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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詩篇 1–4篇 

小組/團契時光 (1/4) 

 

一、詩篇第一篇提到當怎樣行，才能得著上帝的賜福？   

    答案：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詩 1:1）。惟喜愛耶和華 

          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 1:2) 

 

二、詩篇第二篇被聖經學者們認定為彌賽亞詩篇，從那幾節經文可看出與耶穌所遇見的景況有 

    關？對今日的我們有何提醒與教導，又當如何建立與上帝的關係？ 

    提示：參考第 1-3，10-12節。 

    答案：1.參看提示經文。 

          2.雖然基督的降生帶給許多反對者莫大的壓力，至今亦是如此，我們雖處於對基 

            督教不友善的環境，我們更要相信上帝是信實的，也是我們的依靠，祂必為我 

            們爭戰，帶領我們勝過世上的一切。我們更應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 

            我們的上帝，建立與主更美好的關係。。 

 

三、當大衛被仇敵追擊的時候，是甚麼因素讓他仍可以安然睡覺？倘若我們遇見困苦、難過 

    低潮、危急時，我們是否也能像大衛一般呢？ 

    答案：有幾個因素使大衛在被追擊的時候，心中坦蕩，因而仍可以安然入睡。 

        第一，是他知道上帝視他為公義，沒有因他以前所犯的罪責備他，因為他已經悔 

          改了，被上帝算為虔誠。（4:1「顯我為公義的主啊！」4:3「耶和華已經分別虔誠 

          人歸祂自己，我求告祂，祂必聽我。」） 

        第二，因大衛求告上帝的憐憫（4:1「求祢憐恤我，聽我的禱告」）。 

        第三，因為大衛倚靠耶和華（4:5「又當倚靠耶和華」）。 

       我們當學像大衛對上帝依靠且永不偏移的信心，也要求上帝憐憫我們的軟弱，賞 

       賜剛強壯膽的心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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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詩篇 5-11篇 

小組/團契時光(1/11) 

 

一、詩篇第六篇是大衛的懺悔詩，他在重病之時怎樣向上帝求憐憫？此詩篇中有何重要信息 

    在提醒教導我們？   

    提示：參考第 1-4節和 8-10節。 

    答案：1.大衛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罪，且求上帝醫治拯救（詩 6：1-4）。 

          2.此詩篇中提醒我們，罪可能帶來疾病，因此在自己軟弱之時，當思索是否有得 

            罪上帝之處，求主幫助我們勇於面對罪的影響；雖有時我們也會受到不公平的 

            待遇，也能堅心依靠主站立得穩（詩 6：8-10）。 

 

二、詩篇第八篇讚美上帝的偉大，從經文中給我們對上帝在人間作為的提醒，我們當如何回 

    應上帝的偉大？ 

    提示：參考第 1-2、4-8節；來 2：6-8。 

    答案：1.上帝可以興起那最微小的一個人身上來彰顯上帝的大能。 

          2.上帝創造天地且將人安置其中，雖人在萬物中是渺小的，但上帝卻願意一一看 

            顧。上帝將祂的大能彰顯在芎蒼之上，我們應當體會上帝在人身上無微不至的 

            照顧。我們當以敬畏感謝的心規榮耀與上帝，從每日所經歷的一切來體會上帝 

            無所不在的恩眷。（新約引用提示：來 2：6-8引用本詩篇 4-8節經文，將它應 

            用在耶穌身上，祂是那道成肉身上帝的兒子，既是典型人的代表，也是上帝要 

            在祂身上完全實現上帝救恩的那一位。希伯來書作者應用這對非先知性話語的 

            末世性涵義，來見證基督。） 

 

三、詩篇十一篇提到惡人處心積慮想陷害義人，但上帝的眼目觀看一切，在今日的環境中， 

    此篇給我們怎樣的提醒與教導？ 

    答案：學像大衛對上帝持有永不動搖的信心，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雖然我們的敵對者 

          有他們的勢力，在行事為人使用卑劣手段對待人。但上帝是公義的主，是查看人 

          內心，必按著個人所行的報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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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詩篇 12-18篇 

小組/團契時光(1/18) 

 

一、詩篇十四篇裡面提到的愚頑人有甚麼特徵？ 

    答案：1.心裡沒有上帝(詩 14:1)，不求告耶和華(詩 14:4) 

          2.行邪惡可憎的事(詩 14:1)，不行善(詩 14:3) 

          3.偏離正路(正路:指認識上帝的方法和生活)(詩 14:3) 

