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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第38~42.6章 独⽩- 神的啟示
引⾔:   
⼤綱: 
⼀標记、解釋  重要的字詞
⼆經⽂分段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  （伯38: 1-41）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 1-30）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 1-24）
第41章 以鳄⻥述说⼈的渺⼩          （伯41: 1-34）
第42.6章 约伯的懊悔与复兴             （伯4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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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 21:34 以利法、⽐勒達、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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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2.6章 神的啟示
經⽂選讀: 
38:1-3 那时, 耶和华从旋⻛中回答约伯说: 
“谁⽤⽆知的⾔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束腰。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39:26-27
鹰雀⻜翔展开翅膀, ⼀直向南, 岂是借你的智慧吗? 
⼤鹰上腾, 在⾼处搭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40:1-2 
耶和华⼜对约伯说: 强辩的, 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 神辩驳的, 可以回答这些吧！
41:10b-11 这样, 谁能在我⾯前站⽴得住呢? 
谁先给我什么, 使我偿还呢? 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42:5-6 约伯回答说: 我从前⾵聞有祢, 現在亲眼看⻅祢。
因此我厌恶⾃⼰(我的⾔语), 在尘⼟和炉灰中懊悔。
禱告: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 (伯38: 1-41)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a 耶和华在什么⾃然现象中向约伯显现? 有⼏次?          
b 耶和华要约伯与祂说话时好像什么⼈？                                 



    约伯记 第38-42章 重复的字词, 修辭問句和短语

 

38:1 那时, 耶和华从旋⻛中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40:6 于是, 耶和华从旋⻛中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38:4 …你在哪⾥呢?    
38:18 …你能明透吗? 
39 ..你知道吗? ..你能数算吗? ..你能晓得吗?
     ..岂是借你的智慧吗?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40:1-2 耶和华⼜对约伯说: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神兩次回答约伯
并⿎励他 

巧妙的修饰問句
简洁明了
不需回答
明者⾃明
听者更明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 1-7)

 

1那时，耶和华从旋⻛中回答约伯说：
2“谁⽤⽆知的⾔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计划
3你要如勇⼠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4“我⽴⼤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呢？ 修饰問句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5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6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是谁安放
的？
                                                   在天庭的慶祝

狂⻛表神的
威严和荣耀
要约伯勇敢
回答

神的质询
与解说: 
38:4~39:30 
以⾃然现象: 
陆地-海洋
⽩昼-⿊夜
地⾯-地下
天象-⽓候

约伯看神发怒
推翻⼤地 
9:5-7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6.cunps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 8-15)

 

                                                   神的质询与解说:
8“海⽔冲出, 如出胎胞, 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9是我⽤云彩当海的⾐服, ⽤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10为它定界限，⼜安⻔和闩，
11说: ‘你只可到这⾥，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住。’

12“你⾃⽣以来, 曾命定晨光, 
     使清晨的⽇光知道本位, 
13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
    将恶⼈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14因这光，地⾯改变如泥上印印，
    万物出现如⾐服⼀样。
15亮光不照恶⼈；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

海洋
海⽔混乱却受
局限
狂浪受限为保
护地
神围困约伯3:23 
防他如海7:12

晨光黎明
⽇光有本位
并驱逐惡⼈

约伯看善恶不
分, 世界在惡⼈
⼿中 
9:22-24, 10:3 
12:5-6,  21:7+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5.cunps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16-21)

 

16“你曾进到海源，
      或在深渊的隐密处⾏⾛吗？
17死亡的⻔曾向你显露吗？
    死荫的⻔你曾⻅过吗？
18地的⼴⼤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      -都加以量度
 
19“光明的居所从何⽽⾄？  -拟⼈化各有居所
     ⿊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神都有巧妙安排
20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室之路吗？

21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在世上，讥讽語
    你⽇⼦的数⽬也多。

解说：
以海洋喻昼夜须到
海的源头⼤地之下
死阴⻔通阴间在
地极
约伯以为阴间可
脱离苦难躲避神
的忿怒 3:16-19
14:13-14 

光明 ⿊暗有本位
神掌管⼈的⼀⽣
约伯盼拉哈伯吃
掉他的⽣⽇脱离
苦难命运3:3-10 
12:22-25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1.cunps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22-30)

 

22“你曾进⼊雪库，或⻅过雹仓吗？
23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
    并打仗和争战的⽇⼦所预备的。
24光亮从何路分开？
    东⻛从何路分散遍地？
25“谁为⾬⽔分道？谁为雷电开路？
26使⾬降在⽆⼈之地、⽆⼈居住的旷野？
27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
    ⻘草得以发⽣？
28⾬有⽗吗？露⽔珠是谁⽣的呢？
29冰出于谁的胎？
    天上的霜是谁⽣的呢？
30诸⽔坚硬（或作“隐藏”）如⽯头；
    深渊之⾯凝结成冰。

