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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盡甘來：約伯記研讀  (筆記)                        老師：張傳華牧師 

 

第 10 課：第三回合的對話 (22-31章) 

 

第三回合對話之一：以利法的勸說與約伯的答辯 (22-24章) 

 

一． 以利法的勸說（22 章） 

1． （22：1－4）以利法先談及與人的關係，人的智慧和道德對己固然有益，想藉此換取

神的祝福，但對神是毫無作用。 

2． （22：5－11）看約伯受苦，就可以確定約伯的罪惡多 

（1） 指出他曾以窮人的外衣作抵押品（6） 

（2） 不給乾涸的人水喝，不給飢餓的人餅食（7） 

（3） 用手段鞏固勢力（8） 

（4） 惡待孤兒寡婦（9） 

3． （22：12－20）以利法要糾正約伯的神學思想：人怎可向神責問呢？對神狂妄？神在

高天，且崇高，是人所不能及。以利法認為神的能力是表明神的公義。 

4． （22：21－26）最後的勸說，是以利法說話的結束： 

（1） 要認識神 

（2） 要順從神 

（3） 要悔改歸正 

（4） 除去拜金的貪念 

5． （22：27－30）最後的鼓勵： 

（1） 敬畏神必有喜樂（25－26） 

（2） 禱告必蒙允（27） 

（3） 生活必得神光照（28） 

（4） 復興在望（29－30） 

                                                                                                                           

二． 約伯的答辯（23－24 章） 

約伯每當在情緒上感痛苦時，他在理性的困惑就加深了。雖然自覺沒有敵對神，但仍覺神

對他有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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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23 章 

1． （23：1－7）約伯認為受苦是一種奧秘（奧秘是無法說明的） 

他不理會以利法說什麼，只自悲受屈（2） 

2． （23：8－10）找到到光明遠景，但試煉耍他變成精兵。 

3． （23：11－17）約伯自述靈性的景 

• 信心領悟神的話 

• 相信神有其心意 

• 神有恩慈的計劃 

《理想》23 章  ↑ 

《現實》24 章  ↓ 

4． （24：1－12）約伯從現實再看，神為何掩面不審判惡人。 

• 惡人強搶別人土地，牲畜，被害者在曠野，為養活家人淪為強搶者（4－5） 

• 沒良心的債主，奪取母親懷中的嬰兒作債項償還，被剥削者淪為奴隸（9） 

5． （24：13－21）約伯轉眼間看人生的陰暗面：約伯暴露了社會不合理的現象。 

（1） 犯罪在晚上進行（13） 

（2） 黑暗殺害無助者（14） 

（3） 姦夫以巾遮面（15） 

（4） 盜賊夜間犯案，日間躲藏（16－17） 

（5） 惡人的性質（18－21） 

6． （24：22－25）約伯挑戰有誰能證明以上他所講的是說謊的。 

 

思考問題： 

1． 你認為以利法在 22：5－11 的指責是屬實嗎？試評論。 

2． 以利法在 22：21－30 的勸說和鼓勵的話中，請給評語。 

3． 約伯在 24 章中講出社會現實的一面，他想反映什麼？ 

 

第三回合對話之二：比勒達的勸說與約伯的答辯 (25-31章) 

一． 比勒達的勸說（25 章） 

只有 6節，內容重複以利法的說法，比勒達不再針對約伯的問題，也無意勸說，因為覺得

約伯頑梗固執，自知無法說服他，只是說了幾句話就了事。總意： 

1． 神的偉大（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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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他指出神是活於全宇宙之上的，只講高處的神。 

  （25：3）神的諸軍（天使）無數，祂的面光使祂明察秋毫，洞悉一切隱藏的瑕疵。 

2． 人的污穢（25：4－6） 

  （25：4）既然如此，加上神是無所不知的，，人又怎樣在神眼中是無可指責呢！ 

  （25：5－6）月光星際，尚且不能自誇，如蛆虫的人又怎能自豪？ 

到此為止，約伯三友的講論，就告一段落了。 

約伯三友以上三個回合的勸說中，犯了十個基本的錯誤： 

1． 他們對約伯缺少同情和憐憫的人。 

2． 他們沒有為約伯代禱代求。 

3． 他們忽然約伯肉體的痛苦和感情的受傷。 

4． 他們太嚕嗦，言談中缺少真智慧。 

5． 他們太主觀和武斷。 

6． 他們多嘲笑和責罵約伯，少安慰和鼓勵。 

7． 他們假設約伯是因罪受苦。 

8． 他們堅持自己的論據，一味的指責。 

9． 他們給約伯的建議與約伯本身的處境完全無關。 

10． 他們怪責約伯不肯認錯和悔改。 

 

