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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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概况：教训神的子民，苦难并非出于神的惩罚，切莫因人遭受苦难而
定罪对方；受苦的人也不可自怨自艾，更不可归咎于神，而应服在神
的权下，仰望神的怜悯。当人学会功课，时候一到，拯救和加倍的福
气必从神而来，情况胜过未经苦难之前。

要点：
• 神的主权：人的祸与福全在于神，祂拥有绝对的主权
• 神的怜悯：敬虔的人必蒙神赐福，倘或遭遇苦难，必有神的美意
• 神爱人：神要藉苦难造就并成全敬畏祂的人，使其更深认识神和
自己

• 神的至尊：神也藉受过苦的人打败撒但，令其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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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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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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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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救贖主活著--约伯记19：1-29
【伯十九1】「約伯回答說：」
【伯十九2】「“你們攪擾我的心，用言語壓碎我，要到幾時呢？」
【伯十九3】「你們這十次羞辱我，你們苦待我也不以為恥。」
【伯十九4】「果真我有錯，這錯乃是在我。」
【伯十九5】「你們果然要向我誇大，以我的羞辱為證指責我；」
【伯十九6】「就該知道是 神傾覆我，用網羅圍繞我。」
【伯十九7】「我因委曲呼叫，卻不蒙應允；我呼求，卻不得公斷。」 (詩28:1)
【伯十九8】「 神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經過；又使我的路徑黑暗。」
【伯十九9】「他剝去我的榮光，摘去我頭上的冠冕。」
【伯十九10】「他在四圍攻擊我，我便歸於死亡，將我的指望如樹拔出來。」
【伯十九11】「他的忿怒向我發作，以我為敵人。」
【伯十九12】「他的軍旅一齊上來，修築戰路攻擊我，在我帳棚的四圍安營。」
【伯十九13】「“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
【伯十九14】「我的親戚與我斷絕，我的密友都忘記我。」
【伯十九15】「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為外人，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
【伯十九16】「我呼喚僕人，雖用口求他，他還是不回答。」
【伯十九17】「我口的氣味，我妻子厭惡；我的懇求，我同胞也憎嫌，
【伯十九18】「連小孩子也藐視我。我若起來，他們都嘲笑我。」
【伯十九19】「我的密友都憎惡我，我平日所愛的人向我翻臉。」
【伯十九20】「我的皮肉緊貼骨頭，我只剩牙皮逃脫了。」
【伯十九21】「我朋友啊，可憐我，可憐我！因為 神的手攻擊我。」
【伯十九22】「你們為什麼仿佛 神逼迫我，吃我的肉還以為不足呢？」

责友:攪擾
…羞辱…苦
待…指責

困境呼求：不得應允及公斷，
被攔住道路，又使路徑黑暗；
被剝去榮光，及頭上的冠冕；
指望如樹被拔出；神以約伯
為敵人，以神的軍隊攻擊他

求友:想到親友遠離和
自己孤單的境況，約伯
為之頹然神傷，他憂鬱
地呼求他的朋友給與憐
憫



知道救贖主活著--约伯记19：1-29

【伯十九23】「“惟願我的言語現在寫上，都記錄在書上；」
【伯十九24】「用鐵筆鐫刻，用鉛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遠。」
【伯十九25】「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伯十九26】「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 神。」
【伯十九27】「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我的心腸在我裡面消滅了。」
【伯十九28】「你們若說，我們逼迫他，要何等地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
【伯十九29】「你們就當懼怕刀劍，因為忿怒惹動刀劍的刑罰，使你們知道有報應（原文作“審判”）。”」

信心与劝
诫:在苦難
中激發出
對救贖主
的信心，
並且勸誡
他的朋友
最終有審
判

典故解读：
「鐵筆」（19:24）的用字在耶利米書可以看見，「猶大的罪是用鐵筆、用金鋼鑽記錄的，銘刻在他們的心版上和
壇角上。」（耶17:1）
「站立」（19:25）也在詩篇「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災病都躲在旁邊站著；我的親戚本家也遠遠地站立（詩
38:11）」有類似的表達
「以色列的救贖主」（賽43:14；44:6）：救贖的意義，不僅僅只是救拔人脫離病痛與苦楚，更重要的是這位救贖
主將成為每一個信靠祂的人的最終辯護
「皮肉滅絕…心腸在我裡面消滅」（19:26-27）與大衛的詩篇「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詩73:26）意義相似



