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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第22~24章第三輪辯論-以利法與约伯
引言: 
大綱:  
一標记、解釋  重要的字詞 
二經文分段 
第22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伯22: 1-20）
            劝约伯歸向 神                     （伯22: 21-30）
第23章 约伯⾔渴望与 神辩⽩       （伯23: 1-7）
            神知道⼈的路                       （伯23: 8-17）
第24章 善⼈惡⼈死亡⽆异        （伯24: 1-17）
            惡⼈所得的份-仍必遭報應   （伯24: 18-24, 25）
三 問题討論 
四 分享、提問、解答与代祷 



约伯记 第22~24章
經⽂選讀: 
提幔⼈以利法回答说：                                     (22:1-5)
⼈岂能使  神有益呢？智慧⼈但能有益于⼰。
你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 你⾏为完全, 岂能使祂得利呢？
岂是因你敬畏祂就责备你、审判你吗？
你的罪恶岂不是⼤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23:10-12
然⽽祂知道我所⾏的路；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
我脚追随祂的步履；我谨守祂的道，并不偏离。
祂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
我看重祂⼝中的⾔语，过于我需⽤的饮⻝。
24:18
这些恶⼈犹如浮萍快快飘去。
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 他们不得再⾛葡萄园的路。
禱告: 



    约伯记 第22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以利法在本次辯論中指责约伯犯了哪些罪⾏？（22） 
                         
b 以利法建议约伯做什么就能再蒙神赐福?        （22） 
                                                                   
c 以利法说什么⼈必蒙神拯救？                         （22） 
 
 
                                                               
 
 
 



         约伯记 第22章 以利法论惡⼈福乐（伯22:1-11） 

 

1 提幔⼈以利法回答说：                        修辭问句-否定
2“⼈岂能使　神有益呢？智慧⼈但能有益于⼰。
3你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               =资产
   你⾏为完全，岂能使祂得利呢？              
4岂是因你敬畏祂就责备你、审判你吗？       否定答案
5你的罪恶岂不是⼤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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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的⼈
  饥饿的⼈，你没有给他⻝物。
8有能⼒的⼈就得地⼟；尊贵的⼈也住在其中。
9你打发寡妇空⼿回去，折断孤⼉的膀臂。
                                                        ⽐勒達的描述 18:8-10

10因此，有⽹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

以利法的指控
⼈的义⾏
未必使神得益
不能影响 神

法律的过程
约伯仍有隐⽽
未現的罪
以利法的推断
并⽆证据
穷困 弱势⼈的
需要被忽略

约伯特殊权势
为富不仁
惡⾏令⼈发指

現今的苦難是
⾃⻝恶果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5.cunps


        约伯记 第22章 以利法论惡⼈福乐（伯22:12-20） 

 

12“神岂不是在⾼天吗? 你看星宿何其⾼呢!   ⾄⾼的神
13你说：　神知道什么？                             修辭问句
    祂岂能看透幽暗施⾏审判呢？
14密云将祂遮盖，使祂不能看⻅；祂周游穹苍。
15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所⾏的。
16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
    好像被江河冲去。                      像挪亚时代的惡⼈

17他们向　神说：‘离开我们吧!’        惡⼈叛逆的态度
    ⼜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18哪知　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
    但恶⼈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19义⼈看⻅他们的结局就欢喜；⽆辜的⼈嗤笑他
们，

以利法族⻑信仰
论惡⼈的命运
惡⼈的假設⾃愚

古道=⿊暗 隐秘
不敬虔⼈的道

洪⽔的審判

以利法谴责约伯

对应约伯21:14 

对应约伯21:16 

神的公义彰显
重复5:15-16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19.cunps


        约伯记 第22章 以利法论惡⼈福乐（伯22:21-30） 

 

21“你要认识 神，就得平安；福⽓也必临到你。
22你当领受祂⼝中的教训, 将祂的⾔语存在⼼⾥。
23你若归向全能者, 从你帐棚中远除不义, 不义=罪惡

    就必得建⽴。                          建⽴=⽣活, 必得医治
24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
    将俄斐的⻩⾦丢在溪河⽯头之间；
25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作你的宝银。  物质丰富
26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  神仰起脸来。
27你要祷告祂，祂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
28你定意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
    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29⼈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升；        =骄傲
    谦卑的⼈,  神必然拯救。                  对⽐
30⼈⾮⽆辜,  神且要搭救他；             ⾮=⽆论在那⾥