质询解说:⽓候
雪雹⽓候调节有度
也为定審判和施恩
道德律执⾏者
约伯看⽓候成为毁
坏途徑 12:13-14 

神的供给丰富

露⽔

淵⾯的冰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8.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2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0.cunps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31-38)

 

31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 能解开参星的带
吗?
32你能按时领出⼗⼆宫吗？
    能引导北⽃和随它的众星
  （“星”原⽂作“⼦”）吗？
33你知道天的定例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
34“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   
     使倾盆的⾬遮盖你吗？                   =回答
35你能发出闪电, 叫它⾏去, 
    使它对你说: ‘我们在这⾥’？
36谁将智慧放在 中? 谁将聪明赐于⼼内? 
37谁能⽤智慧数算云彩呢? 

天象 星⾠
神有天的定例
管理星⾠

约伯认为神以智
慧制造地上混乱
12:13-25

云彩为天的盖顶

云⾬为⼤地更新

彩云是装⾬⽔的瓶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7.cunps


    约伯记 第38章 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39-41)

 

                                             神预备⻝物:
39-40“⺟狮⼦在洞中蹲伏，
   少壮狮⼦在隐密处埋伏；
   你能为它们抓取⻝物，使它们饱⾜吗？

                           
41乌鸦之雏因⽆⻝物⻜来⻜去，哀告　神；
    那时，谁为它预备⻝物呢？ 

狮⼦

约伯说: 神像狮⼦
追捕他 10:16-17 

乌鸦
⼩乌鸦的哀告 神
都垂听, 何况⼈? 

约伯呼求不蒙应
允和公断
19:7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3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8.41.cunps


  约伯记 第38章耶和华以造物奇妙问约伯(伯38:1-41) 
 
  
解释性問题: 
问题2 耶和华⽤了哪些天体现象啟示约伯?  
          “天上的瓶”⽐喻什么?   
 
 
 
昴星、参星、⼗⼆宫、北⽃、众星 
 
天上的瓶 指云彩将⽔装住, 好像装在⽔瓶⾥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 1-30)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c 耶和华以哪些禽兽为例询问约伯“你知道吗”？      
 
 
 
 
野⼭⽺、⺟⿅、野驴、野⽜、鸵⻦、⻢、鹰雀、  
⼤鹰、它的雏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1-8)

 

                                                              神眷顾:
1“⼭岩间的野⼭⽺⼏时⽣产, 你知道吗？
   ⺟⿅下犊之期，你能察定吗？
2它们 胎的⽉数, 你能数算吗? 
  它们⼏时⽣产, 你能晓得吗? 
3它们屈身，将⼦⽣下，就除掉疼痛。 ⽣产疼痛
4这⼦渐渐肥壮，在荒野⻓⼤，去⽽不回。       
                                                              神养活:
5“谁放野驴出去⾃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
6我使旷野作它的住处，使咸地当它的居所。
7它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的喝声。
8遍⼭是它的草场；它寻找各样⻘绿之物。
                                                 野驴⽣活艰苦却享⾃由

质询与解说
野⼭⽺ ⺟⿅
定⽣育的过程

⼈⽣命定
短暂痛苦
7:1-3, 17-21 

野驴
对⽐ 24:5 
野驴觅⻝⽐喻
贫穷⼈养育⼉
⼥的艰难

⾃由在阴间才
能脱离苦难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8.cunps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9-12)

 

                                    不可以常识判断野⽜
9 “野⽜岂肯服侍你？
    岂肯住在你的槽旁？     喜欢⾃由不受辖制

10你岂能⽤套绳将野⽜笼在犁沟之间？
    它岂肯随你耙⼭⾕之地？

11岂可因它的⼒⼤就倚靠它? 
    岂可把你的⼯交给它做吗?

12岂可信靠它把你的粮⻝运到家, 
    ⼜收聚你⽲场上的⾕吗?               

