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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第20~21章第⼆輪辯論–瑣法與约伯
引⾔:
⼤綱: 
⼀標记、解釋  重要的字詞
⼆經⽂分段
第20章 惡⼈的福乐不能持久    （20: 1-29）

第21章 細聴就算是安慰       （21: 1-3）

             惡⼈藐视神倒享平安     （21: 4-16, 17-26）

             质疑朋友的引证是诬陷 （21: 27-33, 34）

三 结论
四 分享、提問、解答与代祷



约伯记 第20~21章
經⽂選讀: 
瑣法说:
27 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20:27-29）

28 他的家産必然过去; 神发怒的⽇⼦, 他的货物都要消烕。
29 这是惡⼈從 神所得的分, 是 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约伯说: 
2 “你們要細聴我的⾔語，就算是你們安慰我。（21:2-3）

3 “请宽容我, 我⼜要说话。
34 你們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 怎么徒然安慰我呢? （21:34）

禱告: 



    约伯记 第20章 瑣法论惡⼈福乐不能持久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 琐法⽤那三样东⻄形容惡⼈的灭亡?                            
 
 b 惡⼈和他的⼉⼥會遭遇到什么事情？                   
            
 c 瑣法描述恶⼈以惡为⽢甜并爱恋, 将它藏在哪⾥？      
    在他⾥⾯成为什么?  
 
 d 瑣法认为什么樣的⼈是惡⼈?                            
 
 
 
 



约伯记 第20章 瑣法论惡⼈福乐不能持久（伯20:1-3, 4-11） 

 

1 拿玛⼈琐法回答说：                            瑣法再次責備约伯
2“我⼼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情绪不安, 被激怒
3我已听⻅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                 責備=教训
  我的悟性叫我回答。                                       悟性=理性

4你岂不知亘古以来，⾃从⼈⽣在地，     以修辭問句-开始
5恶⼈夸胜是暂时的, 不敬虔⼈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

6 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
7 他终必灭亡，像⾃⼰的粪⼀样；
   素来⻅他的⼈要说：‘他在哪⾥呢？’
8 他必⻜去如梦, 不再寻⻅, 速被赶去, 如夜间的异象。
9 亲眼⻅过他的, 必不再⻅他; 他的本处也再⻅不着他。
10他的⼉⼥要求穷⼈的恩；
    他的⼿要赔还不义之财。
11他的⻣头虽然有⻘年之⼒, 却要和他⼀同躺卧在尘⼟

以利法-恐懼
⽐勒達-忿怒、
焦虑
约伯-恼怒

惡⼈命运
从空间-時間
从明显-消失
从强壮-衰弱

急速的倾覆
惡⼈终必灭亡
如 烧⽕的粪

如 急逝的夢
倾倒消失在即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5.cunps


约伯记 第20章 瑣法论惡⼈福乐不能持久（伯20:12-21） 

 

12“他⼝内虽以恶为⽢甜，藏在⾆头底下，
13爱恋不舍，含在⼝中；
14他的⻝物在肚⾥却要化为酸，
    在他⾥⾯成为虺蛇的恶毒。

15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
16他必吸饮虺蛇的毒⽓；蝮蛇的⾆头也必杀他。
17流奶与蜜之河，他不得再⻅。
18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原⽂作“吞下”)；
     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
19他欺压穷⼈，且⼜离弃；强取⾮⾃⼰所盖的房屋
  （或作“强取房屋不得再建造”）。
20他因贪⽽⽆厌，所喜悦的连⼀样也不能保守。
21其余的没有⼀样他不吞灭, 
    所以他的福乐不能⻓久。
                                    “义⼈吃得饱⾜, 惡⼈肚腹缺粮。”               

贪恋有毒的⻝物 
在罪惡中落到卑微 

惡⼈所有不持久           
以 ⻝物 ⽐喻 罪惡	

美⻝变为	
虺蛇的恶毒 毒⽓	

道德上罪上加罪	
贪婪的后果	
不得 再⻅	
不得 享⽤	
不得 欢乐	
不得 再建	
不能 保守	
不能 ⻓久	

贪⻝、贪财-贪恋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21.cunps


约伯记 第20章 瑣法论惡⼈福乐不能持久（伯20:22-29） 

 

22他在满⾜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  =灾祸
     凡受苦楚的⼈都必加⼿在他身上。

23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                      讽刺的话
    神必将猛烈的忿怒降在他身上；
    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忿怒像⾬降在他身
上。
24他要躲避铁器；铜⼸的箭要将他射透。
25他把箭⼀抽，就从他身上出来；
     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有惊惶临在他身
上。
26他的财宝归于⿊暗；⼈所不吹的⽕要把他烧灭，
     要把他帐棚中所剩下的烧毁。
27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     =反叛
28他的家产必然过去；　
    神发怒的⽇⼦，他的货物都要消灭。        在末世

