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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二章
11 约伯的三个朋友─

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
听说有这 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

各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
12 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12 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

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
13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约伯记第四章
0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说：
02 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
03 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
04 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
05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 你就昏迷 挨近你 你便惊惶05 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

第二章在约伯健康不见、三个朋友一出现的时候，

就七天七夜陪了约伯 但是却不说话就七天七夜陪了约伯，但是却不说话，

从心理学的反应、完全不说话，是不是…
 找不到破冰的辞令 找不到破冰的辞令

 看到以后吓坏了，导致三个人无言以对

 表示对约伯的尊敬 不知道如何开口 表示对约伯的尊敬，不知道如何开口

 与哀哭者同哭的极致，就完全说不出话来

 还是真朋友的表现，还是古代近东的传统？还是真朋友的表现，还是古代近东的传统？

实际上受苦的人、受震惊的人，

这时候要陪他 要做「危机处理」这时候要陪他、要做「危机处理」，

 而不是像这三个朋友完全不帮助他，

没有看到三个朋友带约伯去疗伤、给他擦药有看到 个 友带 疗伤、 擦药

 这七天七夜不说不话，让约伯更像死人，

因此让约伯更火大，才会有 第三章哀歌、

才有 第四章 车轮战

第一、二章 序，叙述文，

在上帝允许之下在上帝允许之下

财富、儿女、健康通通被剥走了

哀歌 诗歌体第三章 哀歌、诗歌体，

充满对上帝抱怨、人间的幽暗

以后 三个朋友的车轮战第四章 以后，三个朋友的车轮战
四四-十四 第一次车轮战

十五 廿 第二次车轮战十五-廿一 第二次车轮战

廿二-廿七 第三次车轮战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以利法
跟约伯三次对话

第 次第一次 四-五

第二次 十五

第三次 廿二第三次 廿二



以利法是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

他来的动机是要安慰他的老朋友他来的动机是要安慰他的老朋友…
四到五章 第一次出现时，一个重点–

在质疑或在问「受惩罚的人是有福了」在质疑或在问「受惩罚的人是有福了」，

他心里面认为约伯应当是无辜的，

劝他寻找上帝 他说：劝他寻找上帝，他说：

「安啦，你过去安慰多少人、牵过多少软弱的手，

上帝不会忘记你过去所做的事。」

五17-19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帝不会忘 你过去所做的事。」

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

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
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

是带来安慰的信息，是带来安慰的信息，

劝他寻找上帝，上帝够用的恩典。

不过第一次的安慰过程中，仍然有激怒约伯的地方…
五3 7我曾见愚妄人 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五3-7我曾见愚妄人...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

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
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

 约伯的儿女死光了，庄稼给迦勒底人、示巴人抢走了

他一边在安慰、一边又激怒约伯 –他 边在安慰、 边又激怒约伯
在探里面有没有什么得罪上帝的地方？

五24-25你必知道你帐棚平安，羊圈一无所失；五24 25你必知道你帐棚平安，羊圈 无所失；
你的后裔将来发达、子孙像地上的青草。

隐含的意思就是说 – 如果你敬畏上帝，隐含的 就是说 如果你敬畏上帝，

约伯听起来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

以利法一边安慰：如果没有得罪以利法 边安慰：如果没有得罪，

放心、安啦，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一边在搜寻：你有什么东西得罪上帝… 边在搜寻：你有什么东西得罪上帝…
难怪约伯 第六章、第七章 用两章来回答他。

十五章 第二次的以利法来了，更是带了责备，
第 次车轮战中后面的比勒达 琐法说话第一次车轮战中后面的比勒达、琐法说话，

因此以利法第二次说话
就为两个朋友答辩、责备约伯就为两个朋友答辩、责备约伯，

讲完以后、约伯更被激怒，他用两章来回应。

廿二章 第三次以利法说话的时候，廿二章 第三次以利法说话的时候，
已经认定约伯一定是犯了罪、一定该死。

这三个朋友会不会来的时候已经有主见、成见，
看到约伯庐山真面目 –

那个死的不像死人、活的又不像活人的样子，
想安慰、辅导、所有的智慧言语全部泡汤，

因此扮演了吊丧员的角色
三个朋友的辅导的背后的心理学 神学错了三个朋友的辅导的背后的心理学、神学错了，

三个朋友戴了一个帽子 –
你约伯一定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你约伯 定犯了什么罪因此被罚，

你一定没有好心、所以才没有好报，罪带来了罚

以利法在 第四章 代表三个朋友第一个说话...
人若想与你说话 你就厌烦吗？2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

但谁能忍住不说呢？
3-4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

一点都不带来安慰

3-4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
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

