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約伯記》的苦難人生（上） 

 

以西結先知稱挪亞、約伯和但以理三人為世上的義者。三人堪作為洪水後新

人類之楷模，挪亞是新人類的始祖，但以理是選民中的義人，而約伯則是非選民

中的完全人。約伯生於東方，屬烏斯人；他為人正直，不行惡事，又敬畏真神，

堪稱為義人，蒙神祝福。他有十個兒女，七個兒子，三個女兒；家產豐厚，有七

千隻羊，三千隻駱駝，五百對牛，五百對母驢，奴婢成群。一日之間，他突然失

去了所有財產、兒女、聲譽和社會地位；其後，他更染上頑疾，失去健康，甚至

要用瓦片刮身體，減輕苦楚，生不如死。1本文嘗試從《約伯記》的記載，透析

義人受苦的意義和目的。 

 

（一）《約伯記》的文學寫作結構 

 從《約伯記》的文學格式（framework）來看，全書可大略分為三部分，首

尾部分皆為散文（narrative），將約伯受苦的源由和結果一一縷述出來，指出撒但

為要挑戰神，誣告約伯敬畏神是有目的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唯利是圖，企望從

神那裡得着好處。這樣的敬虔既不真心，也不純潔，怎能稱得上「義人」或「完

全人」呢？作者在《約伯記》的首句，用四個字形容約伯的性格：完全、正直、

敬畏神、遠離惡事。前兩個屬道德範疇，後兩個屬宗教範疇。2於是，神默許撒

但攻擊約伯，測試他的純正（integrity），果是真金不怕紅爐火，經得起考驗不是。

《約伯記》的序言包含六大元素，以「天」和「地」作為兩個場所（sitz im leben），

相輔而立，互相牽動。3 

 

                                                 
1 學者大體上認為約伯患了癩病中最嚴重的一種。劉家正等編著，《約伯面對朋友及天主》（台中：

光啓出版社，1974），頁 20。 
2 有關詳情，參 Darusx Iwanski, The Dynamics of Job’s Intercession（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2006），頁 71-107。 
3 Darusx Iwanski, The Dynamics of Job’s Intercession，頁 49。 



 天 地 

1:1-5 約伯出場  

1:6-12  耶和華和撒但：第一次爭辯 

1:13-22 約伯：第一次受苦  

2:1-6  耶和華和撒但：第二次爭辯 

2:7-10 約伯：第二次受苦  

2:11-13 三友出場  

 

至於《約伯記》的本體，乃詩詞（prose）的體裁，全為約伯與其三友（以

利法、比勒達、瑣法）、以利户和神之間的對話，從中探索約伯心靈的最深處，

他的為人究竟如何，是否具備「正直」和「敬虔」的可敬品格。大體上，第三至

第三十一章是約伯與三友的對話，第三十二至三十七章是以利户的講話，而第三

十三至四十二章是耶和華與約伯的對話。 

 

序言：散文  1:1 – 2:13  

本體：詩詞  3:1 – 42:6 

結語：散文  42:7-17 

 

在本體部分，約伯與其朋友的對話，佔了相當長的篇幅。以利法、比勒達、

瑣法和以利户聽見約伯遭遇到災難，遂以朋友身分慰問他。七天七夜，約伯、三

友與以利户共五人坐在地上，默然不語，彼此互望；在艱難的時刻中，發揮友愛

精神，互相守望，陪伴支持。最後，約伯忍不着心靈的痛苦和煎熬，發聲音控訴，

咒詛自己的出生和遭遇。「願那夜沒有生育，其間也沒有歡樂的聲音。」（3:7）「心

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他們求死，卻不得死。」（3:20-21） 

約伯的申訴，字裡行間顯示他的無奈、無助和無望。他對前景茫然無知，無



從計劃，無從思量。他感覺到戰慄和驚慌，這是他有生以來，從沒有遇見過的失

落；正是黄泉路上獨自行，那種孤單和詛喪，實難以捉摸，難以言傳。他言道：

「人的道路既然遮隱，神又把他四面圍困，為何有光賜給他呢？」（3:23）又說：

「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靜，也不得

安息，卻有患難來到。」（3:25-26）究竟約伯看見什麽光，他沒有說；究竟他懼

怕什麽，他沒有講。 

 