          4.作孽欺壓(「吞吃」)他人(詩 14:4) 

          5.至終要恐懼的面對審判(詩 14:5) 

          6.要為他們所作的蒙羞(詩 14:6) 

 

二、詩篇十五篇裡居聖山之人（15:1-5）的品格也是基督徒應有的品格麽？你在那方面要更 

    多的追求呢？ 

    答案：總共有 

           1.信仰方面：尊重敬畏耶和華的人（4節）、不放債取利（5節指猶太人不對貧困 

             的猶太弟兄取利息，這是遵守利未記 25:35-36的規定，故列為信仰方面的特 

             徵。） 

           2.行為方面：行為正直（2節）、不受賄賂以害無辜（5節）、做事公義（2節）、 

             不惡待朋友（3節）。 

           3.說話方面：不以舌頭䜛謗人(3節)、不隨夥毀謗鄰里（3節）。 

           4.眼目方面：眼中藐視匪類（4節，指的是一種對邪惡之人的立場）。 

           5.心態方面：心裡說實話（2節，指的是一種存心誠實的態度）。 

           6.德性方面：吃虧而無悔（4節，指的是一種寬恕與交託上帝的德性）。 

 

三、從詩篇十六篇 5-6節中，大衛所指的「產業」為何？請分享上帝在個人身上所賜的產業 

    為何？並獻上感恩。 

    答案：包括兩種產業： 

       1.屬天的產業：耶和華上帝自己（詩 16:5）。 

       2.屬地的產業：上帝賜給大衛的王國（詩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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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伯記 1章 1節-3章 26節 

小組/團契時光(1/25) 

 

一、為何上帝不會以祝福籠絡人心，換取人的敬拜？為何人不能以敬拜討好上帝，換取上帝的 

    祝福？ 

  參考經文：伯 1,2章；太 4:1-11; 創 3:1-6; 2:16-17。   

  參考答案：上帝不會以祝福籠絡人心，換取人的敬拜，因為上帝是具有純粹動機的上帝。 

    人絕不能以敬拜討好上帝，換取上帝的祝福，因為人的信仰需要純粹。信徒在信仰上的純 

    正表現，正與撒但惡意的攪擾人與上帝關係成對比。撒但希望人的信仰是一種條件交換， 

    牠也以交換條件誘惑人類。「上帝願意用義僕約伯的名譽去冒險，以證明撒但挑戰的謬誤， 

    最終，上帝證明了約伯的名譽，上帝也維護了自己的名譽。信徒的信仰純正，同時也關係 

    著上帝的純正」（卡洛克著，2004，《舊約詩歌智慧書導論》，台北：華神，頁 69）。 

 

二、我們應如何慰問在苦難中的朋友？何謂益友、損友？  

  參考經文：伯 2:11-13; 箴 27:6; 雅 2:23; 出 33:11; 撒上 13:14; 徒 13:36 

  參考答案：孔子說，益者三友，友直（正直），友諒（誠信），友多聞（博學）。損者三 

    友，友便辟（虛偽），友善柔（諂媚），友便佞（欺世）。聖經的標準比倫語高，能被上 

    帝視為朋友的人，一定是益友，聖經中直接被上帝稱為朋友的有兩人，即亞伯拉罕及摩西， 

    大衛則是合帝心意的人。約伯始終沒有背叛上帝，也算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我們應與上帝 

    的朋友作朋友，自己也應成為上帝的朋友。朋友有難，要與上帝的朋友同行，與受難的朋 

    友同悲、同哭、同坐、同理、同心。 

 

三、為何咒詛自己的生辰，期望自我的存在消失，或期望未曾存在，不算得罪上帝？ 

  參考經文：伯 3:25；3:1-8。 

  參考答案：約伯並沒有預料自己會遭到橫禍，在受禍之前，約伯心中只有敬虔與平安的意 

    識。約伯對所遭遇的事，甚感懼怕、恐慌，內心因而失了安息與平靜（3:25）。他不知還 

    會發生何事……因此他咒詛自己的出生，期望未曾存在，或希望立即消失於世，或許可以 

    減少苦痛。約伯並沒有以口犯罪去咒詛上帝，他只是咒詛了自已，顯出了對生命的迷惘。 

    他似乎將之前對上帝堅定的信靠完全翻轉了過來，不再以理性的字眼回應苦難，而是以情 

    緒性語詞來訴說生之遺憾與疑惑，期望以死解脫。但畢竟他並沒有立即選擇以死亡了斷一 

    切，因此並不算得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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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約伯記 4章 1節-9章 35節 

