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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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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符號 ＝≠＋－

•1＋1＝2，1＋2≠4

•欠錢/壞人：－，賺錢/好人：＋

•數學規則(+)X(+)=(+)

(-)X(-)=(+)

(+)X(-)=(-)

(-)X(+)=(-)



前言-2

(+3)x(-2)=-6 (+3)x(+2)=+6

整數的乘法 生活的應用 實際的狀況

(+)X(+)=(+) 農夫X辛苦=豐收 農夫X辛苦≠豐收

(-)X(-)=(+) 小偷X偷東西=被抓 小偷X偷東西≠被抓

(+)X(-)=(-) 好人X被處罰=不公平 好人X被處罰≠不公平

(-)X(+)=(-) 壞人X得獎賞=不公義 壞人X得獎賞≠不公義



前言-3

•箴16:33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

•箴9: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聰明。



神的思維

•約伯記一8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
沒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 ( + + + )= +

完全正值 敬畏神 遠離惡事 好人

• +(好人) +(神) = +(神的祝福)

•撒旦的思維

•約伯記一11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

• -(棄掉神) +(神) = -(不給祝福) 隱喻”惡有惡報“



•三友(以利法、比勒達、鎖法)

•若 + + = +，一定 - + = -
•【以利法論點】四6-7、四21-23

•【比勒達論點】八4、十八5.18.19

•【鎖法論點】廿5.10.18.28

找約伯的罪



以利法論點

•【伯四6-7】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嗎？你
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嗎？請你追想：無
辜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

•【伯十五5-6】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選用
詭詐人的舌頭。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並非
是我；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



比勒達論點

•【伯八4】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
受報應。

•【伯十八5.18.19】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他
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必從光明中被攆到黑暗裡，
必被趕出世界。在本民中必無子無孫；在寄居
之地也無一人存留。



鎖法論點

•【伯廿5.10.18.28】惡人誇勝是暫時的，不敬虔
人的喜樂不過轉眼之間嗎？他的兒女要求窮人的
恩；他的手要賠還不義之財。他勞碌得來的要賠
還，不得享用（原文是吞下）；不能照所得的財
貨歡樂。他的家產必然過去；神發怒的日子，他
的貨物都要消滅。

•【伯十一5-6】惟願神說話；願他開口攻擊你，
並將智慧的奧祕指示你；他有諸般的智識。所以
當知道神追討你比你罪孽該得的還少。



約伯的思維

• 自認 (過去) +(義人) +(神) = +(神的祝福)

(現在) +(義人) +(神) = -(沒有祝福)

約伯有”善有善報”的思維

【伯六4】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靈喝盡了；神的驚嚇擺
陣攻擊我。
【伯十2-3】對神說：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為何與我爭辯？你
手所造的，你又欺壓，又藐視，卻光照惡人的計謀。這事你以為美嗎？
【伯十8】你的手創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體，你還要毀滅我。
【伯十三24】你為何掩面、拿我當仇敵呢？
【伯十六7-9】但現在神使我困倦，使親友遠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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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發怒撕裂我，逼迫我，
向我切齒；我的敵人怒目看我。

WHY?



以利戶的思維：指出約伯的問題

• + + = -
•【伯33:9-13】我是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
孽。神找機會攻擊我，以我為仇敵，把我的腳上了木狗，窺察我
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說：你這話無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
為何與他爭論呢？因他的事都不對人解說？

•【伯34:10-12】所以，你們明理的人要聽我的話。神斷不致行惡；
全能者斷不致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報應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
報。神必不作惡；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

誤解怪罪 ？



•+ + = +
•【伯34:5-6】約伯曾說：我是公義，神奪去我的理；我雖有理，
還算為說謊言的；我雖無過，受的傷還不能醫治。誰像約伯，喝
譏誚如同喝水呢？他與作孽的結伴，和惡人同行。他說：人以神
為樂，總是無益。