知道救贖主活著--约伯记19：1-29

【伯十九25】「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生於德國的作曲家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把這句經文譜入經典之
作《彌賽亞》。此曲如醇酒般歷久彌新，歷年來聽哈利路亞大合唱的觀眾，都會聽之
肅然起敬，起身站立。
韓德爾晚年時身體虛弱，常被病痛所苦，也經歷低沉的情緒。後來因著譜寫《彌賽
亞》，受激勵不再向病痛低頭，轉而振奮，並得以迅速完成此經典鉅作。
他用作曲來告訴所有在悲傷痛苦中的人；靠著信心、勇氣、和盼望，悲劇可以轉為得
勝。韓德爾用音樂與生命，宣告出盼望與光明。

我的救赎者活着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曾說：「冬天來了，春天還
會遠嗎？」約伯用他的親身體驗來告訴我們，挫折與失望不會帶走人對真理與盼望的
追求。我們在低谷中要緊緊抓住神的恩典與信實，倚靠神。
有盼望，我們就有力量面對環境所帶來的苦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KZ-P6h4AVc


知道救贖主活著--约伯记19：1-29

比勒達勾勒了一幅不義者的畫像,論斷的就是約伯

約伯的回应：
得不到朋友的同情和憐憫
陳明自己的苦難來自神的主權意志，並更加依靠神
請求朋友們停止無根無據的誹謗,而心存憐憫對待他
若執意譭謗,就必不能免遭神的審判
難以忍受的現狀使約伯看到超越的國度和關於救贖者的異象



问题讨论

約伯落在困苦中，神的介入與援助遙遙無期，這時他的親友有否給他支持及安
慰？雖然如此，他仍持著什麽信念？參25節。他給我們什麽榜樣？



惡人未必有惡報--约伯记21：1-34
【伯二十一1】「約伯回答說：」
【伯二十一2】「“你們要細聽我的言語，就算是你們安慰我。」
【伯二十一3】「請寬容我，我又要說話。說了以後，任憑你們嗤笑吧！」
【伯二十一4】「我豈是向人訴冤，為何不焦急呢？」
【伯二十一5】「你們要看著我而驚奇，用手摀口。」
【伯二十一6】「我每逢思想，心就驚惶，渾身戰兢。」
【伯二十一7】「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勢力強盛呢？」
【伯二十一8】「他們眼見兒孫和他們一同堅立。」
【伯二十一9】「他們的家宅平安無懼， 神的杖也不加在他們身上。」
【伯二十一10】「他們的公牛孳生而不斷絕，母牛下犢而不掉胎。」
【伯二十一11】「他們打發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們的兒女踴躍跳舞。」
【伯二十一12】「他們隨著琴鼓歌唱，又因簫聲歡喜。」
【伯二十一13】「他們度日諸事亨通，轉眼下入陰間。」
【伯二十一14】「他們對 神說：‘離開我們吧！我們不願曉得你的道。」
【伯二十一15】「全能者是誰，我們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麼益處呢？’」
【伯二十一16】「看哪，他們亨通不在乎自己，惡人所謀定的離我好遠。」
【伯二十一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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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二十一18】「他們何嘗像風前的碎秸，如暴風刮去的糠秕呢？」
【伯二十一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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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二十一20】「願他親眼看見自己敗亡，親自飲全能者的忿怒。」
【伯二十一21】「他的歲月既盡，他還顧他本家嗎？」
【伯二十一22】「 神既審判那在高位的，誰能將知識教訓他呢？」

惡人竟然亨通:
此章是約伯反
對惡有惡報的
回答，也間接
說明他的苦難
並非來自作惡

惡人为何
不被惩罚



惡人未必有惡報--约伯记21：1-34
【伯二十一23】「有人至死身體強壯，盡得平靖安逸。」
【伯二十一24】「他的奶桶充滿，他的骨髓滋潤。」
【伯二十一25】「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終身未嘗福樂的滋味。」
【伯二十一26】「他們一樣躺臥在塵土中，都被蟲子遮蓋。」
【伯二十一27】「“我知道你們的意思，並誣害我的計謀。」
【伯二十一28】「你們說：‘霸者的房屋在哪裡？惡人住過的帳棚在哪裡？’」
【伯二十一29】「你們豈沒有詢問過路的人嗎？不知道他們所引的證據嗎？」
【伯二十一30】「就是惡人在禍患的日子得存留，在發怒的日子得逃脫。」
【伯二十一31】「“他所行的，有誰當面給他說明？他所作的，有誰報應他呢？」
【伯二十一32】「然而他要被抬到塋地，並有人看守墳墓。」
【伯二十一33】「他要以谷中的土塊為甘甜，在他以先去的無數，在他以後去的更多。」
【伯二十一34】「你們對答的話中既都錯謬，怎麼徒然安慰我呢？”」

