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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約伯記》的苦難人生（下） 

 

從理性角度言，地下濕滑，不一定是因為天下雨。故此，《約伯記》也不以

以利法、巴勒達和瑣法三個朋友的言辭為終結，因為他們犯了以「果」溯「因」

的邏輯推論毛病，判斷約伯是惡人，罪有應得。由他們的愚昧而引出另一位更年

輕的人物出場，他就是以利户，以「辯證邏輯」理解約伯受苦的意義和目的。事

實上，除了約伯這四位朋友，還有他妻子對丈夫受苦的個人看法，更有他自己的

看法。故此，本文會嘗試探究約伯、其妻子及以利户對「義人受苦」的三種看法。 

 

（一）《約伯記》的文學格式解構 

 從聖經書卷分類言，《約伯記》屬詩歌體的智慧書。猶太人寫作智慧文學，

其中一個文學格式就是 ABA 格式，堪稱「漢堡包」文學格式。所謂「漢堡包」，

意指兩塊麵包夾着一塊牛肉，牛肉就是這包的賣點。事實上，《約伯記》可解構

為一個 ABA「漢堡包」文學格式，如下圖所示： 

 

A   耶和華稱讚約伯：兩次      1:1-2:13 

B  神隱：約伯求死       3:1-26 

   C  神談：三友       4:1-26:14 

    D  自白：正直無偽     27:1-10 

E  能力之詩     27:11-23 

E’  智慧之詩     28:1-28 

    D’  自白：裡外如一     29:1-31:40 

   C’  神談：以利户         32:1-37:24 

B’  神顯：約伯求饒      38:1-42:6 

A’  耶和華祝福約伯：雙倍      4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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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約伯與三友的對話是平行於以利户的陳詞的。他們的言談，雖然

涉及約伯為何受苦，但背後卻離不開神本身，為何神容許苦難降臨在一個義人身

上，當中涉及神義、神旨或神恩等重要課題，堪稱「神談」（God talk）。簡而言

之，約伯的首次發言（3:1-26），原是對神的呼求（talk to God），但三個朋友的

發言卻是對神的評說（talk about God）。因言語的隔閡，擦出火花，成了爭辯，

所謂言多語失，各執一詞，口舌之爭難落幕。 

作者的寫作格式，也符合希伯來智慧文學寫作的另一風格，即 3 + 1 的文學

格式。如《箴言》所言：「我所測不透的奇妙有三樣，連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樣。

就是鷹在空中飛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與女交合的道。」

（30:18-19）在 3 + 1 的文學格式裡，最後的一項往往是作者所看重的，前三項

可說是配襯第四項的。故此，三個朋友的分解，可說不及以利户陳詞的「重要性」

和「有效性」。耶和華對以利法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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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耶和華沒有對以利户的言

論作出任何評價，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這成為一個懸謎。 

結果，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依耶和華吩咐，預備七隻公牛和七隻公羊，到

約伯那裡獻祭，且要求他為他們祈禱，神才會悅納他們的祭，赦免他們的罪，免

除刑責。約伯知道後，不念舊惡，冰釋前嫌，義不容辭，立時為朋友禱告和祈求，

視他們如昔日的兒女一般的親切。1與此同時，他的苦境也轉回，境過情遷，約

伯蒙神大大祝福，財物雙倍得回，擁有一萬四千羊、六千駱駝、一千對牛和一千

母驢。他再次生育七個兒子，三個兒女。三個女兒美麗與智慧兼收並蓄，可以與

弟兄平起平坐，承繼父親的遺產。而約伯也福壽雙全，五代同堂，活到一百四十

歲，才與世長辭，享盡人間福樂。 

                                                 
1 艾華士（Iwanski）指出約伯在書中扮演一個中保（mediator）角色，犯罪、中保和代贖（atonement）

是《約伯記》的一個重要觀點和模式。序言中，約伯為十個子女獻祭，向神祈求，保守他們，不

致犯罪，遭受刑罰；在結語中，他為三個朋友祈禱、代求和贖罪，求神饒恕他們，免受刑罰。有

關「犯罪、中保和代贖」模式的詳細討論，參 Darusx Iwanski, The Dynamics of Job’s Intercession

（Roma: Editrice Pontificio Istituto Biblico, 2006），頁 12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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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約伯：「情義兼備」的宗教人生觀 