内⼼憂愁、⽣活困境	
受欺压的⼈	

神的忿怒临到	
惡⼈的满⾜ 与	
神的忿怒 成正⽐例	

⽐喻	
惡⼈要經歴的灾难	

毁滅冲⾛惡⼈的家	

惡⼈所得的份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0.22.cunps


    约伯记 第20章 瑣法论惡⼈福乐不能持久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 琐法⽤那三样东⻄形容惡⼈的灭亡?                        伯20:7-8     
                                                             像⾃⼰的糞、⻜去如梦、  
                                                             夜间异象  
 b 惡⼈和他的⼉⼥會遭遇到什么事情？                      伯20:10                                                                                          
要求穷⼈的恩 
                                                           要赔还不义的财  
 
 c 瑣法描述恶⼈以惡为⽢甜并爱恋, 将它藏在哪⾥？   伯20:12-14    
    在他⾥⾯成为什么?                         藏在⾆下、含在⼝中  
                                                            成为“虺蛇的恶毒”                           
 d 瑣法认为什么樣的⼈是惡⼈?                                    伯20:19-21  
                                                           欺压、離棄穷⼈、  
                                                           强取他⼈房产、贪⽽⽆厌、 
                                                           吞灭⼀切的⼈  



        约伯记 第20章 瑣法论惡⼈福乐不能持久  
 
解释性問题:  
              
问题2                                                                               (伯20:2)  
瑣法说: 我⼼中急躁, 我的思念叫我回答。他的问题出在哪⾥？ 
                                                                                               
 
问题3  
瑣法认为惡⼈从 神所得的份是什麽?                    （伯20:23-28)      
 
 
 
 
 
问题3   神猛烈的忿怒、惊惶、受攻击、被烧毁、被消烕 
 



    约伯记 第21章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f 约伯朋友们若肯细听他讲话, 对他會有什么好处？  （21:2）     
                                                              
 g 约伯每逢思想就会产⽣什么樣的情绪反应？           （21:7-13）                                                                                           
h 约伯说恶⼈在哪四⽅⾯藐视神？                             （21:14-15）                  



约伯记 第21章 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伯21:1-6） 

 

1 约伯回答说：

2“你们要细听我的⾔语，
    就算是你们安慰我。
3请宽容我，我⼜要说话；           请忍耐地听
  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

4我岂是向⼈诉冤？为何不焦急呢？  否定問句
5你们要看着我⽽惊奇，⽤⼿捂⼝。

6我每逢思想，⼼就惊惶，浑身战兢。

 约伯第六次的答辩

约伯的指責:
仍然请朋友们仔细聆听
以利法:  
神⽤温和的话安慰 15:11 

约伯乃是向神诉冤

他⼀想到⼼就惊惶战兢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6.cunps


约伯记 第21章 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伯21:7-16） 

 

7恶⼈为何存活，享⼤寿数，势⼒强盛呢？
8他们眼⻅⼉孙，和他们⼀同坚⽴。      体⼒  
9他们的家宅平安⽆惧；                        平安
  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惩罚报应
10他们的公⽜孳⽣⽽不断绝；               財産
    ⺟⽜下犊⽽不掉胎。
11他们打发⼩孩⼦出去，多如⽺群；    ⼉⼥
    他们的⼉⼥踊跃跳舞。
12他们随着琴⿎歌唱，⼜因箫声欢喜。快乐
13他们度⽇诸事亨通，转眼下⼊阴间。亨通

14他们对　神说：‘离开我们吧！
    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15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祂呢？
   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
16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

⼀ 惡⼈的福乐:  
寿数=向前迈进 ⽣命⼒盛
约伯不能释 的原因:  
朋友只为 神的公義辩护
对⽐瑣法的论述: 
惡⼈誇胜是暂时的 20:5 
年⻘之⼒就死亡 20:11
成为虺蛇的惡毒 20:14-16
神猛烈的忿怒降在他身上 
20:23-26

惡⼈对 神轻蔑的 度
轻视 神、
不愿認識 神的真道、
不愿事奉 神

约伯的感受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6.cunps


约伯记 第21章 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伯21:17-26）

 

 

17“恶⼈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
18他们何尝像⻛前的碎秸，如暴⻛刮去的糠秕呢？

19 你们说:  神为恶⼈的⼉⼥积蓄罪孽；
我说：不如本⼈受报，好使他亲⾃知道。

20愿他亲眼看⻅⾃⼰败亡，亲⾃饮全能者的忿怒。
21他的岁⽉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

