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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第二章约伯记第二章

06 耶和华对撒但说：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07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08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09 他的妻子对他说：09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10 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一样。约 却对 说 「 说 像愚顽 妇 样。

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撒但一出手就很狠，两次打击带来一个结果 –
坐在被废弃的地方 等死！坐在被废弃的地方，等死！

读者知道约伯不会死，可是约伯看到自己形同死人，

这个时候太太说话了 看到丈夫已然成为社会边缘人这个时候太太说话了，看到丈夫已然成为社会边缘人，

 可怜的她想必快崩溃了，忍不住说了一句风凉话

 讥讽 狠狠地踹了约伯 脚 否定上帝对约伯的肯定 讥讽、狠狠地踹了约伯一脚，否定上帝对约伯的肯定…

二3耶和华问撒但说：
心察「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你虽激动我攻击他 无故地毁灭他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上帝肯定约伯，他的太太却好像否定上帝，

这个角色好像伊甸园中的撒但，

借着怀疑、问句，来否定上帝一样。

约伯的太太 –你弃掉神，
原文「你祝福神」 是 刺的原文「你祝福神」，是讽刺的话，

正好与撒但的话同出一辙…
你 伸手毁他 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一11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二5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约伯的太太说话好像呼应撒但的话

原文「当面祝福你」

约伯的太太说话好像呼应撒但的话，

因此初代教父一直把他的太太

视为是撒但的代言人：视为是撒但的代言人：

奥古斯丁–魔鬼的助手
屈梭多模–魔鬼最好的鞭子屈梭多模 魔鬼最好的鞭子
加尔文–撒但的工具
这样的戴帽子，

会不会对他太太太严厉了？



想一想约伯的苦难，就是这个太太的苦难，

的这十个孩子是这个太太所生的 死的这十个孩子是这个太太所生的

 亲自看到先生病入膏肓

她会不会是居于不忍心看到先生如此受尽折磨她会不会是居于不忍心看到先生如此受尽折磨，

以为或许先生死了、才是他唯一得到解答的出路，

因此连劝带激的命令语气 要他咒诅神 死了算了吧！因此连劝带激的命令语气，要他咒诅神、死了算了吧！

这些命令手法是很痛苦的人所发出的呼喊，

有一点安乐死的味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 点安乐死的味道，从这个角度来看

或许初代教父以来对约伯的太太戴的帽子太狠了？

叙述者只给约伯太太一句台词叙述者只给约伯太太 句台词，

不论妻子如何劝、如何激约伯，约伯无动于衷，

不容许自己敬虔的生命有裂缝、陷入妻子挖掘试探的陷阱，不容许自己敬虔的生命有裂缝、陷入妻子挖掘试探的陷阱，

甚至还严厉地顶回去：

「怎会因着击打就成为村夫愚妇一般、连信仰都不要了呢？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纠正、提醒太太：敬虔不是为了换得好处，

而是人应当尽的本分 敬虔跟得祝福并没有因果报应而是人应当尽的本分，敬虔跟得祝福并没有因果报应。

这正好是撒但控告上帝：

你就是给他好处 他才会敬畏你的原因你就是给他好处，他才会敬畏你的原因。

在试探陷阱的边缘拉住身心同样受创、快坠下去的太太，

 约伯成功地通过了这次的试探 约伯成功地通过了这次的试探，

没有给他的太太拖下水！

撒但被打了嘴巴 羞愧地离开舞台撒但被打了嘴巴、羞愧地离开舞台

叙述者似乎给他满分 –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在这 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叙述者从 第一章到四十二章

从来没有给约伯的太太戴帽子从来没有给约伯的太太戴帽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分地给约伯太太

扣帽子、不体恤她也同受创伤，扣帽子、不体恤 同受创伤，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搁浅的人的伴侣所受的苦，不会亚于搁浅者所受的苦，

如果你是搁浅的人的配偶如果你是搁浅的人的配偶…
1. 受苦之人的另外一半，也是受苦的

2 赶快从惊吓找出原因2. 赶快从惊吓找出原因，

从自责、愤怒、悲伤中回过神来，

起来服事配偶 他要走的路很远 需要吃 需要喝起来服事配偶，他要走的路很远，需要吃、需要喝。

约伯的太太仍然给约伯吃的…
六6 7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青有甚么滋味呢？六6-7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青有甚么滋味呢？