質疑

以利戶的思維：指出約伯的問題



以利戶的思維：對約伯的建議

•+ = -+
【伯33:12-13】我要回答你說：你這話無理，因神比世人更大。
你為何與他爭論呢？因他的事都不對人解說？(神不是人，是神)
【伯35:5】你要向天觀看，瞻望那高於你的穹蒼。(眼光要提高)
【伯36:26】神為大，我們不能全知；他的年數不能測度。(神是全知)



以利戶的思維：對約伯的建議

•+ = ＋/－+
【伯37:5.14.23】神發出奇妙的雷聲；他行大事，我們不能測透。
約伯啊，你要留心聽，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為。論到全能者，
我們不能測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

(神做事有他的理由)

【伯35:6-7】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過犯加增，能使神
受何損呢？你若是公義，還能加增他什麼呢？他從你手裡還接受
什麼呢？ (無論你做甚麼對神都沒有影響)

神有絕對的權柄



以利戶

約伯

神

以利戶提醒
約伯眼目要提升



神的思維

• + = +/-(神絕對的權柄)

•【伯40:2.8】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論嗎？與神辯駁的可
以回答這些吧！你豈可廢棄我所擬定的？豈可定我有罪，
好顯自己為義嗎？

•



神
約伯

約伯

神提升



•一般思維 - + = -

•新約思維 - = +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

+
WHY?



小結

1. 人生當中除了有生命的等式，也有不等式存在。

2. 耶穌是人生公式中最大的變數，祂有絕對決定權柄。

3. 舊有的思維使我們做不出生命的難題，跳不出生命
的困境和痛苦。

4. 當我們遇見人生不等式，我們需要跳脫舊有的格局，
提升我們的眼光，我們就能解決人生的不等式。

5. 神才是生命不等式的解答，我們需要仰望神。



【主題經文】約伯記42:2-6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
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
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或譯：我的言語），

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一、人生問題唯一解答(伯42:2)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1遇見

( )x( )≠(+)

( - )x( )≠(-)

+





二、認清事實尋求引導(伯42:3)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
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 You asked, 'Who is this that obscures my plans 
without knowledge?' Surely I spoke of things I did not 
understand, things too wonderful for me to know.

•
•
•



三、揚棄舊有的偏執，往天行走(伯42:4-6)

•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神的提問)
“You said, ‘Listen now, and I will speak; I will 

question you, and you shall answer me.'

•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約伯的回答)
My ears had heard of you but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 因此我厭惡自己（或譯：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約伯的回答)

Therefore I despise myself and repent in dust 
and ashes."



三、揚棄舊有的偏執，往天行走(伯42:5-6)

神

三友

約伯

以利戶約伯
提升到

以利戶的眼光



三、揚棄舊有的偏執，往天行走(伯42:5-6)

神

三友

約伯

以利戶

約伯

神提升
約伯的眼光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time_continue=1&v=eVocn
NIgKwY&feature=emb_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eVocnNIgKwY&feature=emb_title




總結

1. 神藉著約伯的試煉，使人知道祂是創造的主，我
們乃是被造。

2. 祂是人生問題唯一的解答，在祂有絕對的權柄。
3. 人的困境可藉著提升我們看事的水平，來到神的

高度得以解圍（承認自己的不足，求神引導我們
的路）。

4. 舊有的思維使我們攔阻了認識神的機會，固執的
個性使我們無法成長、脫離困境，看見神的心意。



覺醒的約伯

約伯明白神心意
(伯42:2)

約伯承認自己的
無知並求神指示

(伯42:3-4)

約伯向神悔改(伯
42:5-6)

讀經大綱 神學大綱

聖徒恍然大悟

看見神的大能
(伯42:2)

無知中覺醒(伯
42:3-4)

懊悔向神(伯
42:5-6)



生命不等式的結
辯

人生問題唯一解答
(伯42:2)

認清事實尋求引導
(伯42:3-4)

揚棄舊有的偏執，
往天行走(伯42:5-6)

講章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