小組/團契時光(2/1) 

 

一、以利法認為約伯為何遭受苦難？約伯如何回應以利法？兩者的差異何在？如何評價兩者？ 

  參考經文：伯 4,5,6,7章；彼前 3:18。 

  參考答案：以利法暗示約伯得罪了上帝，才會領受上帝的罪罰。以利法將一個人所表現出

的生活、言行，與他可能遭受到的禍福連在一起，因此認定約伯生命裡的悲劇，一定與之前的

犯罪有關。以利法希望約伯再次仰望上帝，不可輕看上帝的管教，這樣便能蒙上帝醫治。約伯

認為自己非因犯罪遭罰，乃因上帝無故擊打而遭災，身、心、靈因此耗弱，只能等候死亡。人

生已夠辛苦，上帝卻還攻擊他，所以他要向上帝控訴。兩者差異在：前者認為人受苦的原因是

犯罪，後者認為人的苦難來自於上帝，不一定是因犯罪。前者看法之高度，不及後者。因基督

也為義者受難！ 

   

二、比勒達認為約伯為何遭受苦難？約伯如何回應以利法？兩者的差異何在？如何評價兩者？ 

  參考經文：伯 8,9章；腓 4:6-7。 

  參考答案：比勒達對約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乃倫理法則。上帝如果獎賞惡人、懲

罰義人，上帝就成了不公不義的上帝，偏離了祂公平正義的屬性。因果報應的倫理原則，並非

今世才這樣，歷世歷代皆是如此。所以約伯現在應離惡行善，上帝才會賜福。約伯認為上帝是

強者，人是弱者，上帝以強權為公理，人一點喘息的機會都沒有。義人也會遭災，因果報應的

原則便不適用了。上帝出手無關公平正義，只在乎上帝的定意。受難的人想向上帝控訴祂的不

義，最後定奪的還是上帝，因祂既是被告，同時又是審判官，義人努力抗爭又有何用？比勒達

的論述與以利法類似，也是大多數信徒的看法。約伯的經歷，使受難這件事深刻起來，他向上

帝提出「告訴」乃情非得已，自己也知道雖然無用，但上帝還是在聽。 

 

三、上帝可能是惡的原因嗎？如何才能不矛盾的來理解上帝的全善與全能？比勒達與約伯如何

使用這兩個概念？ 

  參考經文：伯 8:20；9:13；賽 55:9-11。 

  參考答案：若上帝不能是惡的原因，如何說祂是全能，因祂不能行惡。若上帝可以是惡的

原因，如何說祂是全善，因上帝竟然也行惡。這樣，上帝是全能的，同時又要是全善的，豈非

相互矛盾了。若我們把上帝理解成「能不」行惡，則問題就可以解決，因上帝「能」不行惡，

就保障了上帝的全能；上帝能「不行惡」，就保障了上帝的全善。用比勒達的話來說，上帝必

不丟棄完全人，指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也不扶助惡人，所以上帝是全善的。用約伯的話來說，

連扶助海怪的撒但，也屈身在上帝之下，因上帝是強者，強過一切，同時也高過一切，所以他

全知、全能、全善，祂行事都有目的，人不明白，人可求問祂，或向祂提出控訴。 

 

  



6 2020-1季每日研經釋義 小組討論 索引&答案 

 

(6) 約伯記書 10章 1節-15章 35節 

小組/團契時光(2/8) 

 

小組／團契時光： 

一、如何使自己與上帝的關係，不只停留在頭腦的理解上，也在情感的交流上？ 

  參考經文：伯 10章；約 3:1-16；15:1-8。 

  參考答案：信徒可像約伯這樣，直接向上帝講話，因為祂是信徒可以與之交往且溝通的上

帝。信徒不是用基督教義與上帝交往，雖然基督教義是與上帝交往的根基，沒有正確的教義，

一定無法與上帝建立正確的關係，然而有了正確的教義，卻也有可能只讓自己與教義裡的信念

建立關係，而非直接與上帝建立關係。耶穌說，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在基督裡與上帝交往，即透過基督來與上帝交往。我們重生在基督裡，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

子，我們就與上帝在知、情、意上有連結。總之，與上帝交往，主觀經驗與客觀真理要並重。 

   

