’；對蟲說：‘你是我的母親姐妹’。」
【伯十七15】「這樣，我的指望在哪裡呢？我所指望的誰能看見呢？」
【伯十七16】「等到安息在塵土中，這指望必下到陰間的門閂那裡了。”」



黑暗中指望光明--约伯记17：1-16

【伯十七1】「“我的心靈消耗，我的日子滅盡，墳墓為我預備好了。」
【伯十七2】「真有戲笑我的在我這裡，我眼常見他們惹動我。」
【伯十七3】「“願主拿憑據給我，自己為我作保。在你以外誰肯與我擊掌呢？」
【伯十七4】「因你使他們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舉他們。」
【伯十七5】「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為可搶奪的，連他兒女的眼睛也要失明。」
【伯十七6】「“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談，他們也吐唾沫在我臉上。」
【伯十七7】「我的眼睛因憂愁昏花，我的百體好像影兒。」
【伯十七8】「正直人因此必驚奇，無辜的人要興起攻擊不敬虔之輩。」
【伯十七9】「然而義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手潔的人要力上加力。」
【伯十七10】「至於你們眾人，可以再來辯論吧！你們中間，我找不著一個智慧人。」
【伯十七11】「我的日子已經過了，我的謀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經斷絕。」
【伯十七12】「他們以黑夜為白晝，說：‘亮光近乎黑暗。’」
【伯十七13】「我若盼望陰間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
【伯十七14】「若對朽壞說：‘你是我的父’；對蟲說：‘你是我的母親姐妹’。」
【伯十七15】「這樣，我的指望在哪裡呢？我所指望的誰能看見呢？」
【伯十七16】「等到安息在塵土中，這指望必下到陰間的門閂那裡了。”」

约伯的苦境

苦境中的持守，约伯
与现实与黑暗争战的
决心，在黑暗中堅持
指望，迎向光明

转折点



问题讨论

面臨朋友的冤枉，約伯如何堅持自己的生命盼望？

參考答案：人生中受到冤枉是常有的事，但是如何面對冤枉卻是需要去學習的。
約伯在遇到生命中重大的打擊時，他決定堅持真道，而不是自暴自棄，任憑人
生隨著風雨飄搖。關鍵的重點是，我們如何知道什麼是真道，真道為何值得我
們在風雨中去持守？我們是否要反省人生，特別是在患難時我們是否在乎我們
自己與神的關係？當世界上的一切都遠離我們的時候，我們如何學習約伯的榜
樣，不自暴自棄、不自取沉淪，反而更加緊緊抓住神的救贖恩典與應許。



问题讨论

從本章的對話，你認為信心與試煉會有什麼關係與反應？

參考答案：一個人與神越加親近，他對試煉將能有更正面的反應。約伯受試煉
期間，雖然不乏掙扎，但始終保持正直，對神的良善並沒有失去信心。他證明
出正確的信靠，也因著信靠的緣故，他可以忍耐，可以持住盼望，至終勝過試
煉。雅各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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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5:11﹚

其他讨论：你認為約伯最在意的事是什麼？



忍耐的功课
圣经中有耐心的人物

约伯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伯1:8)。
在生命中遭受这么多的试炼与试探：失去了所有的产业、牲口和劳工，失去了
他所有的子女，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他的妻子嘲笑他，他的朋友攻击他。。。

约伯不埋怨神：“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
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

耶和华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42:5）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
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
样逼迫他们。”（太5:11-12)



第六课：我受苦絕不是（B: 约伯记19， 21）

本課目標：經過這堂課後，研讀者將可以：
1. 在安慰別人遭受苦難時，不要陷入傳統經驗或假定
的邏輯裡，狹隘地定人的罪，因為苦難發生有很多原
因。
2. 學習在生活中，既使面對困難，能夠緊抓盼望，憑
著對神的信心向前走。

（从安慰者和苦难遭受者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