22　神既审判那在⾼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祂呢？

23有⼈⾄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靖安逸；
24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髓滋润。
25有⼈⾄死⼼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

26他们⼀样躺卧在尘⼟中，都被⾍⼦遮盖。

⼆ 惡⼈⽆灾祸: 
否定的问句
神没发怒不降灾禍
積蓄罪孽 不如
惡⼈亲⾃受报应

谁能论断⾄⾼者

两种死亡对⽐

死的结局是⼀樣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5.cunps


约伯记第21章 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伯21:27-34） 

 

27“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诬害我的计谋。

28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        霸者=尊贵⼈
    恶⼈住过的帐棚在哪⾥？’
29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吗？
    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

30就是恶⼈在祸患的⽇⼦得存留，
    在发怒的⽇⼦得逃脱。
31“他所⾏的，有谁当⾯给他说明？
     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呢？
32然⽽他要被抬到茔地；并有⼈看守坟墓。
33他要以⾕中的⼟块为⽢甜；
    在他以先去的⽆数，在他以后去的更多。

34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 怎么徒然安慰我呢?”

三 霸者 惡⼈的尊荣 

对⽐ 以利法说:  
没有外⼈经过
15:18-19

惡⼈在祸患的⽇⼦得
存留、得逃脱

⽆⼈说、缄默的 神

平安的死去

錯誤谬论⽆法安慰⼈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2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3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3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3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3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1.34.cunps


    约伯记 第21章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f 约伯朋友们若肯细听他讲话, 对他會有什么好处？  （21:2）     
                                                                                   对他就是安慰 
 
 g 约伯每逢思想就会产⽣什么樣的情绪反应？           （21:7-13）                                    
就会⼼⾥惊慌, 浑身战惊 
   
 h 约伯说恶⼈在哪四⽅⾯藐视神？                             （21:14-15）     
                        惡⼈要求 神离开他、不愿晓得 神的道 
                                                        全能者是谁? 何必事奉祂呢?  
                                                        求告 神有什么益处呢？ 
   
 
 
 
 



        约伯记 第21章约伯⾔惡⼈藐视神倒享平安 
 
解释性問题:  
              
问题4  
约伯的答辩中, 提到哪些他看到的问题和困扰？      (伯21:17-26) 
 
问题5  
约伯说知道朋友们的意思并计谋, 指的是什麽?          （伯21:23-28)             



约伯记 20~21章第⼆輪辯論–瑣法與约伯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 琐法⽤那三样东⻄形容惡⼈的灭亡?                        伯20
 b 惡⼈的⼉⼥會遭遇到什么事情？                             伯20
 c 瑣法描述恶⼈以惡为⽢甜并爱恋, 将它藏在哪⾥？  伯20    

 在他⾥⾯成为什么? 
 d 瑣法瑣法认为什么樣的⼈是惡⼈?                            伯20
 e  约伯朋友们若肯细听他讲话, 对他會有什么好处？  （21:2） 
 f 约伯每逢思想⾃⼰的冤情, 就会产⽣什么樣的情绪反应？(21:7-13)
 g 约伯说恶⼈在哪四⽅⾯藐视神？                             （21:14-15）  
 h 谁愿意重复⼀遍本段經⽂⼤意? 瑣法的论述和约伯的答辩。

解释性問题:
问题2 瑣法说: 我⼼中急躁, 我的思念叫我回答。他的问题出在哪⾥?     
问题3 瑣法认为惡⼈从 神所得的份是什麽?                     （20:23-28)  
问题4 约伯的答辩中, 提到哪些他看到的问题和困扰?        (21:17-26) 
问题5 约伯说知道朋友们的意思并计谋, 指的是什麽?      （21:23-28)  

应⽤性問题:  
问题6 在本轮辯論中 学到什么真理可以帮助我们身边遇到难处的朋友？  
问题7 本週内与两位朋友分享您在聖経⾥學習到的故事 



三 结论
激烈的辯論后, 约伯实在⽆法接受瑣法论述惡⼈的报
应, 也完全没有看⻅  神的公义彰显在惡⼈身上, 
反⽽享受⽣命的福乐。

有⼈⾄死身体强壮, 尽得平靖安逸…⻣髓滋润。
有⼈⾄死⼼中痛苦, 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

约翰福⾳11:33-35  拉撒路的死、耶稣哭了
耶稣看⻅她(玛利亚)哭, 并看⻅与她同来的犹太⼈也哭, 
就⼼⾥悲叹, ⼜甚忧愁…(祂在灵⾥深受感动, 愁烦不安)
:35 耶稣哭了。
罗⻢書12:15b  …与哀哭的⼈同哭。



四 分享、提問、解答与代祷

  

      



             
                  謝謝您的参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