二、在傳福音或作見證時，如何能說真話，不說假話？為何上帝不期望我們幫祂說話？  

  參考經文：伯 11章；太 5:37；羅 1:16；來 1:1。 

  參考答案：上帝希望兒女說實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是多說，便出於惡者。撒

但總是喜歡在上帝的話上，再加上慾望。作見證或者傳福音的人，若為了吸引人而增加傳奇性，

或為了聽眾得著實質的好處，而去加上滿足個人慾望的內容，這樣，就不是說真話了。福音本

是上帝的大能，不是傳福音的有大能，也不是傳福音的人能行神蹟，所以人才會相信，而是福

音本身會帶來能力及改變。因此，傳揚福音實在不需要填油加醋，唯獨純正福音能使人得救，

不是生動的見證能使人得救。上帝開啟人、感動人、拯救人，不是我們開啟人、感動人、拯救

人，因此不必幫上帝說話。上帝自己會不斷說話！ 

 

三、上帝伸張正義、賞善罰惡，與惡人昌盛、義人受苦，兩者如何能不產生矛盾？ 

  參考經文：伯 10-15章；約 17:14-18；來 11:36-40；13:12-14 

  參考答案：約伯的朋友主張上帝伸張正義、賞善罰惡，認為約伯受難是因為犯罪。約伯則

認為自己沒有犯罪，上帝仍然降災於他，因而主張上帝常會使義人受苦，而惡人也經常昌盛發

達。在現實的世界，也真如約伯所言。譬如黑道大哥可以當立委，藉各樣方法累計財富，當然

他也會修橋補路，甚至漂白自己。這樣，難道上帝真的就不賞善罰惡嗎？以利法的言論，似乎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即上帝一定會出手，不是不報，乃時候未到。但上帝更高的心意，是要使

罪人在基督裡得到救恩，因上帝已把罪罰降在基督身上。罪人蒙恩得救、生命改變，只能靠著

基督的救贖。信徒稱義後，必然受苦，便證成自己與基督同工，以生命證成基督影響世界、改

變世人。上帝能使我信主，也能使黑道大哥信主，晨曦會劉民和牧師便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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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約伯記書 16章 1節-21章 34節 

小組/團契時光(2/15) 

 

一、約伯在上帝面前與朋友辯論，他用了哪些稱呼來稱上帝？這些稱呼對他而言，有何意義？ 

  參考經文：伯 9:32-33；16:19；17:23；19:23-29。 

  參考答案：（一）上帝是被告、是審判官，卻不是聽訟者（9:32-33）：約伯向上帝抱怨

時，要上告上帝，但他感到這場官司必輸，因被告同時是審判官，就是球員兼裁判。（二）上

帝是中保、又是見證者（16:19）：約伯終於相信，上帝會在天庭替他講話，上帝成為中保，

即成為辯護律師。上帝成為見證者，可以提供約伯的生命見證。（三）上帝是與之擊掌者（17:3）：

約伯願意與上帝擊掌，一言為定，彼此立約。（四）上帝是救贖主（19:23-29）：約伯知道救

贖主活著，末了必要站在地上，給出最終的判定。約伯相信自己必再得見上帝。顯然約伯一步

步的更認識上帝了！ 

   

二、為何當我們去幫助別人，應使那人自己調整自己與上帝的關係，比我們幫忙他整理，要來

得恰當？ 

  參考經文：伯 16-21章。 

  參考答案：約伯與三位朋友辯論，已進行了兩個循環，其中各有三個回合。依以利法-約

但、比勒達-約伯、瑣法-約伯的順序進行。三個朋友努力的為約伯找出路，認為約伯一定行惡

才受苦，因此約伯需要認罪悔改。而約伯認為自己是無故受難，與有沒有犯罪無關。約伯的朋

友作論述，在信念的推論上，是合理的、融貫的，然而如果應用在約伯的困境上，顯出的則是

教條與殘酷，因此無法安慰看透苦難真相的約伯。真正能解決問題，不在辯論本身，而在辯論

過程中，約伯漸漸理出頭緒，對上帝有了新的認識。誠如上題所述。這樣，日後當上帝親自說

話時，約伯便能臣服在聖道裡。因此，當我們去幫助別人面對苦難時，應使那人自己調整自己

與上帝的關係，比我們幫忙他整理，要來得恰當 

 

三、信徒應如何面對惡人順遂、義人遭難的事實？當這景況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應如何面對？ 