野⽜
难驯服为⼈⽤

约伯说:  
神不听⼈呼求
⼈⽆法信靠神
9:16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2.cunps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13-18)

 

13“鸵⻦的翅膀欢然搧展, 
     岂是显慈爱的翎⽑和⽻⽑吗? 
14 因它把蛋留在地上，
     在尘⼟中使得温暖；
15 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
16它忍⼼待雏，似乎不是⾃⼰的；
    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
17因为  神使它没有智慧，
    也未将悟性赐给它。
18它⼏时挺身展开翅膀，
    就嗤笑⻢和骑⻢的⼈。

鸵⻦
不善照顾蛋和
保护牠的雏⻦

约伯认为⼈命运在
神全权专制的⼿中
31:2

⽆知和愚蠢 是因为
神不给智慧和悟性

但神赐牠特殊⼒量
与速度⾛路勝過⻢
的奔驰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5.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7.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8.cunps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 19-25)

 

 19“⻢的⼤⼒是你所赐的吗？
     它颈项上挓挲的鬃是你给它披上的吗？
20 是你叫它跳跃像蝗⾍吗？
     它喷⽓之威使⼈惊惶。
21 它在⾕中刨地，⾃喜其⼒；
     它出去迎接佩带兵器的⼈。
22它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
    也不因⼑剑退回。
23箭袋和发亮的枪, 
    并短枪在它身上铮铮有声。
24 它发猛烈的怒⽓将地吞下；
     ⼀听⻆声就不耐站⽴。
25 ⻆每发声, 它说呵哈; 它从远处闻着战⽓, 

⻢的威荣是神赐
对环境 ⽆所畏惧
也不惊惶

约伯认为:  
神的威严可怕
内⼼极惊惶害怕
9:34, 13:21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19.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0.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1.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2.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3.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4.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5.cunps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26-30)

 

 
26“鹰雀⻜翔，展开翅膀⼀直向南，
     岂是藉你的智慧吗？
27 ⼤鹰上腾在⾼处搭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28 它住在⼭岩，以⼭峰和坚固之所为家，
29 从那⾥窥看⻝物，眼睛远远观望。

30 它的雏也咂⾎；                    -舔⾎的动作
     被杀的⼈在哪⾥，它也在那⾥。

鹰雀
鹰眼敏锐觅⻝

神眼⽬窥察⼈的
⾏为 
7:8, 20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6.cunps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39.27.cu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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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39章 以禽兽的性情质问约伯  (伯39: 1-30) 
 
  
解释性問题: 
问题3神⽤鸵⻦向约伯啟示了什么?             (39:13-18) 
 
 
 
 
因为  神使它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它。 
 
 
 
 



 约伯记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 1-24)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d 神告诉约伯哪种⼈不能与全能者争论也回答不了祂?      
(40:1) 
 
 
 
 
 
 



 约伯记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1-5)

 

1耶和华⼜对约伯说：
2“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  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
 
3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4“我是卑贱的!                           -轻浮
   我⽤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捂⼝。
5我说了⼀次, 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 就不再说。”

神第⼀次质询后 结语
让约伯明⽩ 
神以智慧创造世界, 也
    以智慧管理世界, 并 
    以公平怜悯为

约伯第⼀次回應

约伯的回應, 慑服于
耶和华的威严和尊荣
承认⾃⼰的微⼩ 卑贱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40.1.cu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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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6-14)

 

6于是，耶和华从旋⻛中回答约伯说：
7“你要如勇⼠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8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破坏, 否定
  岂可定我有罪，好显⾃⼰为义吗？
9你有 神那样的膀臂吗? 你能像祂发雷声吗?

10“你要以荣耀庄严为妆饰, 以尊荣威严为⾐服; 
11要发出你满溢的怒⽓, 
    ⻅⼀切骄傲的⼈, 使他降卑; 
12⻅⼀切骄傲的⼈, 将他制伏,     
    把恶⼈践踏在本处; 
13将他们⼀同隐藏在尘⼟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密处；

神第⼆次质询
询问约伯明⽩
神的权能吗? 
再以河⻢ 鳄⻥
为例说服约伯
应该谦卑顺服

https://wd.bible/bible/verse/job.40.6.cu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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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15-24)

 

 15“你且观看河⻢; 我造你也造它。
       它吃草与⽜⼀样;                             
16它的⽓⼒在腰间, 能⼒在肚腹的筋上。
17它摇动尾巴如⾹柏树; 它⼤腿的筋互相联
络。
18它的⻣头好像铜管；它的肢体仿佛铁棍。
19“它在  神所造的物中为⾸; 
      创造它的给它⼑剑。
20诸⼭给它出⻝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
21它伏在莲叶之下，
    卧在芦苇隐密处和⽔洼⼦⾥。
22莲叶的阴凉遮蔽它；溪旁的柳树环绕它。
23河⽔泛滥，它不发战；
    就是约旦河的⽔涨到它⼝边，也是安然。

以河⻢为例 
河⻢-愿意是⽜
胜于地上的⾛兽
35:11
神的恩慈与
公平治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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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 1-24) 
 