以利法 – 我们会怎么说呢–以利法
你看看你过去多敬虔、

你还帮助多少人，

我们会怎么说呢

虽然现在得到癌症，

但不要忘记你过去你还帮助多少人，

你还是辅导、你还讲道

你还栽培别人，

但不要忘记你过去
是如何坚心依靠上帝、

还固定行什一奉献。

你还是神学的老师、

你都做美事。

痛苦会塑造我们变得更好，

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

这些话对受苦的人一点都没有用

还说：受苦是对你有益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要为现在的苦难感谢上帝！

这些话对受苦搁浅的人来说，是雪上加霜！



以利法受不了约伯 第三章 如何抱怨，

你怎么可以审判上帝？你怎么可以审判上帝？

你一定犯了什么罪，借着抱怨遮盖你的罪，

他说：我有属灵经验他说：我有属灵经验…

四12-17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 」「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

我是敬畏上帝，我有超灵恩的属灵经验，我是敬畏 帝，我有超灵恩的属灵经验，

圣灵摸着我、提示我、提升我，好让我看到 –
必死的人一定是有犯了罪，他不可能比上帝公义。

隐含说约伯 – 你怎么可以骂上帝骂得那么惨？

你怎么可以把上帝放在审判台、你比上帝洁净吗？

恐怕问题在你、不是在上帝。

我有属灵经验、我是超灵恩的，我有属灵 验、我是超灵恩的，

上帝并没有错、你才该死！

从以利法三次车轮战，他有几个神学概念…
1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四8-9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
神一出气 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 他们就消没

报应观

神 出气，他们就灭亡；神 发怒，他们就消没。

2. 苦难是出于上帝的管教
五17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五17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3. 提醒约伯你犯口舌之罪
十五6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 并非是我十五6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

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4 恶人必遭现世报4. 恶人必遭现世报
十五32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

5 给约伯戴上莫须有的罪5. 给约伯戴上莫须有的罪
廿二6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7困乏的人 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 你没有给他食物7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
9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

约伯真苦啊！因此以利法 第四、五 两章，

约伯也讲两章 第六 七章 回应分成七段约伯也讲两章 第六、七章，回应分成七段：

1. 六1-7我怎么能忍受这么大的苦啊！

2. 六8-13我何时死去？

3. 六14-21你们真令我失望，

想喝水没有水，像溪水干涸的河道

4. 六22-27我所要的不多，

你们说说看 – 我有哪个地方犯了罪？

5. 六28-30请指出我的错，

我决不会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

6. 七1-10何不放我一马，其实把焦点转向上帝…
5-6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

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

7. 七11-21何苦折磨我这个人，

七12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
你竟防守我呢？

18每早鉴察他 时刻试验他？18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
20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于你何妨？

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
21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

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
何苦这么折磨我？

六到七章 的痛苦，

是因为以利法给他戴帽子，

虽然是安慰，

可是却已经有前见、有先见。



从以利法第一次说话，找到辅导的原则 –六不、五要：
1 不是说教的时候 不要说大道理1. 不是说教的时候，不要说大道理，

他很苦、会讲哀歌、会咒诅神、会骂人，
不是劝他，不是进入 IQ、是进入 EQ，

2. 不是责备犯了什么错，
你是辅导者、不是训导者

3. 不是定罪的时候，
你不是审判官、不是上帝，怎么可以定罪呢？

4. 不是警告的时候

5. 不是批评讽刺的时候，讽刺他 –
看你的财产不见了、儿女死光了，让约伯更痛苦

6. 不是宣告上帝马上能医治的时候，
不少灵恩教会会犯这个问题 –

放心、安啦，上帝一定会让你好，
不见得 你又不是神不见得，你又不是神，

就是医生也没有把握一定会医好

五要：
1 要有实际行动1. 要有实际行动，

带他去疗伤、买东西吃、找医生、找医院，
而不要坐在那边七天七夜跟他哭 也没有人在照顾他而不要坐在那边七天七夜跟他哭，也没有人在照顾他

2. 要说合宜的安慰话，
你的话如果没有把握，从安慰先下手你的话如果没有把握，从安慰先下手

3. 要有同理心，他很可怜，
你了解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多的走出来解 ， 来

4. 要真诚跟相爱，确实要爱他，
不要远远地怕，怕你就是一个罪人

5. 要成为苦水杯，
与喜乐的同乐、哀哭的跟他一起哭，

他很可怜、需要你陪他

求主帮助教会成为属灵医院，
不要在伤口上洒盐。

祷告祷告谢谢主 祷告祷告谢谢主，
让我们有苦难的经验之后，才知道人很脆弱，

也因为知道人很脆弱也因为知道人很脆弱，
就帮助我们不轻易定人家的罪，
受伤的人就同时也找到苦水杯。受伤的人就同时也找到苦水杯。

安慰别人的时候，需要这个辅导者，
而不要成为训导者、而不要成为训导者、

更不要成审判官。

主啊，让教会成为属灵医院，主啊，让教会成为属灵医院，
受伤的人进去得到安慰、得到医治、被更新。

这样奉献 交托这样奉献、交托，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