  參考經文：伯 21章；詩 4:1-4；傳 1:1-18。 

  參考答案：約伯勇敢指證這個情況，他認為，這情況並不玄妙難尋，只要問行路的人就能

得到證據。我們也可以指證這情況，讓虛假的情況顯現出來，或者使之見光死。信徒雖然知道

人生或福或禍，實與善惡無關，自己的命運或好或壞，機會或多或少，也全沒有定則，因此不

必太在意他人的順遂。但是信徒仍應相信，上帝必掌權，並與自己同行。義人經歷困苦，上帝

將使他寬廣，且必垂聽他的禱告、憐恤他（詩 4:1）。而上流社會的惡人常將敬虔人的尊榮變

為羞辱，上帝卻願意將敬虔的人分別出來歸祂（詩 4:2-3）。日光之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日光之上，才是實有，才是生命。我們應堅信：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有一曙光明照在我

心，因此，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亞，從今後永不會再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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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約伯記 22章 1節-29章 25節 

小組/團契時光(2/22) 

一、上帝最後審判的日子未到以前，世界有怎樣的本質？人類有怎樣的困境？如何能脫離綑綁？ 

  參考經文：伯 24章；羅 1:18-32；8:18-25。 

  參考答案：在這罪惡轄制的世界約伯從個人的無故遭受苦難的困境裡感受到人類的困境，

約伯看到作奸犯科的惡人明目張膽挪移地界，強佔弱勢的財產家業，奪走孤寡僅有的牛驢。所

有貧民看到這景況都躲藏起來，深怕成為下一個受難者，同時維生也愈來愈困難。而世俗價值

似乎在告訴大家，只有走入幽暗才能發大財。大家一窩蜂的棄明投暗，想為自己的人生帶來料

想不到的驚奇。保羅說，黑暗權勢不僅使罪人行惡，且喜歡別人也去行。因此受造萬有都服在

虛空之下，期盼基督救贖、上帝兒女行出見證，好讓末世未到之前的日子，能見乍現的曙光。

且能一同忍耐等候末日上帝的審判，賞善罰惡，新天新地臨到。 

   

二、什麼是真智慧？一個人如何能得著人生的真智慧？ 

  參考經文：伯 28章；4:21; 11:6; 15:1; 22:2。箴 2:16-18；9:10。 

  參考答案：約伯記是詩歌智慧書裡的一卷書，智慧詩則是約伯直接論及智慧這主題的詩篇。

因約伯的朋友，以諷刺的口脗嘲笑約伯沒有智慧，所以約伯一定要回覆朋友的訕笑。約伯認為

真智慧不能藉由開山挖礦來尋得，雖然開山挖礦需要通曉自然知識，但自然知識不等於智慧。

真智慧也不能藉由黃金白銀換取，雖然黃金白銀可以購買知識，但卻無法匯兌智慧，因此人文

知識也不等於智慧。而真智慧或許可以藉由死亡臨到，讓人領略一二，然而死亡也只能風聞智

慧，卻不能讓人獲取智慧。蘇格拉底說，要認識你自己，因你自己會死，不只是別人會死。所

羅門說，我得了大智慧，也是捕風，因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智慧不在人這裡，智慧只在上

帝這裡。因此約伯說，敬畏主，就是智慧。所羅門又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

者，便是聰明。因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因祂是智慧的源頭。相信上帝，信

靠基督，順從真理，便得著了人生的真智慧。 

   

三、約伯領受了哪些實質祝福？為何他能領受這些祝福？應如何正確理解人與上帝賜福之間的 

   關係？ 

  參考經文：伯 29章；1:6-12；2:1-8；詩 1:2-3。 

  參考答案：約伯所領受的實質祝福在物質方面是：橄欖油流出榨坊成河，羊奶滿溢溼潤了

腳。人際關係方面是：街市上，城門口，就座審判案情，長者起身、王子閉嘴、少年迴避、首

領安靜。風聞約伯的人，以他為有福；將死去的人，為約伯祝福。因為約伯愛上帝，把上帝當

成密友，接受上帝引導、光照，與上帝同行；也因為約伯行公義、好憐憫，濟弱扶傾、春風化

雨，所以約伯領受上帝的祝福。不過，「信徒愛上帝，所以上帝祝福」與「為了得著上帝祝福，

所以要愛上帝」，這兩個想法，在邏輯上是不同的。前面的想法，合於上帝心意；但後面的想

法，卻是撒但挑戰上帝及信徒的藉口，牠希望上帝能降禍給約伯、試驗約伯，使他遭受痛苦，

這樣或許約伯就不再愛上帝了。若約伯通得過考驗，愛上帝本身就成為蒙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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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約伯記 30章 1節-34章 37節 

