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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第29~31章约伯的獨白与申訴

引⾔:   
⼤綱: 
⼀標记、解釋  重要的字詞
⼆經⽂分段

第29章 约伯回忆过去佳景              (伯29:1-17,18-25)
第30章 再诉現在的艰苦             (伯30:1-8,9-19,20-31)
第31章 发咒起誓⾃表其义                  (伯31:1-4, 5-40)
三 問题討論
四 分享、提問、解答与代祷 



一 约伯記大綱-經文在書卷中的位置: 
壹 序⾔              1:1 ~ 2:13 
 1.1 约伯的福祉 1:1-5 叙事體-散⽂
 1.2 约伯的试炼 1:6 ~ 2:13 叙事體-散⽂
贰 苦難懸疑-约伯與友⼈的争辯 3:1 ~ 27:23 
 2.1 约伯的哀歌 3:1-26 詩歌體

 2.2 第⼀輪辯論 4:1 ~ 14:22   以利法、⽐勒達、瑣法 與约伯 |--詩歌體
 2.3 第⼆輪辯論 15-17, ~18-19 ~ 20-21 ⽐勒達與约伯 |
 2.4 第三輪辯論 22:1 ~ 27:23 以利法、⽐勒達 與约伯       |
叁 智慧的颂歌 28:1-28 |
肆 獨⽩ 29:1 ~ 42:6 |
 4.1 约伯的申訴 29:1 ~ 31:40                                          |
 4.2 以利户的插話 32:16 ~ 37:24                                        |
 4.3 神的啟示 38:1 ~ 42:6                                            |
伍 结语 42:7-17                           |
 5.1 神的裁决 42:7-9 |
 5.2 约伯更加蒙福 42:10-17                    叙事體-散⽂



约伯记 第29~31章约伯的独⽩与申訴
經⽂選讀:                                                 (29:2-3,5,14)
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份, 如 神保守我的⽇⼦。
那时祂的灯照在我头上; 我藉祂的光⾏过⿊暗。
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都环绕我。
我以公义为⾐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现在我⼼极其悲伤; 困苦的⽇⼦将我抓住。 (30:16-17)
夜间, 我⾥⾯的⻣头刺我, 疼痛不⽌, 好像啃我。

我与眼睛⽴约, 怎能恋恋瞻望处⼥呢？            (31:1-4)
从⾄上的 神所得之份, 从⾄⾼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
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 灾害临到作孽的呢?
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 数点我的脚步呢?
禱告: 



    约伯记 第29章 约伯回忆过去佳景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 约伯如何形容他在遭难之前富有的程度?          (29:6)  
 
b 约伯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29;15-17）                           



约伯记 第29章 约伯回忆过去佳景（伯29:1-17） 

 

1 约伯⼜接着说：                              神的福分:

2“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份,          祝福 2-6节

   如 神保守我的⽇⼦。                     
3那时祂的灯照在我头上;                     神的光照
  我藉祂的光⾏过⿊暗。              
4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神的情谊
  那时我在帐棚中,  神待我有密友之情; 
5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都环绕我。
6奶多可洗我的脚；磐⽯为我出油成河。

7我出到城⻔，在街上设⽴座位；     尊荣 7-10节

8少年⼈⻅我⽽回避, ⽼年⼈也起身站⽴; 
9王⼦都停⽌说话, ⽤⼿捂⼝; 

闪族修辞范例: 
祝福-尊荣-慈善-	
祝福-尊荣	

藉顺服神的话	
亮光必照耀你的路
以利法 22:28	 

神的同在	
奶…油象征 富⾜	

神赐的尊荣与
⼈的尊敬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9.cunps


约伯记 第29章 约伯回忆过去佳景（伯29:1-17） 

 

11⽿朵听我的, 就称我有福;          慈善 11-17节	

    眼睛看我的, 便称赞我; 
12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和⽆⼈帮助的孤
⼉。

13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 
    我也使寡妇⼼中欢乐。
14我以公义为⾐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15我为瞎⼦的眼, 瘸⼦的脚。               眼=光

16我为穷乏⼈的⽗; 
    素不认识的⼈, 我查明他的案件。
17我打破不义之⼈的⽛床, 
    从他⽛⻮中夺了所抢的。

闪族修辞范例:		

约伯的义⾏与善举

⾐服 外袍表明职分	
冠冕=身份的尊贵	

为穷⼈争訟和辩护	
⻅义勇为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7.cunps


约伯记 第29章 约伯回忆过去佳景（伯29:18-25） 

 

                                                                                                 祝
福 18-20节
18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原⽂作“窝中”），
    必增添我的⽇⼦，多如尘沙。
19我的根⻓到⽔边；露⽔终夜沾在我的枝上。
20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在⼿中⽇强。
                                                            尊荣 21-25
节