呼吁约伯悔改	
认识神=与神和好	
得平安-与神⽴约	
福⽓=恩慈者		神	
歸向=悔改	顺服	
顺服是⾏为上改正 
除掉诡诈	

全能者胜于珍寶	
信靠 依赖 禱告 神	
向 神还愿	
以利法的勸告: 
重复:	5:1,	8;	 
8:5-7;		11:13-15 
神使骄傲⼈降卑	

对⽐:	神将他扔在
坑中 9:30-31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2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2.30.cunps


        约伯记 第22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以利法在本章指责约伯犯了哪些罪⾏？（22:6, 7, 9） 
                         
b 以利法建议约伯做什么就能够再蒙福?（22:21-28） 
                                                                   
c 以利法说什么样的⼈必蒙神拯救？（22: 29） 
 
 
a 强取弟兄的物、剥去贫寒⼈的⾐服、 
   吝啬不施舍⽔和⻝物给困乏 饥饿 寡妇、 
   暴⼒⾏为(打断孤⼉膀臂) 
   注:前辈⼈的同义词有困乏⼈（3:17）和穷乏⼈（5:15） 
b 谦卑⼈ 
c 認識 神、领受神的教导、歸向全能者 
     
                                                              



    约伯记 第22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解释性問题:  
问题2 以利法为什么指责约伯犯罪？               22:2-9  
                         
问题3 以利法因约伯什么态度认定他冒犯 神像惡⼈⼀樣?  
                                                                          22:17 
问题4 以利法认为⼈要做什么才能蒙神賜福?   22:21-30  
                                                                               
                                                               
 
 
 
 



    约伯记 第23章 约伯渴望与 神辩⽩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d 约伯盼望寻⻅神的⽬的是什么？            (23:4) 
 
e 约伯说谁有资格与 神辩论？                   (23:7) 
 
f 约伯要为⾃⼰辩⽩, 他寻⻅ 神了吗?         (23:8-9)  
 
g 约伯⽤哪些词来形容他对神的害怕？      (23:15-16)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無從向神诉冤（伯23:1-7） 

 

1 约伯回答说：
2“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   字根与苦毒相近
   我的责罚⽐我的唉哼还重。      
3惟愿我能知道在哪⾥可以寻⻅　神，
  能到他的台前，
4我就在祂⾯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辩
⽩。
5我必知道祂回答我的⾔语，
  明⽩祂向我所说的话。
6祂岂⽤⼤能与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祂必理会我。
7在祂那⾥正直⼈可以与祂辩论；
  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

再次向神陈明冤情	

降災刑罚的⼒量	

相信神容许他辨明	

辩⽩的话充满⼝中	

约伯⾃问⾃答 思想	
认为不必惧怕	

正直的⼈不存惧怕
的⼼理	
但不是脱离	神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7.cunps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無從向神诉冤（伯23:8-17） 

 

8“只是，我往前⾏，祂不在那⾥，
    往后退，也不能⻅祂。
9祂在左边⾏事, 我却不能看⻅,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祂。
10然⽽祂知道我所⾏的路；
    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
11我脚追随祂的步履；我谨守祂的道，并不偏离。
12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                      =誡命
    我看重祂⼝中的⾔语，过于我需⽤的饮⻝。

13只是祂⼼志已定，谁能使祂转意呢？  原⽂⽆⼼志
    祂⼼⾥所愿的，就⾏出来。
14祂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祂还有许多。
15 所以我在祂⾯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祂。
16 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  丧胆=发昏 同惊惶
17我的恐惧不是因为⿊暗, 

寻不⻅神进退维⾕	

悲叹 神的隐藏	
⽆法感受祂的同在	

但约伯有信⼼	
试炼中忠⼼顺服	

在神⾯前戒慎恐惧	

祂是唯⼀的	

神对每个⼈都有计
划与旨意 必成就	

因	
神的权能公义圣洁	
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3.16.cunps


    约伯记 第23章 约伯渴望与 神辩⽩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d 约伯盼望寻⻅神的⽬的是什么？            (23:4) 
                                                             陈明我的案件 
e 约伯说谁有资格与 神辩论？                   (23:7) 
                                                             正直⼈有资格 
f 约伯要为⾃⼰辩⽩, 他寻⻅ 神了吗?         (23:8-9)  
                                                              没有寻⻅ 神 
g 约伯⽤哪些词来形容他对神的害怕？      (23:15-16) 
                                                          惊惶 惧怕 丧胆 恐懼  
         