小組/團契時光（2/29） 

 

一、上帝眼中約伯的苦難，與約伯眼中所受的苦難，在認知及情感上，兩者有何差異？ 

  參考經文：伯 1-2章，30:16-31；耶 29:11。 

  參考答案： 

（一）從認知上來看，上帝眼中約伯的苦難是上帝與撒但的比試，上帝終於向撒但證明， 

約伯不是因上帝賜福才敬虔。這點約伯並不知道。也因如此，約伯會認為自己無故

遭災，這對他並不公平，上帝怎麼可以這樣。約伯所接收到的事實，是往日榮景已

經不再，當下受災嚴峻，約伯已不忍直視自己的物業、皮肉與精神，他哪意料的到

會有如此慘況發生？約伯很難通得過理性的認知，將自己所遭遇的合理化。 

 

  （二）從情感上來看，約伯會認為上帝無故仇恨他，上帝已變心。他呼求，祂不應；他站 

起，祂凝視。他被祂以大能扔到污泥中，衣領纏住了頸子，爛泥污穢了外衣，風暴

捲走了身體，他便像塵土與爐灰，散失於祂所安排的虛無中。但在情感上，上帝卻

可認為，自己雖與約伯相離甚遠，但也因約伯能直接控訴祂而相距極近。甚至上帝

因約伯在苦難中始終沒有放棄祂，因而祂仍愛著他，祂仍以他為密友。畢竟上帝向

祂的兒女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兒女末後有指望。 

 

        其實，十架上耶穌也曾控訴上帝為何離開他，因而聖父與聖子相離甚遠，但由於耶 

穌遵從了上帝的旨意，聖靈就把聖父的意志與聖子的意志拉得極近，把聖父與聖子

合一於上帝永世預定所要作成的救贖計畫中，此乃德國神學家莫特曼的十架神學思

想。 

   

二、約伯認為自己果真行惡或者不願行善，情願繼續遭災，與以利戶認為約伯不停止輕慢上帝， 

   願上帝繼續試驗，兩者想法有何差異？ 

  參考經文：伯 31章；34:31-37；結 14:14；太 3:8；詩 34:19-20。 

  參考答案： 

  約伯在 31章 1-15節表明若他心中想行惡，則最後下場一定比現在更糟，願上帝使他萬劫 

不復。在 31 章 16-41 節表明若他不願主動行善，則祈願苦難繼續，他不會有任何怨言，

願上帝鑒察。約伯一正一反的誓願，證明自己所言為是，亦表明他從未犯過任何足以遭致

災禍的罪行。同時也暗示朋友的主張為非，以他犯罪為因，受禍為果，根本就不能成立。 

 

  以利戶在 34章 31-37節提到，或許他已觀察到約伯受難是出於上帝的試驗。但以利戶不 

認為約伯在試驗中表現良好，因約伯一直輕慢上帝。約伯若再用言語開罪上帝，以利戶祈

願上帝繼續試驗約伯。上帝選中約伯，使他親身經歷祂的作為，祂無論是報應他，或回報

他，約伯都不應推辭不受、得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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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差異在約伯認為自己從未犯罪，也一直都願行善，顯示約伯已以活出好行為與自己稱 

義的地位相稱。而以利法則認為不論約伯有沒有惡行，用言語控訴上帝就是不對。但約伯

若可以回答以利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向上帝的控訴，就是開罪上帝，因他相信上帝，並

沒有背棄上帝，只願上帝能給出公義的定奪。 

   

三、瞭解一個人，與認同一個人，兩者之間有何分別？試以以利戶與約伯的互動來說明。 

  參照經文：伯 34:1-9。 

  參考答案： 

  以利戶在 34章 1-9節中，重述了約伯說過的話，上帝奪去了約伯的理，從同理心的角度 

來看，以利戶有聽進去，因約伯在 27 章 2 節為自己的災禍作結語時，已經把這說法提出

來。所以以利戶瞭解約伯在說什麼。但瞭解並不等於認同與接納。瞭解源自同理，認同則

要求有共同的信念。以利戶雖然瞭解約伯所說，但他認為約伯說得不對，因人怎麼可能無

辜遭災？怎能能判定上帝奪去了自己的理？怎麼可以主張人以上帝為樂無益？當然以利

戶從理性來看，約伯完全錯了。但若能瞭解上帝為何要約伯受難，於此理，其實並不站在

以利戶這邊，反而是該站在上帝這邊，或約伯這邊。 

 