二． 約伯的答辯（26－31 章） 

     26章是約伯答 25 章比勒達的話，27－31 章成為約伯的獨白。 

1． 約伯回應比勒達的話（26 章） 

（1） 約伯用挖苦的語氣開始他的回應（26：1－4） 

• 約伯自稱：「無能的人」「膀臂無力的人」「無智慧的人」。 

• 他挖苦比勒達：「蒙你何等的幫助」「蒙你何等的拯救」「蒙你何等的指教」 

• 第 4 節，約伯就不客氣的質疑比勒達說話，是神的靈而出，或是別的靈而出。 

（2） 描述神的權能（26：5－14） 

     約伯認為神雖然超卓偉大，人雖渺小，仍可認識神，但認識神的途徑是心靈的領受。

神的權能： 

• 神掌管死亡和陰間（26：5－6）                                      

• 神掌管大自然（26：7－10） 

• 神掌管萬物（26：11－14） 

2． 約伯的五個自白(獨白)：（27－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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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三回合中，比勒達說話簡短外，瑣法閉口不言，因要講的都講盡了。 

（1） 約伯的自白（一）───  不敬虔者無望（27 章） 

•  他堅持自己無辜，先起了一個誓（2－3），宣稱自己所言屬實。 

•  約伯難以明白他們為何堅持自己要為沒有犯罪而悔改（5－6） 

        約伯用三個角度描繪惡人的無望。 

•  當神奪取其命，死期臨到之時，他毫無希望（8） 

•  當大難臨頭時，他毫無希望（9） 

•  當沒有神同在時，他必毫無希望（10） 

  又從三個角度指明惡人要受的審判。 

•  他的後代必為刀劍、飢荒和惡疾所滅亡（27：13－15） 

•  他經年積聚的將來要被交給那仍然存活的義人（16－18） 

•  惡人必如大風過去，人必鄙視他們（19－23） 

（2） 約伯的自白（二）───  論智慧（28 章） 

•  先討論人用技巧去賺取世上財富（1－11） 

  人會不擇手段，鑽山挖地，以求財富。 

•  在物質世界的另一部份，在那裡沒有生命與活動，其神秘使人深不可測 

 （12－22）只有「滅沒」「死亡」（22） 

• 智慧的本源在於神（23－28） 

 只有神知道智慧的所在。 

 敬畏神是獲得智慧唯一途徑（27－28）                                            

（3） 約伯的自白（三）───  追憶昔日的光景（29章） 

                  他歷數自己七種的福份： 

•  與神密交 (1-4) 

•  家庭美滿（4－5） 

•  財物豐裕（6） 

•  德高望重（7－10） 

•  正直公平（14－17） 

•  生命旺盛（18－20） 

•  眾人崇敬（21－25） 

（4） 約伯的自白（四）───  約伯感懷身世（30 章） 

1) 肉體的痛苦 (30:1-15)：遭下賤人戲笑 

• 連作「牧羊狗」也不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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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鹹草羅騰的食物(2-4) 

• 被社會摒棄趕逐的賊(5-7) 

• 被逐出境的下賤人(8) 

約伯用各樣詞彙形容他被這些人苦待： 

• 以他歌曲、笑談(9) 

• 吐唾沬在他面上(10) 

• 無休止的苦待他(11) 

• 如敵人般攻擊他(12-15) 

2) 心靈的痛苦 (30:16-23)：遭神變心 

3) 內心的痛苦 (30:24-31)：遭其他人不理 

（5） 約伯的自白（五）───  重申自己無辜，訴說自己的誠信（31 章） 

1) 律已方面 (31:1-12)                                   

2) 待人方面 (31:13-23) 

3) 對神方面 (31:24-34) 

      

 小結第三回的對話： 

1． 以利法的勸說（22 章）：他糾正約伯不應對神責問，並作最後勸說和鼓勵。 

約伯的答辯（23－24 章）：神以苦難鍛鍊自己是一種奧秘，並列出現實社會的陰暗面。 

2． 比勒達的勸說（25 章）：重複以利法的話，強調神的偉大，人是無可比的。 

約伯的答辯（26－31 章）：不但是本段的小結，也是約伯以上幾段的對話的總結。約伯

承認神的偉大，人的智慧乃本於神，回想昔日的光景，重申今日的無辜。 

 

思考問題： 

1． 為何比勒達的說話這麼短？ 

2． 約伯自白的五點，是有目的和有層次的嗎？試分享你的看法。 

3． 這是約伯與三友最後的一段對話，一定有它獨特之處，請分享。 

 

 

 
 

                       ( 筆記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