（二）以利法：「三段論式」的信仰人生觀 

他的三個朋友呆坐了七天七夜，開始心裡納悶，發愁，發怨起來。他們不可

以長此下去，默不作聲；更不可不作任何的開解，就悄然離去；離別之前，總得

有一番說話，作個了結。以利法身為一個長者，人生閱歷豐富，他首先發言，比

勒達和瑣法也跟着各自表述。正因為約伯似乎看見什麽「光」，以利法遂以自己

的閱歷和經驗作引子，分享他個人的「亮光」，婉轉指出約伯心底裡懼怕什麽。4

他這樣說：「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聽其細微的聲音。在思念夜中異象之

間，世人沉睡的時候，恐懼、戰競就臨到我身，使我百骨打戰。有靈從我面前經

過，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靈停住，我卻不能辨其形狀。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

靜默中聽見有聲音說：必死的人豈能比神公義嗎？人豈能比造他的主潔淨嗎？主

不信靠他的臣僕，並且指他的使者為愚昧。」（4:12-18） 

簡而言之，以利法採取「三段論式」分享他的信仰人生觀。「三段論式」思

維意指結論由大前提和小前提推論而出。舉例如下： 

 

大前提：天下雨，地下濕 

小前提：天下雨 

結  論：地下濕 

 

                                                 
4「以利法」的意思是「神是施予者」。詹遜，《舊約精覽》（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頁 272。 



以利法指出以下幾個屬靈事實的前提：第一、天地間有一位公義的神。第二、

公義的神按公正原則審判世人。第三、這公正原理則是賞善罰惡。第四、神鑒察

人心，辨別善惡。第五、約伯現在受到禍患。前四個是大前提，第五個是小前提，

故此，結論是約伯犯罪。解決約伯受苦的方案，就是約伯理應快快悔改，尋求神

的憐憫和饒恕。5於是，以利法提醒約伯：「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

輕看全能者的管教。因為他打破，又纏裹；他擊傷，用手醫治。你六次遭難，他

必救你；就是七次，災禍也無法害你。」（5:17-19） 

 不聽猶可，聽完以利法的「推論」、「結論」和「解決」方案，約伯不禁悲從

中來，哭笑不得，愁上添愁，煩上加煩。約伯原以為他是知心友，竟發覺他是草

包一個，以「三段論式」的信仰人生觀，妄下判斷。「三段論式」思維的致命傷

是以「果」推「因」，舉例如下：結論「地下濕」，不一定因為「天下雨」，也可

以是基於「清洗街道」或「河水氾濫」等的大前提。約伯不禁回敬一句，以抒其

懷：「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我一切的災害放在天平裡，現在都比海沙更重，所

以我的言語急躁。」（6:1-2） 

首先，他駁斥三友未盡朋友之情，伸出同情之手，雪中送炭。「那將要灰心，

離棄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當以慈愛待他。」（6:14）兼且缺乏智慧

和愛心，猶如「溪水流乾的河道」，未能以同理心安慰他，撫平他的傷處。其次，

他更直指他們詭詐、膽小、臨陣磨槍，落井下石。「我的弟兄詭詐，……現在你

們正是這樣，看見驚嚇的事便懼怕。我豈說：請你們供給我，從你們的財物中送

禮物給我？豈說：拯救我脫離敵人的手嗎？救贖我脫離強暴人的手嗎？」（6:15, 

21-23）最後，約伯提出請求，若他果真有什麼惡行，不妨直說，讓他認罪悔改

吧！君子之交，在於坦蕩蕩，肝膽照人。「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做聲；使我明

白在何事上有錯。正直的言語力量何其大！但你們的責備，是責備甚麽呢？」

（6:24-25） 

                                                 
5 「以利法」的另一個意思是「神是精金」，他說話清楚而有理，比其他二人温和而中肯。詹遜，

《舊約精覽》（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頁 272。 



 