 
 
                                      



    约伯记 第23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解释性問题:  
问题5 约伯如何知道他所经历的是出于神?    (23:10-14)           
问题6 你觉得约伯恐惧害怕的原因是什么？   (23:15-16)  
 
                                                                   
                                                               
 
 
 
 
 



    约伯记 第24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h约伯列举了恶⼈作了哪些侵占的事？    （24：2-4） 
 
i约伯也列举了哪些⽆辜⼈受欺压的例⼦？（24：5-12a） 
 
j恶⼈犯罪的特点有哪些？              （24：13-17）                                                                                                                 



约伯记 第24章⼈⼈必死、惡⼈必遭報應（伯24:1-12） 

 

1“全能者既定期罚恶，
  为何不使认识祂的⼈看⻅那⽇⼦呢？修饰問句反问
																																																										神发怒的⽇⼦
2有⼈挪移地界，抢夺群畜⽽牧养。
3他们拉去孤⼉的驴，强取寡妇的⽜为当头。
4他们使穷⼈离开正道; 世上的贫⺠尽都隐藏。
5这些贫穷⼈如同野驴出到旷野, 殷勤寻找⻝物；
  他们靠着野地给⼉⼥糊⼝，
6收割别⼈⽥间的⽲稼, 摘取恶⼈余剩的葡萄, 
7终夜⾚身⽆⾐，天⽓寒冷毫⽆遮盖，
8在⼭上被⼤⾬淋湿, 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
⽯。
9⼜有⼈从⺟怀中抢夺孤⼉, 强取穷⼈的⾐服为当头,
10使⼈⾚身⽆⾐, 到处流⾏, 且因饥饿扛抬⽲捆, 

世上可⻅的不公平	
認識祂的⼈= 
义⼈、愛神的⼈	
神为什么不惩罚惡
⼈？	
惡⼈得势逍遥法外	
社会中被忽略的⼈	

22:6-9

多⺠=垂死中的⼈	
病痛 伤残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6.cunps


约伯记 第24章⼈⼈必死、惡⼈必遭報應（伯24:13-17） 

 

 
13“⼜有⼈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
    不住在光明的路上。
14杀⼈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
    夜间⼜作盗贼。
15奸夫等候⻩昏，说：‘必⽆眼能⻅我’，
    就把脸蒙蔽。
16盗贼⿊夜挖窟窿；
    ⽩⽇躲藏，并不认识光明。
17他们看早晨如幽暗，
    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      晓得=熟悉

作奸犯科的惡⼈	

在暗处、在⿊暗中	
⾏凶 作恶	

奸夫的眼等候⻩昏
说:	他若将脸蒙蔽
起来,	就没有眼看
⻅了。	

晨昏颠倒、	
颠倒善恶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7.cunps


约伯记 第24章⼈⼈必死、惡⼈必遭報應（伯20:18-21） 

 

18 “这些恶⼈犹如浮萍快快飘去。               =消失
     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
     他们不得再⾛葡萄园的路。       因⽆葡萄的收成

19 ⼲旱炎热消没雪⽔；
     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

20 怀他的⺟（原⽂是胎）要忘记他；
     ⾍⼦要吃他，觉得⽢甜；
     他不再被⼈记念。
     不义的⼈必如树折断。

21 “他恶待（或作“他吞灭”) 不怀孕 不⽣养的妇
⼈，
     不善待寡妇。

惡⼈猖狂应受咒诅
浮萍 咒诅 是谐⾳	
惡⼈灭亡是迅速的	

因惡⼈瞬即消失了	

阴间的景象	
掳去罪⼈使枯⼲消灭	

惡⼈的⽣命断绝如树
折断	

欺压社会中地位低下 
⽆助的⼈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4.21.cunps


约伯记 第24章⼈⼈必死、惡⼈必遭報應（伯20:22-24, 25） 

 

