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智慧书总论:
因诗篇与雅歌是诗歌题材, 约伯记, 箴言和传道书以探讨人生哲理为主, 且大部分也是诗歌体，
故归类为“诗歌智慧书”。虽各有不同背景, 信息却超越时空.不断提醒我们神的爱与信实。
诗歌智慧书是人对神的话语和作为的回应。阅读时注意圣经历史时期与神的自我启示。
中心思想: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约伯记: 探讨义人受苦的问题
诗篇: 人与神的交通
箴言: 讲述智慧的生活
传道书: 思想正确的人生观
雅歌: 透过夫妻之爱，表彰神与人之间爱的关系
约伯记简介
要旨：显示神的权能和信仰的真谛，正视“义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个问题。
作者：不详。可能是约伯，也有猜测是摩西、所罗门或以利户。
写作时间：不详。所记事件大约发生在族长时期，～BC2000-1800 间。
背景：乌斯地，一般认为是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靠近大马士革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沙漠地区
钥节：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2:3）
大纲
一．约伯受考验（1-2 章）
二．三个朋友回答约伯（3-31 章）
三．一个年轻人回答约伯（32-37 章）
四．神回答约伯（38-41 章）
五．约伯得神祝福（42 章）
思考题（慎玫）
Day 152：约伯记 第 1-3 章
1. 1 章 约伯是怎样的一位人？他因何一天之内失去财富和儿女？
2. 2 章 约伯怎么认识曾拥有的一切(1:21, 2:10)？在苦难中他仍持守什么？太太与朋友如何对待他？
思考: 撒旦怎么看“敬虔与富贵, 健康”的因果关系(1:9-11, 2:4-5)？你敬拜神是出于什么？
3. 3 章 约伯为何咒诅自己的出生？他处在怎样的心境中！
Day 153：约伯记 第 4-7 章

约伯与以利法的第一轮争辩：
1. 4:3-9 以利法期望约伯如何对待苦难(4:3-9)？5:8-27 神有怎样的能力和属性？字里行间在向约伯暗示
什么？
2. 6:1-13 约伯表达什么内心感受？期望从朋友那里得着什么(6:14, 21-30)？
3. 7 章 约伯向谁抱怨？他认为所遭遇的苦难是出于谁？
Day 154：约伯记 第 8-10 章

与比勒达的争辩：
1. 比勒达认为: “神-人-罪”之间是何关系(8:2-7)？他要约伯从哪里学功课, 并省察自我什么(8:8-27)？
2. 约伯对神的认识(9:2-24)与比勒达(8:8-27)有何不同(语气与态度, 神的作为)？ 9:25-35 约伯转向谁,

倾吐何苦情？
3. 10 章 约伯向神求问什么？他心中有何难解之惑？
Day 155：约伯记 第 11-14 章

与锁法的争辩:
1. 11:1-12 锁法认为约伯对神有何错误认识？11:13-20 约伯因何遭难？
2. 12:1-13:12 约伯向朋友们申辩什么, 并指出他们对神的认识有何狭隘之处？
3. 13:13-14 章 谁是约伯的申诉对象？ 他怎么认识人的生命，及神对人的主权？哀求什么？
小结 4-14 章: 第一轮的争辩中, 朋友们试着告诉约伯什么？约伯从他们得到了什么？约伯向谁, 寻求什么？
思考: 我们该如何安慰周围的“约伯”？
Day 156：约伯记 第 15-17 章

与以利法再辨:
1. 15 章 以利法怎么看约伯？相比第 4 章的言论，有何不同(语气, 用词, 态度...)？
2. 约伯如何指责朋友(16:2-6)？申明他为何向神申诉(16:20-22, 17:3-5, 11-16)？
3. 16-17 章 约伯的身, 心, 灵处在怎样的困苦中？
Day 157：约伯记 第 18-21 章

与比勒达再辩(18-19 章):
1. 18 章 比勒达警示约伯什么？
2. 约伯对朋友的论点什么观点？苦难出于谁(19:6, 8)？亲朋好友如何对待约伯？

与锁法再辩(20-21 章):
约伯指出锁法论点中的什么错误？

小结第二轮辩论(15-21 章):
从措词, 语气感觉朋友们对约伯是什么态度, 情绪与身份地位？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什么？约伯对他们呢？
思考: “约伯”需要怎样的关怀？
Day 158：约伯记 第 22-24 章

又辨以利法:
1. 22:1-1 以利法指责约伯的为人如何？有否依据(1:5, 8, 2:3)？
2. 23:1-7 约伯对神有一个什么信念？但心中有什么难题(23:8-17)？
3. 24 章 约伯虽不同意朋友们对他的指责, 但他有一个什么类似的疑惑？
Day 159：约伯记 第 25-28 章

又辨比勒达:
1. 25 章 比勒达想说什么？约伯如何从自然现象认识神(26 章)？
3. 27:1-6 约伯坚言必持守什么？并以对神的什么属性论述，结束与朋友们的辩论？
4.28 章 约伯从地的矿产思想到什么？智慧不在哪？人怎样才能得到真智慧？
思考: 智慧与聪明有何不同？世人崇尚的智慧与约伯论及的有何不同？
Day 160：约伯记 第 29-31 章

1. 约伯曾有怎样的人生, 人际关系与生命(29 章)？如今发生了什么变化(30 章)？
2. 31 章 约伯向谁, 如何为自己申辩？字里行间流露出什么情怀？
Day 161：约伯记 第 32-34 章
1. 32 章 以利户为何发言？分别指责约伯与三友什么？
2. 33: 12-30 神为何让苦难临到人间？为要成就什么？
3. 34 章 以利户的苦难因果观，与三友有何异同？他认为约伯错在哪(v35-37)？
Day 162：约伯记 第 35-37 章
1. 35 章 对人的呼求, 神可以怎么回应？
2. 36:1-15 以利户与三友的论调有何异同？36:16-26 提醒约伯在苦难中仍当持守什么？
3. 透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 以利户指出人与神有何差别(36:29, 37:5, 13-16, 19-24)？
思考: 以利户相较三友的言论, 对罪与苦难的观点有何异同？他对约伯少了些什么？但对约伯有何帮助？
Day 163：约伯记 第 38-39 章
1. 38:1-38 自然现象中有何不“自然”？38:39-39 章 各动物的本能中有何特别之处？
2. 神以诘问向约伯显现, 为要他思想什么？
思考: 神向我们启示了什么？
Day 164：约伯记 第 40-42 章
1. 40-41 章 神以粗壮的河马, 凶猛的鳄鱼挑战约伯的什么观点？
2. 42:1-6 约伯如何回应神？他认了哪些错, 有何改变？
思考:
a) 约伯为何不再纠结受苦之因？对神的话语和作为你曾是何态度？从约伯学到什么可贵与可鉴之处？
b) 神为何批评约伯三友, 赞约伯(42:7)？约伯与三友的神观有何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