  我們應去盡可能瞭解一個人，但不一定要認同他，「瞭解他人」只是一條與人交往的必要 

原則，但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即大家應「站在上帝的聖潔原則上，來彼此瞭解，進而才

能彼此認同」，這樣，才能真的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瞭解罪人，但並不接納罪行，因此

上帝付上代價，差派基督降世為人贖罪。 

 

  大家都應明理，但上帝卻奪去人裡面那個不符合真理的理念或信念，顯然上帝的理超越了 

人的理。照樣，上帝奪去了約伯的理，即上帝奪去了約伯所要求的公平正義，約伯認為他

不可以無辜受苦，上帝卻不認為這樣。約伯因而被破碎，而且要被再造在上帝的裡面。這

是以利戶所想不通的！而以利戶始終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才是合理，所以從上帝的

角度來看，以利戶的這個認知，也要被上帝破碎，一如約伯被上帝破碎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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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約伯記 39章 30節-35章 1節 

小組/團契時光（3/7） 

 

一、約伯記第 35-37章，以利戶第三次及第四次發言裡的主張為何？約伯能得著什麼提醒？ 

  參考經文：伯 35-37章；詩 145:17-18；羅 3:5-8；雅 5:11。 

  參考答案： 

  35章為以利戶第三次的講論，主張人的公義不能勝過上帝的公義，而行為或善或惡，也不 

能增益或減損上帝的屬性。而這也是兩千年後，保羅的主張（羅 3:5-8）。約伯並沒有認

為自己的義勝於上帝的義，他只是表達自己有義、上帝沒有按公義待他，奪去了他的理。

因此以利戶的判定太超過了約伯所說的主旨，因約伯從來就沒說他比上帝公義。但以利戶

也算是一種提醒，使約伯知道自己的主張，有存在著人的公義勝過上帝的公義這項嫌疑。 

 

  36-37章為以利戶第四次講論。36章以利戶為苦難提供新解釋，他認為上帝用苦難訓育 

人，使人經過磨練而更完全。人若在苦難中，開通耳朵，順從引導，就能提升靈命。37章

以利戶重申上帝的作為奇妙，約伯需忍耐等候，待上帝撥雲見日，真相必顯明出來。因此，

兩千年以後，雅各說：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

大有慈悲（雅 5:11）。約伯可以得到的提醒是，雖遭受苦難可以不是因犯罪，但經歷苦難

一定對人的成長有幫助，生命因而能更完全。 

   

二、約伯記中所論及苦難的原因，可歸納為幾種？並請綜合評論之。 

  參考經文：伯 1-37章。 

  參考答案： 

  查考約伯記，從人的角度歸納苦難原因，共有三種：約伯的三位朋友主張人類是因犯罪而 

受苦（報應說）。約伯並不否認人需因罪受苦，但他更認為自己持守敬虔也遭災，因此苦

難可以與罪無關（無辜說）；以利戶則主張有時苦難也為操練人的靈命，使人更為完全（訓

育說）。 

 

  從上帝的角度來看，賜下苦難是為了檢驗敬虔的動機（測試說）。人究竟是為了領受祝福 

才要敬虔，還是即使不蒙福、甚或是受禍，也能持守純正？約伯的受難，其實是上帝與撒

但的賭注，然而，發生在天庭裡的這情況，約伯並不知情。當上帝撥雲見日，不論人們的

立場為何，真相終必顯明出來。 

 

  綜合來看，朋友論述了上帝必賞善罰惡，朋友為了保障上帝的公義，因而犧牲了與約伯的 

和諧關係。約伯論述了自己為無辜受苦，一直認為自己有義不該受罰，因而犧牲了與上帝

的和諧關係。上帝的論述為了測試才允許苦難臨到，但這情況只有撒伯及上帝知道，人類

將永遠不可能知道，因而對人類來說，苦難仍有屬乎奧秘的成份在其中。正如人類無法全

然認識上帝，人類也不可能全然知道苦難的原因。總之，因罪受罰常發生，信徒必需有操

練；約伯遭測試，任何信徒也可能遭測試；基督受難是典範，信徒應追求為義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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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帝在旋風中以祂的作為回答約伯，為何能安慰約伯？ 