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

他的太太把食物送来，没有让约伯挨饿他的太太把食物送来，没有让约伯挨饿

3. 照顾自己的身心灵，

 留心要健康 睡眠要充足才有体力 要有耐力去服事 留心要健康、睡眠要充足才有体力，要有耐力去服事

 脑筋要清楚才会有智慧的决定

 自己要透视苦难，才能帮助他能够透视苦难，自己要透视苦难，才能帮助他能够透视苦难，

好让你的配偶与神和好、从搁浅当中走出来

4. 不要企图成为配偶的救主，不要以为我了解你为什么有苦难，

你可以跟他 起 与痛苦的 起哀哭 与喜乐 起同乐你可以跟他一起，与痛苦的一起哀哭、与喜乐一起同乐，

等候上帝，因为你不能了解 –
为什么这个事情 会临到你的配偶？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你的配偶？

5. 不要逞强、不要任性，

 要愿意寻求上帝 甚至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 要愿意寻求上帝，甚至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

 有人好心来了，这些来探访你的人，

你要在合理之下接受他的帮助你要在合理之下接受他的帮助

6. 不要成为撒但添加伤害你配偶苦难的工具，

 不要讲的话太重了 让你的配偶更受不了 不要讲的话太重了、让你的配偶更受不了

确实约伯的太太讲的话是有点超过，他太太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丢了上帝算了吧！「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丢了上帝算了吧！