 在這 AB A「漢堡包」文學格式，經文 D、D’ 、E、E’ 是《約伯記》的中心

經文，這也是約伯的自白和他對神的認識和了解之剖白。 

 嚴格說來，約伯起初的發言，沒有什麽大不了，只是抒發心中的苦楚，咒詛

自己的生日而已。「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願那日變為黑

暗。願上帝不從上面尋找他，願亮光不照於其上。」（3:3-4）在三個回合的辯論

中，他更說出了心底話，認為神將他作為箭靶、敵人和怪獸，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我對神說，我豈是洋海，豈是大魚，你竟防守我呢？」（7:12）對約伯言，神

高舉了他，竟將他與自己等同，與神比試。2約伯不禁吶喊：「人算什麽，你竟看

他為大，將他放在心上？每早鍳察他，時刻試驗他。」（7:17-18）他搶地呼天，

向神叫嚷着：「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於你何妨？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

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為何不赦免我的過犯，除掉我的罪孽？」（7:20-21） 

約伯言「我若有罪……」，這只不過是假設性的語句（hypothetic sentence），

但他的三友卻「執着」於他這「假設性」的剖白，妄斷他犯了一些「隱而未現」

的罪，且含血噴人，一一數落他的惡行，指斥他欺世盜名，貪財害命，害人害己，

真是偽君子一名。約伯失去了家財、兒女，連上帝也似乎要失去之時，他的三友

竟然轉臉，對他作 180 度的轉變，由朋友變為敵人。在沒有任何證據之下，單憑

揣測，以「果」推「因」，就背棄情誼，以為自己站在上帝的一邊，替天行道，

大義滅親，對「至友」絕不徇私。豈知這回「靠邊站」，三友不是站在上帝的一

邊，乃站在撒但的一方，成了「幫凶」，因為他們靈命淺薄，不明底蘊，約伯受

苦背地裡發生一場屬靈的爭戰。上帝與撒但在天上為了「賭一賭」，測試約伯是

否完全人，出現約伯無辜受苦的歷煉。 

                                                 
2 在烏加列（Ugarit）神話裡，雷神巴力（Baal）將怪獸羅坦（Lotan / Leviathan）殺死，羅坦是

七頭蛇的怪物。詩篇 74 篇 13-14 節記載創世之時，神類似地打敗海怪「鱷魚」（Leviathan），砸

碎它的頭，給野地的禽獸為食物。David C. Hester, Job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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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孤掌難鳴的情況下，約伯持守他的清白，堅定不移說，對得起自己良心。

「我持定我的義，必不放棄；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責備我。」（27:6）這是經

文 D 重點所在。在另一平行經文 D’裡， 他再次申訴自己行事為人，對得住天

地。他以三章長的篇幅，寫下他的「墓誌銘」。第 29 章者說昔日之榮譽和佳境，

第 30 章者則悲歎今日之羞辱和艱苦，第 31 章自言遭受一切苦難，仍不背道，更

發出十四個誓願：「若我作了 X，願 Y 降臨在我身上」。3他否認向婦人起淫念、

欺壓窮人、貪愛錢財、或見死不救等等不義的事；立此遺書，以表心跡，他絕對

對得起天地良心。 

 雖然他不明白一位慈愛、全善、公義、大能、全知的神何以容許一個義人受

苦、且受辱和受屈而死，但他對神仍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在他的狀紙的中央，經

文 E 和 E’， 仍歌頌讚美神的大能和智慧。經文 E 第二十七章可稱作「能力之

詩」（Poem of Almighty），表達約伯的第一個基本信念，他相信神是大能的，公

正嚴明，賞善罰惡。這詩乃是針對三友而寫的，重點如約伯所言：「神的作為，

我要指教你們；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隱瞞。」（27:11）「願我的仇敵如惡人一

樣，願那起來攻擊我的，如不義之人一般。」（27:7）總而言之，神要滅絕那些

惡者，將他們財富奪去，兒女失去安康，讓他家徒四壁，憂患一生，不得好死。 

然而，義人受苦的經歷，是一大奥秘，自有神的智慧在其中，非人的知識或

理性所能破解。人所應當作的，乃順從神的律例吩咐，行善去惡。這是約伯的第

二個基本信念，他相信神是全知的，充滿着智慧，知道萬物的運作，人心的詭詐。

這是經文 E’的要旨，第二十八章堪稱為「智慧之詩」（Poem of Wisdom）。這詩

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28:1-12）的重點是智慧無處可尋，約伯問道：「智慧

有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第二部分（28:13-20）的要旨是智慧珍貴連

城，比黄金寶石更貴重。第三部分（28: 21-28）的主旨是智慧在神那裡。約伯自

問自答： 

 