惡人竟享安息:有人
無需努力便享興旺；
有人卻死在可怕的
苦難裡。誰有權柄
去認定，前者是因
為美德，後者是因
為罪惡呢！

亞薩在詩篇第七十三篇中也說明類似的看見，「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
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所以驕傲如鍊子戴在他們的項上。強暴像衣裳遮住
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裡所想的……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
逸，財寶便加增。」（詩73:4-7; 12）

约伯回应琐法：瑣法咬定約伯就是惡人所以才會遭遇苦難（20章），但此時約伯不再用神攻擊他的角度來回答，
而是直接用惡人沒有惡報的觀察與經驗來為自己辯駁。



问题讨论

渴慕神與不願來到神面前的人，對永恆與短暫有何差別認知（參林後4:17）？

參考答案：約伯在21章用鐵筆和救贖主來描述永恆的價值與盼望，暗喻自己現
在的人生是短暫的，是無法與永恆的價值相比的。哥林多後書中，保羅提醒我
們:「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7）痛苦、羞辱、肉體、患難是短暫的；喜樂、榮耀、救贖、安息卻是永恆的。
這是事實，也是眼光的不同！



问题讨论

有人憤恨地問你為何壞人竟平順享福，高齡壽終？為何現實的興盛與善人遠離？你會如
何回答？我們如何學習在主的恩典上滿足，如何順服神在生命中所容許的苦與樂？

參考答案：約伯的忍受試煉就是對神的順服，他沒有放棄跟隨神。順服神需要的是意志
力和生命力。臆想式的樂觀不能簡化苦難，甚而會摧殘人對神的信心。約伯記這裡是在
強調試練中要順服並且抓住神，不要羨慕惡人，才能真正過著以神為中心的生活。短視
的「惡有惡報」並非真理。就算在我們所認識或所知道的人中，壞人享福，而義人遭災
的實例確實是有的。主耶穌的受苦給了我們從天上來的解釋。神說「這是我的愛子，我
所喜悅的。」（太3:17, 17:5），但是神卻定意將祂壓傷，使祂受痛苦，「祂被藐視，被
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賽53:3），最後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耶穌本身就是
「善沒有善報」的例子，許多人看重的是今生的享受，但其實永生與神的同在才是神的
子民確切的盼望與結局。許多難題用今生的短暫眼光是無法得到解答的，在永恆中，神
一定有公正公平的判斷。人雖不明白，但神至終會有答案，也將稱許憑信心堅忍面對無
情現實的信徒。



问题讨论

看到宗教人士宣稱天災是因人犯罪而帶來神的懲罰，聽到某些人對天生疾病起因的無知
論斷；作為旁觀者，或是當事人，你會做何感想？

參考答案：將自然災難，如火山爆發、颶風、龍捲風、地震、水災等，或是將瘟疫，社
區傳染病，天生疾病，直接與神的審判，與人的罪惡直接關連在一起，是一種極其不智
而且武斷的心態。這種無情狹隘的眼光，缺乏感同身受之心，又會使身受傷痛的當事人
心靈雪上加霜。約伯兒女遭遇天災而身亡，但明顯的是出於撒但的攻擊，與人的罪惡沒
有直接關係。約翰福音記載一位生來就瞎眼的人，門徒想要知道苦難與不幸的背後，有
什麼特別的原因。當時的人有一種觀念，人犯罪之後會遭受神的刑罰與管教，甚至會禍
延子孫。因此，當門徒看見這生來瞎眼的人，會發出如此好奇的問題。耶穌卻回答：
「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約9:3）」。
人不要強作頭腦理性的論斷；乃要察看神的作為及旨意。

其他讨论：約伯對惡人的觀察在今日仍是真實麽？你羡慕惡人的際遇麽？他們至終的結
局如何？



结论

約伯的三位朋友雖然試圖要約伯承認自己的不義，但是約伯從憂傷的
哀嘆變成信心的激發，更加相信自己的受苦不是出於不義，並且相信
神最終有公義的審判，雖然眼見惡人在世未必得到惡報，但是承認神
在一切福與禍上有絕對的主權。我們可以堅定相信救主的信實與恩典，
在患難中更要緊緊抓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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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