（三）比勒達：「邏輯推論」的信仰人生觀 

 若言以利法是「三段論式」宗教思維方式的信徒，比勒達就是「邏輯推論」

的信徒。6因為約伯堅持自己清白、無辜和完全，比勒達就聰明起來，轉一個角

度和視野，分析他受苦的原因，可能錯在他的兒女，累及父親大人白白受苦吧！

比勒達開口便說：「這些話你要說到幾時？口中的言語如狂風要到幾時？神豈能

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

（8:2-4） 

言外之意，約伯沒有借鑑歷史，一人犯罪，可以禍及幾代。「請你考問前代，

追念他們的列祖所查究的。」（8:8）其次，他沒有以身作則，教導兒女，如今突

遭天譴；十個兒女和所有財產，一日之間，頓成泡影。「蒲草沒有泥豈能發長？

蘆荻沒有水豈能生發？」（8:11）歸根到底，罪魁禍首仍落在約伯身上。所謂「上

樑不正，下樑歪」，他要快快認罪悔改，莫遲疑，莫等待。「你若殷勤地尋求神，

向全能者懇求；你若清潔正直，他必定為你起來，使你的公義的居所興旺。你起

初雖然微小，終久必甚發達。」（8:5-7）「神必不丟棄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惡人。

他還要以喜笑充滿你的口，以歡呼充滿你的嘴。恨惡你的要披戴慚愧；惡人的帳

棚，必歸於無有。」（8:20-22） 

 約伯聽完比勒達的「分析」、「探究」和「解說」，他立時回答說：「我真知道

是這樣。」（9:2）事實上，約伯時常獻祭，且按着兒女的數目獻燔祭，背後目的

也是恐怕子女心中背棄神，作奸犯科，惹神發怒。然而，這種「子犯罪，父受罰」

的判案指引，是否公平合理呢？從公義、公平、公正原則言，這是值得商榷的。

故此，以西結也明言耶和華斷不以「父犯罪，子受罰」的原理，為判案的準繩。

換句說話，一個人犯罪受罰，理應以他個人的行為為依據。怎可以根據「上一代」

或「下一代」的惡行，來懲罰「這一代」呢？這種「邏輯推論」的信仰人生觀，

實在太無理、太可怕、太無意義了。「這一代」還可以作什麼呢？一切善惡報應，

                                                 
6 「比勒達」的意思是「爭論之子」，他比利法更好爭辯。詹遜，《舊約精覽》，頁 273。 



到頭來皆歸於業報（karma）。 

於是，約伯反問比勒達：「人在神面前，怎能成為義呢？若願意與他爭辯，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裡有智慧，且有大能力。誰向神剛硬而得亨通呢？」

（9:2-4）「我雖有義，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審判我的懇求。我若呼籲，他應允

我；我仍不信他真聽我的聲音。他用暴風折斷我，無故地加增我的損傷。」

（9:15-16）這樣，「邏輯推論」的「神」是冷酷無情的神（impersonal Being），

祂只會頒下神旨（Divine Law），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神（personal Being），沛降神

恩（Divine Providence）。7用馬丁布伯的的術語，前者是「我與它」的關係，後

者是「我與祢」的關係。8波斯詩人寫道： 

 

縱使是一個頑皮的小孩， 

也不把他飲水的碗隨便摔破， 

難道為愛而造成的衪， 

竟會一怒而把衪打壞麽？9 

 

約伯向神發出申訴、懇求和盼望，以心底的話同樣寫道： 

 

祢的手創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體； 

祢還要毁滅我？ 

求祢記念，製造我如搏泥一般； 

                                                 
7 祈理富以哲學家身分，解讀約伯義人受苦的要旨，背後涉及神是否存在的重要課題。若然有一

位全能的神，為何世上有邪惡的出現呢？約伯三友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故此不遺餘力，大發熱心，

為神的大能和公義爭辯。他們分別用信心、理性、常識和經驗等前提，推論約伯是惡的。詳情，

參祈理富，《人生三大智慧----空‧苦‧愛》（香港：基道出版社，1989），頁 41-72。 
8 在第一個回合的辯論中，約伯用不少「祢」的稱謂語，直接與神說話，如 7:7-21、9:27-31、10:1-22、