                                                 
3 David C. Hester, Job，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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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曉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鑒察直到地極， 

遍觀普天之下。 

要為風定輕重， 

又度量諸水。 

他為雨露定命令， 

為雷電定道路。 

那時他看見智慧，而且述說： 

他堅定，並且查究。 

他對人說： 

「敬畏主就是智慧； 

遠離惡便是聰明！」   （28:23-28） 

 

 耶和華甫出現，彰顯衪的大能和智慧，便向約伯發出三十七個問題：「誰用

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38:2-4）耶和華由天、地、日、月、

星、雲、雪、雹、風、電等天文現象，問到地上生物現象，如「母獅子在洞中蹲

伏，少壯獅子在隱密處埋伏，你能為牠們抓取食物，使牠們飽足嗎？」（38:39-40）

神由天上的烏鴉、鷹雀、大鷹問到地上的山羊、野驢、野牛等動物，又由地上的

鴕鳥和馬問到海裡的河馬和鱷魚。4結果，約伯回答說：「我是卑賤的！我用甚麼

回答你呢？只好用手塢口。我說了一次，再不回答；說了兩次，就不再說。」

（40:4-5） 

 換言之，耶和華所問的問題，剛好是約伯在「能力之詩」和「智慧之詩」稱

                                                 
4 耶和華兩次的講話，集中於祂的「設計」（design）和「管治」（governance），前者涉及宇宙的

創造，後者則有關世界的秩序。從宏觀角度言，人間的社會秩序只是世間萬物秩序的一部份而已。

參 Norman C. Habel, The Book of Job（London: SCM Press, 1985），頁 5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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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神創造大能的重點所在。故此，當耶和華第二次追問他時，「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40:7）5約伯坦言直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

的旨意不能攔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

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因此我

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42:2-6）言外之意，約伯與三友爭辯，以

為神離棄他。事實上，神一直在他身旁，細心聆聽他們的辯論，誰是誰非，祂心

裡有數。 

一言蔽之，約伯與神的關係是「我與祢」的關係，情義兼備，非其三友「我

與它」的關係，表面為神爭辯，背裡陷神於不義，視神為惡神，善惡不分，將義

人當作罪人，顛倒是非，賞惡罰善。此外，三友見異思遷，因利忘義，恐防得罪

這位「惡」神，遇見危難，就抽身而退，不理朋友的死活，一於落井下石，連珠

發炮，裝造假見證，直指約伯的偽善，犯了很多「隱而未現」的罪。面對這等「惡」

友，自己又即將蒙寃而死之時，約但說了幾句名言：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19:25-27） 

 

「救贖主」原文可譯為「復仇者」或「親人」，其意思指某一人沒有能力起

訴時，這至親「親人」就要替他申訴；若然他是被人害死的，這「親人」更有義

                                                 
5 耶和華的兩次說話，可分為以下四大部份。參梁望惠，《詩歌與智慧文學：成人主日學聖經課

程》（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1998），頁 42。 

 

論大地 論穹蒼 論生物 論特殊事物 

它的被造   38:4-7 

它的海洋   38:8-11 

它的清晨   38:12-15 

它的根源   38:16-18 

光明與黑暗 38:19-21 

冰霜與雷電 38:22-30 

星宿與天宮 38:31-33 

雲彩與兩水 38:34-38 

動物的口糧 38:39-41 

動物的生產 39:1-4 

動物的特性 39:5-30 

驕傲的人  40:6-14 

河馬的力  40:15-24 

鱷魚的美  4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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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他「復仇」，履行賠償法（lex talionis）。6《路得記》的波阿斯就是一個好

例子，他履行「親人」的職責，娶路得為妻。雖然，他不是至親，當那至親放棄

義務，不肯「救贖」路得時，波阿斯挺身而出，「贖了」路得。7在約伯的自白

中，不難發現他對神充滿信心，這神是有「情」有「義」，不會因時勢轉惡，就

忘記交情，背棄情義，因祂是一位忠信的「救贖主」，絕不會丟棄他的好友（親

人）。 

 