22 然⽽　神⽤能⼒保全有势⼒的⼈；
     那性命难保的⼈仍然兴起。
23.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
     神的眼⽬也看顾他们的道路。
24 他们被⾼举，不过⽚时就没有了；
     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样，
     ⼜如⾕穗被割。

25 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
     将我的⾔语驳为虚空呢？”

约伯的结论:  
神会審判這些
为富不仁的惡⼈

修饰問句-负⾯



    约伯记 第24章 以利法认定约伯犯罪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h约伯列举了恶⼈作了哪些侵占的事？    （24：2-4） 
 
i约伯也列举了哪些⽆辜⼈受欺压的例⼦？（24：5-12a） 
 
j恶⼈犯罪的特点有哪些？              （24：13-17）    
h 挪移地界、抢夺群畜、拉去孤⼉的驴、强取寡妇的⽜、 
   使穷⼈离开正道、贫⺠隐藏 
I  到旷野寻找⻝物、收割别⼈的⽲稼、 
   摘取惡⼈剩余的葡萄、终夜⾚身⽆⾐在寒冷中、 
   ⾬淋⽆避身处 
j 背弃光明、杀⼈偷盗、奸淫欺骗、喜爱⿊暗                                                       



    约伯记 第24章⼈⼈必死、惡⼈必遭報應  
 
解释性問题:  
问题6 约伯举证了惡⼈什么欺压⼈的惡⾏？  
                                              （24:5-12a） 
 
问题7 约伯如何相信恶⼈会像浮萍快快飘去？  
                                              （24:13,17,18-21）  
 
 
                                                                   
                                                               
 
 
 
 



约伯记 22~24章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 以利法在本次辯論中指责约伯犯了哪些罪⾏？（22)
 b 以利法建议约伯做什么就能再蒙神赐福?        （22）                                                        
 c 以利法说什么⼈必蒙神拯救？                         （22）
 d 约伯盼望寻⻅神的⽬的是什么？                    （23:4）
 e 约伯说谁有资格与神辩论？                            （23:7）
 f  约伯要为⾃⼰辩⽩, 他找到 神了吗?                  (23:8-9) 
 g 约伯⽤哪些词来形容他对神害怕？                   (23:15-16)
 h 约伯列举了恶⼈作了哪些侵占的事？                   (24:2-4)
 I  约伯也列举了哪些⽆辜⼈受欺压的例⼦？        (24:5-12a)
 j  恶⼈犯罪的特点有哪些？      (24:13-17)
 k 谁愿意重复⼀遍本段经⽂的⼤意?     
解释性問题:
问题2 以利法为什么指责约伯犯罪？                                   (22)
问题3 以利法因约伯什么态度认定他冒犯 神像惡⼈⼀樣?   (22)
问题4 以利法认为⼈要做什么才能蒙神賜福?                       (22)
问题5 约伯如何知道他所经历的是出于神？                         (23:10-14)                        
问题6 你觉得约伯恐惧害怕的原因是什么？                         (23:15-16) 
问题7 约伯举证了那些欺压⼈的暴⾏?                                   (24)
问题8 约伯为什么相信恶⼈会像浮萍快快飘去？                  (24) 
应⽤性問题:  
问题9 我们如何让⽣活在苦难中的朋友明⽩这是为着 神的荣耀呢？ 
问题10 本週内与两或三位朋友分享您听过义⼈受苦的故事



三 结论
在终结辯論中, 以利法痛责列举了约伯惡⾏, 并划清界限说: 
惡⼈所谋定的离我好远(对⽐21:16b), 已不再同情安慰他。
雖然约伯⽆法找到 神为⾃⼰申诉, 但可以看⻅他灵命成⻓,
然⽽祂知道我所⾏的路; 祂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精⾦。
我脚追随祂的步履; 我谨守祂的道, 并不偏离。
祂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我看重祂⼝中的⾔语, 过于我需⽤的饮⻝。

约翰福⾳9:2-3  耶稣医治⽣来瞎眼的⼈
⻔徒问耶稣说: 拉⽐, 这⼈⽣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呢? 是他⽗⺟ 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犯了罪, 也不是他⽗⺟犯了罪, 是要在
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约翰福⾳8:23
你們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