21“⼈听⻅我⽽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
22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
    我的⾔语像⾬露滴在他们身上。
23他们仰望我如仰望⾬, ⼜张开⼝如切慕春⾬。
24他们不敢⾃信，我就向他们含笑；
    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

闪族修辞范例	

结语:	
约伯为⼈引路、	
成为安慰者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2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29.24.cunps


        约伯记 第29章约伯的独⽩与申訴 
 
解释性問题:  
              
问题2 约伯说“祂的灯照在我的头上” 是什么意思？   (伯29:2)                                                                        
问题3 约伯描述先前 神曾在哪⼏⽅⾯赐福他?   (29:2-6,18-20)  
 
      
 
解释性问题 
问题2    
问题3  
 



    约伯记 第30章再诉現在的艰苦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c 约伯说他被什么样的⼈嘲讽？                            （30:1） 
  
d 约伯说那些穷乏饥饿的⼈找什么当⻝物吃?     （30:3-4） 
 
e 约伯怎么描述他身⼼灵受苦的状况？（30:16,17,27,30） 
 
 
 
 
 
 
 



约伯记 第30章再诉現在的艰苦（伯30:1-8） 

 

                                   A 因蒙羞受辱⽽悲叹1-19节
1“但如今，⽐我年少的⼈戏笑我；       与前⼀章⽐较
  其⼈之⽗ 我曾藐视, 不肯安在看守我⽺群的狗
中。

2 他们壮年的⽓⼒既已衰败, 其⼿之⼒与我何益
呢？
3 他们因穷乏饥饿, 身体枯瘦,
   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燥之地，           啃=逃亡
4 在草丛之中采咸草, 罗腾(“罗腾”, ⼩树名, 松类)
   的根为他们的⻝物。
5 他们从⼈中被赶出; ⼈追喊他们如贼⼀般, 
6 以致他们住在荒⾕之间, 在地洞和岩⽳中; 
7 在草丛中叫唤, 在荆棘下聚集。

現今的困境:  
约伯悲叹被轻视
不被尊重
这些⼈品格不好
不能成为好牧⼈

被社会遗弃的⼈

咸草=有碱酸菜
罗腾根来充饥
⼈中=社会

可悲的惨状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7.cunps


           约伯记 第30章再诉現在的艰苦（伯30:9-15）

 

 

9“现在这些⼈以我为歌曲, 以我为笑谈。  成为⼈笑谈中⼼

10他们厌恶我, 躲在旁边站着, 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
上。
                                                      古时東⽅⼈报复的⼼态
11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前脱去辔头。

12这等下流⼈在我右边起来, 推开我的脚, 筑成战路来
    攻击我。

13这些⽆⼈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

14他们来如同闯进⼤破⼝，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

15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 
    我的福禄如云过去。             尊荣 福禄=救恩 不再回转

对约伯轻视侮辱	
并幸灾乐祸	
他遭灾和病痛是
神的咒诅 	

这些⼈下流⼈是	
残忍追赶者	
任意对待约伯存
⼼置他于死地,		
使他⾛投⽆路 万
分痛苦	

这些⼈成为约伯
的惊恐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5.cunps


约伯记 第30章 再诉現在的艰苦（伯30:16-23） 

 

																																																																		現在的困境
16“现在我⼼极其悲伤；困苦的⽇⼦将我抓住。   倾倒
17夜间, 我⾥⾯的⻣头刺我, 疼痛不⽌, 好像啃我。
18因 神的⼤⼒, 我的外⾐污秽不堪, ⼜如⾥⾐的领⼦
    将我缠住。          =⽪肤   =抓住         =内⾥的痛苦
19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和炉灰⼀般。
                                  B 因没公义⽽悲叹20-31节
20 主啊, 我呼求祢, 祢不应允我; 
     我站起来,祢就定睛看我。           表示神的冷默

21祢向我变⼼, 待我残忍, ⼜⽤⼤能追逼我，
22把我提在⻛中, 使我驾⻛⽽⾏, 
    ⼜使我消灭在烈⻛中。
23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 

约伯向神埋怨
⽆助的哀叹
⻣头疼痛难眠

不被重视、
不再有尊荣

呼求神救助
神仍保持缄默

约伯认为
神憎恨他, 残忍
地对待他

感到死亡威脋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3.cunps


约伯记 第30章 再诉現在的艰苦（伯30:24-31） 

 

                                                                  哀情⽆奈
24“然⽽, ⼈仆倒岂不伸⼿? 遇灾难岂不求救呢? 
25⼈遭难, 我岂不为他哭泣呢？      扑倒=荒堆乱堆
    ⼈穷乏, 我岂不为他忧愁呢？
26我仰望得好处, 灾祸就到了;                     
    我等待光明，⿊暗便来了。
27我⼼⾥烦扰不安，困苦的⽇⼦临到我身。
28我没有⽇光就哀哭⾏去 
    (或作“我⾯发⿊并⾮因⽇晒”);  
    我在会中站着求救。                   会中=圣所 城⻔