13:20-28、14:1-22；第二個回合的辯論中，這情景迅速減少，只有 16:7-7和 17:3-4。第三回合的

辯論中，全沒有出現；直至他的自白，才再出現「祢」的稱謂語，如 30:20-23。利寬宏（J. Lévêque）

稱此等直接而不形式的「對話」為 totoiements ，因為法文 tu 意指「你」的意思。基伯特（M. Gilbert）

則稱為「禱文」或「禱詞」（approches de prière, approaches of prayer）。Darusx Iwanski, The Dynamics 

of Job’s Intercession，頁 259。 
9 羅培信，《約伯與友人》（香港：基督教文藝，1978），頁 112。 



祢還要使我歸於塵土嗎？（10:8-9） 

 

在約伯以往的經歷中，他所認識的神，是一位慈愛的神。「你以皮和肉為衣

給我穿上，用骨與筋把我全體聯絡。你將生命和慈愛給我，你也看顧保全我的心

靈。」（10:11-12）當下的經歷，是前所未有的經歷，教約伯無從明白。一位慈愛

的神，似乎變了另一位冷酷無情、難以相信的戰神。10「我就是喘一口氣，他都

不容，倒使我滿心苦惱。」（9:18）約伯渴望有一位公義的判官，在他與神之間

進行一次公正的聆訊。惟有這樣，他才可以大膽申訴，為己辯屈，表示清白；否

則的話，只是啞巴吃黄蓮，有苦說不出。11 

 

（四）瑣法：「語言分析」的信仰人生觀 

 瑣法看見約伯對神開始「不敬」，竟敢與神對質公堂之上，爭辯自己清白無

辜；甚至因為無端受苦，而感覺人生失去意義。於是，他堅守信仰立場，認定神

是公義、大能和智慧的；並且挺身而出，為神爭辯，直斥約伯狂妄自大。「你考

察，就能測透神嗎？你能盡情測透全能者嗎？他的智慧高於天，你還能做甚麼？

深於陰間，你還能知道甚麼？」（11:7-8）他怪責約伯感覺人生虛空，正因為他犯

罪，離開了神。「空虛的人卻毫無知識，人生在世好像野驢的駒子。」（11:12）

故此，他以智者、神的代言人和心靈輔導員身分，規勸約伯，速速懺悔，離開惡

道。「你若將心安正，又向主舉手；你手裡若有罪孽，就當遠遠地除掉，也不容

非義住在你帳棚之中。」（11:13-14） 

 三個朋友中，瑣法是最年幼的，但他卻是詞鋒凌厲，咄咄逼人，毫不留情。

12約伯聽罷，不以為然，反以諷刺的口吻對他們說：「你們真是（神的）子民哪！

                                                 
10 在序言和結語裡，作者喜用「耶和華」（Yahweh）這稱號形容神，但在本體經文裡，尤其是在

約伯與三個朋友辯論之中，卻使用「神」（Eloah）、「以羅欣」（Elohim）和「上帝」（Shaddai）等

名字。惟一例外的，就是第十二章九節，約伯稱神為「耶和華」。羅培信，《約伯與友人》，頁 112；

劉家正等編著，《約伯面對朋友及天主》，頁 26-7。 
11 David C. Hester, Job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頁 44-5。 
12 「瑣法」的意思是粗鹵或粗暴。詹遜，《舊約精覽》，頁 273。 