  參考經文：伯 38-39章；太 10:29-31；約 14:21；10:3-5；詩 90:1-2；8:1。 

  參考答案： 

  只要上帝能向約伯講話，就能證明祂沒有離開約伯，並且聆聽著約伯的訴苦。上帝向受難 

且又愛祂的約伯顯現，藉大自然發言，要求約伯回到創世的信息。因上帝的顯現與講話，

必定根據祂自己已成就的作為。上帝是超越者，以大能創造了宇宙，同時也是內在者，將

神聖的旨意作用在萬有中。物換星移的天象，千變萬化的氣象，乾溼寒暑的地象，全是自

然現象，雖是自然而然的，但絕不是自由任意的，一定需合於自然法則。約伯也是自然裡

的一員，若站在自然法則中，便是站在上帝的原則中。上帝創造萬有，自然之性由上帝賦

予；同時也護理自然，活物的生存環境由上帝安排及設計。 

 

  上帝怎樣使宇宙星團不崩解，讓日、月、地球仍在軌道運轉，母獅、烏鴉不必擔憂食物， 

野驢、山羊不必操心襁褓，鴕鳥呆笨仍然繁衍後代，老鷹、候鳥大地來回飛行，上帝也照

樣護理約伯的生活。上帝怎樣將生命氣息賜給人，也必照樣引導人走過各樣艱險，上帝已

照顧各類活物，何況是人呢？約伯對上帝的創造與護理，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但約

伯是一位敬虔、愛主的人，他必聽懂上帝的心意，而得著安慰。因屬主的羊，認得主的聲

音聽得且遵行上帝話語的人，必得蒙上帝的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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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希伯來書 1章 ~ 3章 19節 

小組/團契時光（3/14） 

 

一、請分享，信主已有多久？用 0～100度來指出你目前信仰的熱度是多少？ 

提示：參希伯來書 2章 1–4節，請組員自由分享 

 

二、分享信主後，遇到最大的試探是什麼？是否有勝過或被勝過？ 

提示：參希伯來書 2章 13–17節，3章 7–19節，請組員自由分享。（歡迎組員分享得 

勝與失敗的經驗，小組長可以先做示範。如果有不想分享的就可以跳過，只選擇

自己願意開放的部分分享。） 

 

三、彼此代禱。 

提示：參希伯來書 3章 13–14節，請組員分享在接下來一週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試探，並 

且彼此代禱、相互勸勉，也求大祭司主耶穌幫助我們脫離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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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希伯來書 4章~8章 13節 

小組/團契時光（3/21） 

 

一、本週提到關於舊約的經文與主題，麥基洗德、利未記的獻祭制度、立約的關係，你是否 

    能理解？ 

    提示：參希伯來書 5章、7-8章，請組員分享本週所靈修的經文，是否有不能理解的部 

          分？在過往學習聖經的過程中，哪類經文是我們經常接觸，哪些是我們幾乎沒有 

          碰觸的？分享我是否在讀經上有偏食的現象。 

 

二、作者提醒信徒心竅要習練得通達，才能漸漸從吃奶的孩子變為吃乾糧的成人。請組員分 

享，在屬靈生活中，是否留意將上帝的話應用在生活中，學習順服的功課？ 

提示：參希伯來書 5章 11–14節，請組員分享，平常在學習上帝的話語時，是否比較多 

在吸收接受，實際操練的機會相對減少了。 

 

三、關於新約與舊約的對照，請組員分享，耶穌作為麥基洗德等次的祭司(7:21)，新約的中 

保，在哪些方面勝過亞倫等次的祭司與前約？ 

提示：參考希伯來書 7至 8章，請組員以表格的方式來對照如下。 

 

 

 

 

 

 

 

 

 

 

 

 

 

 

 

 

 

 

 

 

 

 

 

祭司的等次 亞倫等次的祭司 麥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耶穌） 

 

 

 

 

約的內含與

功效 

前約（摩西之約） 新約（更美之約） 

 

 

 

 

獻祭的果效 摩西會幕的獻祭 天上真帳幕的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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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希伯來書 9章 ~ 12章 13節 

小組/團契時光（3/28） 

 

一、基督的血有哪些方面的功效？我在哪些事上曾有真實的體驗？ 

提示：參希伯來書 9至 10章的經文，溫習這兩章經文關於基督之血的描述。 

 

二、在希伯來書 11章，作者所列出的歷史人物，哪些聖經人物的信心最能觸動我的內心？為 

什麼？ 

提示：請組員自由分享，也可以是經文中沒有提到的人物。 

 

三、你曾否經歷過上帝的管教，分享你在管教中的學習。 

提示：參希伯來書 12章，請組員分享自身的經歷，並與經文的教導相互印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