  
解释性問题: 
问题4 神第⼆次在旋⻛中责备约伯犯了什么错误? (40:6-14) 
 
 
 
 
 
 
 
 
 



 约伯记 第40章 约伯向神⾃卑, 耶和华作为 (伯40: 1-24) 
 
  
解释性問题: 
问题4 神第⼆次在旋⻛中责备约伯犯了什么错误? (40:6-14) 
 
 
 
废弃神所拟定的、定神有罪, 显⾃⼰为义、骄傲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 1-34)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e 耶和华⽤什么异兽来啟示神的⼤能与⼈的渺⼩?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 1-34)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e 耶和华⽤什么异兽来啟示神的⼤能与⼈的渺⼩?    
 
 
 
 
 
 
鳄鱼（3:8） leviathan  
傳說中的水怪、海中的怪物, 能吞吃日子, 造成日 月蝕 

 
 
 



    约伯记 第41章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1-8)

 

1“你能⽤⻥钩钓上鳄⻥吗?   -近东神话 怪兽
   能⽤绳⼦压下它的⾆头吗?       
2你能⽤绳索穿它的⿐⼦吗？
  能⽤钩穿它的腮⻣吗？
3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
4岂肯与你⽴约, 使你拿它永远作奴仆吗? 
5你岂可拿它当雀⻦玩耍吗？
  岂可为你的幼⼥将它拴住吗？
6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 
  能把它分给商⼈吗?
7你能⽤倒钩枪扎满它的⽪, 
  能⽤⻥叉叉满它的头吗? 
8你按⼿在它身上, 想与它争战, 

神第⼆次质询:
以鳄⻥为例 
-修饰問句
⼈⽆法捕捉鳄⻥

特殊的捕猎⼯具

仅是想象
危险万分不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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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9-17)

 

9⼈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           -⼈⽆法捕捉牠
  ⼀⻅它, 岂不丧胆吗？
10没有那么凶猛的⼈敢惹它。
    这样, 谁能在我⾯前站⽴得住呢？ -法律⽤词
11谁先给我什么, 使我偿还呢?            -⾯对神
    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12“论到鳄⻥的肢体和其⼤⼒，
    并美好的⻣骼，我不能缄默不⾔。    -优雅
13谁能剥它的外⾐？
    谁能进它上下⽛⻣之间呢？
14谁能开它的腮颊？它⽛⻮四围是可畏的。
15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 紧紧合闭, 封得严
密。

重复加强 41:1 
神制服凶猛鳄⻥, 
挑战约伯站⽴在
神⾯前说明
以利户同样33:5
因约伯惧怕神的
凶猛 残忍 23:15 
想 躲避神 13:20 

⽐勒達:惡⼈的
肢体衰败朽坏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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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18-25)

 

18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
    它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
  （“光线”原⽂作“眼⽪”）。
19从它⼝中发出烧着的⽕把, 与⻜迸的⽕星; 
20从它⿐孔冒出烟来，
    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
21它的⽓点着煤炭，有⽕焰从它⼝中发出。

22它颈项中存着劲⼒；
    在它⾯前的都恐吓蹦跳。
23它的⾁块互相联络, 紧贴其身, 不能摇动。
24它的⼼结实如⽯头，如下磨⽯那样结实。
25它⼀起来, 勇⼠都惊恐, ⼼⾥慌乱, 便都昏迷。

鳄⻥眼睛发射
出的红光

⼝吐⽕焰
满有⽕⽓

怪兽威⼒极⼤
连神明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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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26-34)

 

26⼈若⽤⼑, ⽤枪, ⽤标枪, 
    ⽤尖枪扎它, 都是⽆⽤。
27它以铁为⼲草, 以铜为烂⽊。
28箭不能恐吓它使它逃避；
    弹⽯在它看为碎秸。
29棍棒算为⽲秸; 它嗤笑短枪飕的响声。

30它肚腹下如尖瓦⽚; 它如钉耙经过淤泥。
31它使深渊开滚如锅, 使洋海如锅中的膏油。
32它⾏的路随后发光, 令⼈想深渊如同⽩发。
33在地上没有像它造的那样, ⽆所惧怕。
34凡⾼⼤的, 它⽆不藐视; 
    它在骄傲的⽔族上作王。

任何武器⽆法
伤牠 捉牠

结语: 
鳄⻥-怪兽  
制造混乱, 
为骄傲者之王

神挑战约伯骄
傲? 