29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为同伴。
30我的⽪肤⿊⽽脱落；我的⻣头因热烧焦。
31所以, 我的琴⾳变为悲⾳; 
    我的箫声变为哭声。”

神不会不按常
理⾏事的? 
约伯会同理⼼
同情遭难 穷困
的⼈
盼望与实际相反

没有安静的⽇⼦

疾病 忧伤 悲痛
使⾯⾊发⿊
司法诉讼地⽅

因孤寂缺⻝哀嚎

身体 严重疾病

琴箫奏出哀歌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2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3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0.31.cunps


    约伯记 第30章再诉現在的艰苦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c 约伯说他被什么样的⼈嘲讽？                            （30:1） 
                                                                       ⽐他年少的⼈  
 
d 约伯说那些穷乏饥饿的⼈找什么当⻝物吃?     （30:3-4） 
                                                                       咸草、罗腾根  
 
e 约伯怎么描述他身⼼灵受苦的状况？（30:16,17,27,30） 
                                         ⼼灵悲伤、⻣头刺痛、烦扰不安、 
                                         ⽪肤发⿊脱落、⻣头烧焦                       
 
 
 
 



        约伯记 第30章约伯的独⽩与申訴 
 
解释性問题:  
              
问题4约伯再“申诉他現在的艰苦时”⼼态是怎样的？ 
                                                                                         
问题5约伯在第29节⽤野狗和鸵⻦⽐喻什么?   （伯30:29)      
 
 
 
 
 
 问题4 （⾃艾⾃怜，悲伤痛苦）  
 问题5 （孤单、悲哀、可怜不已）  
 



    约伯记 第31章 发咒起誓⾃表其义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f 约伯在第31章中审视⼏项⾃⼰没有犯的⼤罪恶？   （31:1-40） 
 
g 约伯的独⽩以什么话做结束？                                    （31:40） 
                      
 
 
 
 
 
 
 
 
 



    第31章发咒起誓⾃表其义 (伯31:1-5,16-23,24-40)
 

 

																																																																				最后誓⾔清⽩無辜				

1“我与眼睛⽴约, 怎能恋恋瞻望处⼥呢？      A
2 从⾄上的 神所得之份, 
   从⾄⾼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
3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 灾害临到作孽的呢? 
4 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 数点我的脚步呢? 

5“我若与虚谎同⾏, 脚若追随诡诈；             B
6 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 
   使 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

7 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 我的⼼若随着           C
   我的眼⽬, 若有玷污粘在我⼿上；

A⽴约与咒诅
14项受咒诅惡⾏	
第1项 1-4节
眼⽬不斜视
情慾

B 挑战
第2项 5-6节
不虚假為⼈
虚伪

C誓⾔7-34节
第3项 7-8节
不沾染污秽
贪婪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7.cunps


    第31章发咒起誓⾃表其义 (伯31:1-5,16-23,24-40)
 

 

                                                                          C
9“我若受迷惑, 向妇⼈起淫念, 在邻舍的⻔外蹲
伏，
10就愿我的妻⼦给别⼈推磨, 别⼈也与她同室。
11因为这是⼤罪, 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12这本是⽕焚烧, 直到毁灭, 必拔除我所有的家
产。

13“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 
     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 
14 神兴起, 我怎样⾏呢? 
     祂察问, 我怎样回答呢?
15造我在腹中的, 不也是造他吗? 
    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位吗? 

誓⾔

第4项9-12节
不贪恋⼈妻
淫乱

第5项13-15节
不虐待仆⼈
虐僕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5.cunps


    第31章发咒起誓⾃表其义 (伯31:1-5,16-23,24-40)
 

 

16“我若不容贫寒⼈得其所愿,                         C
      或叫寡妇眼中失望, 
17  或独⾃吃我⼀点⻝物, 孤⼉没有与我同吃; 
18  从幼年时孤⼉与我同⻓, 好像⽗⼦⼀样；
      我从出⺟腹就扶助寡妇。(“扶助”原⽂作“引
领”)

19我若⻅⼈因⽆⾐死亡, 或⻅穷乏⼈身⽆遮盖; 
20我若不使他因我⽺的⽑得暖, 为我祝福; 

21我若在城⻔⼝⻅有帮助我的, 举⼿攻击孤⼉; 
22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脱落, 
    我的膀臂从⽺⽮⻣折断。
23因 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 