你們死亡，智慧也就滅沒了。」（12:2）然後，進一步痛斥他們無知、愚妄和虛

假。「你們是編造謊言的，都是無用的醫生。惟願你們全然不做聲，這就算為你

們的智慧。」（13:4-5）最後，他更為自己辯白，難道他們所言的，他沒有想過

嗎？「我也有聰明，與你們一樣，並非不及你們。你們所說的，誰不知道呢？」

（12:2-3）當下現前的，非尋常一般的苦難經歷，那自作孽不可活的情景，其實

乃是義人無故受苦的處景，這如何可以用「三段論式」、「邏輯推論」或「語言分

析」等思維方式化解呢？ 

 約伯與三個朋友的對答，共有三個回合的辯論。在第二回合中，瑣法形容約

伯的惡行，如蛇一樣的惡毒，分泌毒素，殺害獵物。但他終必自食其果，也將死

在蛇的毒素之下。「他必吸飲虺蛇的毒氣，蝮蛇的舌頭也必殺他。」（20:16）瑣

法數落約伯的罪狀，如不敬虔、口蜜腹劍、掠奪財寶、貪得無厭、欺壓窮人、強

取別人房屋等等。綜合而言，瑣法根據約伯現前的苦境，採用「語言分析」方法，

以「現果」解釋「前因」，以「受者」現象推究「作者」為人，繼而判斷約伯是

一個惡人，罪有應得。因為「天要顯明他的罪孽；地要興起攻擊他。他的家產必

然過去，神發怒的日子，他的貨物都要消滅。這是惡人從神所得的分，是神為他

所定的產業。」（20:27-29） 

比勒達在第二回合對話中，責罵約伯學效他們，用「語言分析」方法化解他

們的「分析」和「解讀」。他言道：「你尋索言語要到幾時呢？你可以揣摩思想，

然後我們就說話。」（18:2）這回合比第一回合的說話，更為苛刻。首先，他認

為約伯對三個遠道而來的朋友，實在太過分，不配得到他們的同情、友愛和尊敬。

其次，更認為約伯這種惡劣的態度和行為，只會害了自己，害不了別人。野獸只

會撕裂獵物，但他比野獸更兇殘，撕裂自己。「你這惱怒將自己撕裂的，難道大

地為你見棄，磐石挪開原處嗎？」（18:4）最後，比勒達暗示他要在地上全然消

失，沒子沒孫，他的名字不被存留，世人將會驚嘆他的沒落和悲慘命運，因為「不

義之人的住處總是這樣，此乃不認識神之人的地步。」（18:21） 

在第三個回合對話中，以利法順着瑣法和比勒達的思路，逐一揭破約伯受苦



的「真相」，如貪財、不義和不仁等「隱而未現」的惡行。以利法言道：「你的罪

惡豈不是大麼？你的罪孽也沒有窮盡。因你無故強取弟兄的物為當頭，剝去貧寒

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沒有給他水喝；飢餓的人，你沒有給他食物。然而，你

是有能力的人，擁有土地；你是尊貴的人，也住在其中。你竟打發寡婦空手回去，

折斷孤兒的膀臂。因此，有網羅環繞你，有恐懼忽然使你驚惶，或有黑暗蒙蔽你，

並有洪水淹沒你。」（22:5-11）13 

以利法陳詞完畢，比勒達也陳詞終結，直斥約伯的不是，為人驕橫，不知天

高地厚，自己生命柔弱如蟲蛆，夠膽在大能的神面前自誇，實在犯了妄自尊大、

狂傲不敬的罪。「在神眼前，月亮也無光亮，星宿也不清潔。何況如蟲的人，如

蛆的世人呢！」（25:5-6）在第三回合總結陳詞裡，瑣法再沒有發言了。原因大

體上有兩個：第一、他在第二回合裡已判定約伯為罪人，以利法和比勒達在第三

回合中，只是隨其步筏。事實上，他已奪了彩。第二、比勒達在第三回合中發言

極短，因以利法已將約伯的罪行，詳細列明出來。瑣法尊重兩位前輩，不再發言，

也無需發言。這三回合的對質，可將經文分列如下：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約伯 

以利法 

3:1-26 

4:1-5:27 

12:1-14:22 

15:1-35 

21:1-34 

22:1-30 

約伯 

比勒達 

6:1-7:21 

8:1-22 

16:1-17:16 

18:1-21 

23:1-24:25 

25:1-6 

約伯 

瑣法 

9:1-10:22 

11:1-20 

19:1-29 

20:1-29 

26:1-14 

 

結語 

                                                 
13 第十和第十一節經文，按英文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作出些微修正。 



 約伯的三個朋友，代表三種僵化了的宗教信仰人生觀，他們用理性規範化的

現實人生的經驗詮釋苦難的源由。從宗教經驗角度言，以利法屬直觀主義者，認

定約伯是一個罪人，要揭破約伯隱而未現的罪行；比勒達屬傳統主義者，堅持維

護神的公義，否定約伯的清白無辜；瑣法則代表現實主義者，約伯的遭遇說明他

的罪證確鑿，認為現實就是他受罰的鐵證。在《約伯記》結語裡，耶和華對以利

法說：「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

說的是。」（42:7）簡言而言，三友堅守神的大能和公義，而約伯持守神的大能

和智慧，這留待下篇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