狮⼦=虺蛇 
近东神话
狂傲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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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 1-34) 
 
  
解释性問题: 
问题5神⽤两个异兽啟示约伯的⽬的是什么?     (40&41) 
 
 
 
 
 
 
 
 



           约伯记 第41章 以异兽述说⼈的渺⼩  (伯41: 1-34) 
 
 解释性問题: 
问题5神⽤两个异兽啟示约伯的⽬的是什么?     (40&41) 
 
河⻢ 和 鳄⻥ 
 
约伯说: 神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兽”35:11  
以河⻢讲论: 神的恩慈与公平治理和维护世界 
 
被造的鳄⻥, 凶暴, 制造混乱, 为骄傲者之王,但 神也能制服牠。 
如果是神话的海怪, 则指宇宙中敌对势⼒, 招致约伯的苦难   
讲论神如何在宇宙中执⾏祂的公义, 公义与权能相辅相成 
神挑战约伯要勇敢站在祂⾯前说话, 应该⾃省他的骄傲?  



       约伯记 第42章 约伯的懊悔  (伯42: 1-6) 
 
  
觀察性問题: 问题1  
f  约伯在哪⾥懊悔⾃⼰所说的话?                   (42:6) 
 
g 请⽤⾃⼰的话简洁地摘要  神的总结。 
 
 
 
 
 
 
 



    约伯记 第42章 约伯的懊悔与复兴 (伯42: 1-6)

 

 
1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2“我知道祢万事都能做；
   祢的旨意不能拦阻。
3谁⽤⽆知的⾔语, 使祢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 是我不明⽩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求祢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祢, 求祢指示我。

5我从前⻛闻有祢，现在亲眼看⻅祢。

6因此我厌恶 ⾃⼰(“⾃⼰”或作“我的⾔语”), 

约伯第⼆次回應
更加谦卑 悔改
承认⾃⼰的⽆知

神的反问 38:2   
约伯过去骄傲的
⼝吻14:21 15:9  

以利户的话: 神
⾏⼤事不能测透
3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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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 第42章 约伯的懊悔与复兴 (伯42: 1-6) 
 
  
解释性問题: 
问题6约伯最后的懊悔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42:3,6) 
 
 
应⽤性問题: 
问题7從 神的啟示, 如何帮助我们去⾯对⽣活中的苦难和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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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章 约伯的懊悔与复兴 (伯42: 1-6) 
 
  
解释性問题: 
问题6约伯最后的懊悔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42:3,6) 
 
a 谦卑承认⾃⼰的有限: “不明⽩” “不知道” 
b 降伏在 神的主权下 
c 現在更加認識 神的伟⼤, 从前是⾵聞、現在是亲眼看⻅ 
 
应⽤性問题: 
问题7從 神的啟示, 如何帮助我们去⾯对⽣活中的苦难和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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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42:6章 神的啟示 
觀察性問题:问题1  
a 耶和华在什么⾃然现象中向约伯显现? 有⼏次?              (38:1)  
b 耶和华要约伯与祂说话时好像什么⼈？                         (38:3)      
c 耶和华以哪些禽兽为例询问约伯“你知道吗”？                (39)  
d 神告诉约伯哪种⼈不能与全能者争论也回答不了祂?      (40:1) 
e 耶和华⽤什么异兽来啟示神的⼤能与⼈的渺⼩?              (41:34) 
f  约伯在哪⾥懊悔⾃⼰所说的话?                                       (42:6) 
g 请⽤⾃⼰的话简洁地摘要  神的总结。                        
 
解释性問题: 
问题2耶和华⽤了哪些天体现象啟示约伯? 天上的瓶⽐喻什么?  (38)  
问题3神⽤鸵⻦向约伯啟示了什么?                                 (39:13-18)  
问题4神第⼆次在旋⻛中责备约伯犯了什么错误?           (40:6-14) 
问题5神⽤两个异兽啟示约伯的⽬的是什么?                  (40&41) 
问题6约伯最后的懊悔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42:3,6) 
 
应⽤性問题: 
问题7從 神的啟示, 如何帮助我们去⾯对⽣活中的苦难和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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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如勇⼠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谁先给我什么, 使我偿还呢?  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祢万事都能做; 祢的旨意不能拦阻。
我从前⻛闻有祢, 现在亲眼看⻅祢。

与更⼴阔聖経的闗係:    
彼后3:9 主所应许的尚为成就, 有⼈以为祂是耽延, 其实不是耽延, 乃
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沉沦, 乃愿⼈⼈都悔改。
罗11:33-36 

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 谁作过祂的谋⼠呢? 谁是先给了祂, 使祂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 倚靠祂, 归于祂。
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远。阿们！

https://wd.bible/bible/verse/rom.11.33.cun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