誓⾔
第6项16-18节
不虐待孤⼉
忽略弱势

第7项19-20节
关⼼贫穷⼈
忽略穷⼈

第8项21-23节
不冤屈待⼈
虐待孤⼉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3.cunps


    第31章发咒起誓⾃表其义 (伯31:1-5,16-23,24-40)
 

 

24“我若以⻩⾦为指望, 对精⾦说:                    C
      你是我的倚靠；
25我若因财物丰裕, 因我⼿多得资财⽽欢喜; 

26我若⻅太阳发光, 明⽉⾏在空中, 
27⼼就暗暗被引诱, ⼝便亲⼿；
28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是我背弃在上的 神。

29“我若⻅恨我的遭报就欢喜, ⻅他遭灾便⾼兴; 
30 我没有容⼝犯罪, 咒诅他的⽣命; 

31若我帐棚的⼈未尝说, 谁不以主⼈的⻝物吃饱
呢？

誓⾔
第9项24-25节
不依靠钱财
依赖钱财		 

第10项26-28节
不敬拜天像
膜拜⽇⽉	

第11项29-30节
不幸灾乐祸	
咒诅仇⼈	

第12项31-32节	
接待客旅路⼈
不接待客旅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2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1.cunps


           第31章 发咒起誓⾃表其义 (伯31:33-40)
 

 

                                                                                                           C
33我若像亚当（“亚当”或作“别⼈”）遮掩我的过
犯，
    将罪孽藏在怀中；
34因惧怕⼤众，⼜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
    以致闭⼝⽆⾔，杜⻔不出；

35惟愿有⼀位肯听我!                                          B1
    (看哪, 在这⾥有我所划的押, 愿全能者回答我!)
36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
    我必带在肩上, ⼜绑在头上为冠冕。
37我必向祂述说我脚步的数⽬, 必如君王进到祂⾯
前。

                                                                     B
38“我若夺取⽥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同哭

誓⾔
第13项33-34节
不遮掩过错	
不认罪	

B1挑战35-37节

再次申诉案情	

B挑战38-40节
第14项38-40节
不夺⼈⽥地	
⼈犯罪得罪地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1.37.cunps


              约伯记 第31章 发咒起誓⾃表其义  
 
解释性問题:                                
问题6 约伯如何审视并确认⾃⼰的清⽩和毫⽆罪孽？   
 
 
应⽤性問题: 
问题7從约伯申诉和⾃省, 如何帮助我们⽣活在试炼和苦难中?  
 
问题8 本週内与两位朋友分享您在聖経⾥學習到的故事。  
 
 
 
 



       约伯记 29~31章 约伯的独⽩与申訴 
觀察性問题:问题1  
a 约伯如何形容他在遭难之前富有的程度?                (29:6)  
b 约伯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29;15-17)      
c 约伯说他被什么样的⼈嘲讽？                                (30:1)  
d 约伯说那些穷乏饥饿的⼈找什么为⻝物吃?            (30:3-4) 
e 约伯怎么描述他身⼼灵受苦的状况？                     (30:16,17,27,30) 
f  约伯在第31章中审视⼏项⾃⼰没有犯的⼤罪恶？ （31:1-40） 
g 约伯的独⽩以什么话做结束？                              （31:40） 
h 请⽤⾃⼰的话简洁地摘要约伯的独⽩。                        
解释性問题: 
问题2约伯说“祂的灯照在我的头上” 是什么意思？     (伯29:2)  
问题3约伯描述先前 神曾在哪⼏⽅⾯赐福他?             (29:2-6,18-20)问题4
约伯再“申诉他現在的艰苦时”⼼态是怎样的？  (伯30)  
问题5约伯在第29节⽤野狗和鸵⻦⽐喻什么?            （伯30:29)  
问题6约伯如何审视并确认⾃⼰的清⽩和毫⽆罪孽？  (伯31) 
应⽤性問题: 
问题7從约伯申诉和⾃省,如何帮助我们⽣活在试炼和苦难中?  
问题8 本週内与两位朋友分享您在聖経⾥學習到的故事。 



三 结论
约伯的独⽩中, 他回忆过去美好景况并讲诉現在的苦情, 
从⾃我省察14项罪⾏后, 约伯发咒起誓⾃⼰的清⽩⽆辜。
现在我⼼极其悲伤; 困苦的⽇⼦将我抓住。
我以公义为⾐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约伯的两个愿望: 
    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
    惟愿有⼀位肯听我!

与更⼴阔聖経的闗係:    
林后4:5 所以, 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祂要照出暗中的隐
情, 显明⼈⼼的意念。
那时, 各⼈要从  神那⾥得着称赞。 
提后2:24然⽽主的仆⼈不可争竞, 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 善于教导, 存
⼼忍耐, 
多3:2 不要毁谤, 不要争竞, 总要和平, 向众⼈⼤显温柔。
箴13:10骄傲只启争竞; 听劝⾔的, 却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