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让约伯更苦

这些添加痛苦的话，不要出于你的口，这些添加痛苦的话，不要出于你的口，

免得你的配偶更可怜、更苦



7. 预期配偶很难伺候，怎么做、怎么说，都很难搞，

他的身体 讲话的语气 态度 好心不 定有好报的 他的身体、讲话的语气、态度，好心不一定有好报的

在处理、在面对、在辅导、在帮助的时候，

不要露出很厌恶 伤他的心的口气不要露出很厌恶、伤他的心的口气，

给自己空间、时间，这场仗很难打的

8 坚守在上帝面前的誓言8.坚守在上帝面前的誓言，

记得结婚时跟配偶在上帝、教堂面前，

你们答应相爱相守 终身不渝你们答应相爱相守、终身不渝，

一直到死才让你们夫妻的约割开

一直到 四二章 没有提到约伯的太太离开过， 直到 四二章 没有提到约伯的太太离开过，

后来给他生了另外一些孩子，证明太太相爱不渝在旁边

配偶搁浅的时候 不要以为就死定了配偶搁浅的时候，不要以为就死定了，

陪着他、一起同走天路，他这时最需要你，

但他可能会戳你、刺你，一定不好过，但他可能会戳你、刺你， 不好过，

你最好预备

对搁浅的人的旁边朋友…
1 亲朋好友如果来的话 你要感恩接受1. 亲朋好友如果来的话，你要感恩接受，

不过不要好意弄巧成拙、沦为像三个朋友伤害约伯，

要留心拦阻他 要保护受苦的人 请他离开要留心拦阻他、要保护受苦的人，请他离开

2. 医院探访是有时间的，如果配偶不能忍受探访，

特别探访的人可能会加上很多帽子特别探访的人可能会加上很多帽子、

很多试着安慰变成掐他脖子的，

这些朋友最好敬而远之这些朋友最好敬而远之，

 来的人如果神学上很报应观，甚至自诩先知
「我命定你一定会癌症得医治」，「我命定你 定会癌症得医治」，

你还是要留意筛选
建议来探访的人少给他建言，建言

已经有医生就够了，不要给他开药方

3. 尽量给来访的客人心理准备、免得一进去以后吓倒了，尽量给来访的客人心理准备、免得 进去以后吓倒了，

本来要安慰人的、反而变成加害于他

4. 藉沟通的管道向外面、远方、包括国外的亲友，

来报告病情 告诉他们医疗的情况 代祷的事项来报告病情，告诉他们医疗的情况、代祷的事项，

来知道如何继续跟进、为你祷告

5 久病确实无孝子 贫困少亲友5. 久病确实无孝子、贫困少亲友，

 这是人之常情，不要以为他们不爱我们，

因此就怪别人 怪东怪西因此就怪别人、怪东怪西

这个对你的配偶并没有好处，反而安慰他 –
那些朋友不能来，不要以为怪，态度要调整那些朋友不能来，不要以为怪，态度要调整

6. 有人想帮助、而不知道如何帮助，

有需要的时候，请这些人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请这些人来帮助我们，

不要把自己封杀、把配偶封杀

7. 善用社会资源7. 善用社会资源

8. 也留心会有人进来趁虚要敲竹杠、来诈骗，

要为了保护配偶，挡住这些恶人，要为了保护 偶，挡住这些恶 ，

要很有礼貌、也很有智慧把他们挡掉

对于受苦的人、尤其是病痛中的人…
1 他要的是医疗 饮食 起居的特别照顾1. 他要的是医疗、饮食、起居的特别照顾，

留心他要的不是神学论述

受苦的人需要的是被关爱2. 受苦的人需要的是被关爱，

约伯就经历到被隔离的痛苦 –

十九13-15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

我的亲戚与我断绝 我的密友都忘记我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
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

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

这种让约伯更苦、更酸、没有人来帮助他的困苦，

提醒陪伴的人 还是要有人来看他的提醒陪伴的人 –还是要有人来看他的，

即使无言的陪伴，来看他一次、两次，

好让配偶有发抒的对象 空间 时间好让配偶有发抒的对象、空间、时间，

对他的医疗、疗程是好的



3. 受苦的人身处患难，言语会急躁、甚至多所抱怨，

不必去驳正他 反而要安慰他 不要压他不必去驳正他，反而要安慰他、不要压他

4. 在他要求或喜欢的时候，给他读约伯记，

第三章 约伯的咒诅诗 会帮助从搁浅走出来 第三章 约伯的咒诅诗，会帮助从搁浅走出来

 廿八章智慧诗
 卅八章 上帝如何旋风里显现给约伯 卅八章 上帝如何旋风里显现给约伯

 四十、四一章 河马、鳄鱼如何被上帝治理

读这些上帝主权在握的经文读这些上帝主权在握的经文，

好让从自我中心调到以上帝为中心

5 劝他、鼓励他回忆过往恩典，5. 劝他、鼓励他回忆过往恩典，

廿九章 约伯数算过去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

这些非常有用，让搁浅的人回想 –这 常有用，让搁浅的 回想

上帝并没有离弃我，会帮助他走出来

6. 带他去接触大自然，来看自然定律、背后有神，

好让他从搁浅当中交托给掌握大自然的上帝

7.祷告，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祷告来帮助他，

家人 亲人 随时带他祷告 家人、亲人，随时带他祷告

 让他读神的话、读诗篇，让他灵修，

让他懂得苦难不过是搁浅让他懂得苦难不过是搁浅、

绝对不是世界的末日
让他懂得把时间表交给上帝让他懂得把时间表交给上帝、

交给死里埋葬复活的耶稣，

告诉他 – 耶稣了解你的痛苦、你的困难，告诉他 耶稣了解你的痛苦、你的困难，

耶稣会安慰你，

借着祷告，把心思意念向上帝显明， 心思 念 帝

陪伴的人有这些智慧，会让配偶早点好，

借着仰望、祷告、属灵伙伴、专业，借着仰望、祷告、属灵伙伴、专 ，

把配偶交在上帝手中！

求主给你这个智慧，

来帮助苦难的家人早早从困境走出来。

祷告祷告天父 祷告祷告天父，
谢谢你让我们配偶有苦难当中，

我们有机会服事他们我们有机会服事他们。

但知道服事他们不容易，
求你给我们智慧 配合专业的医师求你给我们智慧、配合专业的医师，
同时借着大自然你所造、

来知道你掌管大自然，来知道你掌管大自然，
借着圣诗、借着诗篇、

借着苦难诗、借着咒诅诗，
帮助我们的亲人从困境当中

来仰望你的怜恤、蒙恩惠，
成为随时的帮助。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