（四）以利户：「辯證邏輯」的信仰人生觀 

 約伯遇到厄運和頑疾，四位朋友聞訊趕來安慰他。如上所述，作者運用希伯

來文學格式 3 + 1 分拆方式，將他們四人分別安置在經文 C 和 C’ 。以利户是最

後出場的，原因有三個：第一、他是最年輕的，站在一旁，讓長輩先行發言。第

二、他發覺三友不能折服約伯，心裡嘀咕，於是加入舌戰場，誓要取勝。第三、

因他靜觀他們三人正反雙方三個回合的辯論，曉得取長補短，綜合各方重點，冀

望出奇制勝，贏得勝利。故此，他的推理思維和辯論技巧，乃是「邏輯辯證法」，

以「正」、「反」、「合」辯證形式，陳述他的觀點。以利户的說詞，可分為四篇，

融合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的要點，也參考了約伯的重點，更加上自己的觀點。 

 

 三友要點 約伯要點 新的觀點 

第一篇 32:6-33:33 神的懲罰（公正） - 受苦對人有益 

第二篇 34:1-37 神不行惡（全善） - 神聆聽哀求 

第三篇 35:1-16 神的公義（公平） - 神不聽妄求 

第四篇 36:1-37:24 - 神的大能 / 智慧 神不苦待人 

 

 驟眼看來，以利户似乎很有智慧，他也如此自視。「約伯啊，你當側耳聽我

                                                 
6 羅培信，《約伯與友人》（香港：基督教文藝，1978），頁 128。 
7 詳情，參《路得記》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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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不要作聲，等我講說。……我便將智慧教訓你。」（33:31,33）他對三位前

輩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也毫不客氣，言道：「你們智慧人要聽我的話，有智

慧的人要留心聽我說。」（34:2）事實上，以利户所言的重點，與三友的論點同

出一徹，沒有新意。首先，他為神爭辯，維護神的公義。其次，他持善惡報應論，

指出神的公正嚴明。最後，以約伯當前境況，判斷他是惡人。 

以利户所謂新的觀點，「受苦」對人起教化作用，故此是「有益」的；如巴

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這位狂妄自大的帝王，受苦讓他謙卑下來，這當然是有益

的。8若然是義人，這豈不與「神不苦待人」自打嘴吧？使人摸不着頭腦嗎？義

人根本是信神的，且敬虔十足，動機和行為皆稱得上正直無偽，為何仍要「苦待」

他？究竟神要「教訓」他什麼呢？為了「賭一賭」，折服撒但，就以人作「賭注」

嗎？以利户所謂另一新的觀點，「神聆聽哀求」又「不聽妄求」，表面看來是有道

理的，神要分清楚是「哀求」抑或「妄求」，才好應允。但對於約伯這個案而言，

他的當前「訴求」究竟是「哀求」還是「妄求」呢？如何定準呢？對身在苦境的

義人，以利户的言詞可說似是而非，天馬行空，對當事人沒有多大幫助和安慰。 

由此觀之，以利户其實是一個愚人。9他拾人牙慧，狐假虎威，又自以為是，

夜郎自大，且處處叫約伯安靜，聆聽他的「智慧」，到頭來，所謂「教訓」原來

如此，不禁使人見笑。約伯沒有回應，自有其聰明之處，因為《箴言》作者寫道：

「不要說話給愚昧人聽，因他必藐視你智慧的言語。」（23:9）神也沒有回應，

因為以利户直言神「不聽妄求」，言下之意，他認定約伯的「訴求」是「妄求」，

不值得神的回應。然而，神「聆聽」約伯的「訴求」，且向約伯顯現一次、兩次。

豈不說明神之「行動」，已「回應」了，這不是「妄求」。耶和華的顯現，勝於以

利户一切的言詞「雄辯」、「紙上談兵」或「辯證邏輯」推理。 

 

（四）約伯的妻子：「平常道心」的宗教人生觀 

                                                 
8 《但以理書》4:1-37。 
9 詳情，參 Norman C. Habel, The Book of Job，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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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世記》中，女人成為撒但的工具，引誘亞當犯罪，因為夏娃看見樹上

的果子好吃。在《約伯記》序言，約伯的妻子看見丈夫身患癩病，勸誘他背叛上

帝，放棄信仰。「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嗎？你棄掉神，死了吧！」（2:9）於是，

約怕責罵她是愚昧人：「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噯！難道我們從 神手裡得

福，不也受禍嗎？」（2:10）根據聖經記戴，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

罪。然而，經過三個回合的爭辯，如以利户所言，約伯在說話上已犯罪，其「愚

頑」豈不與妻子的「愚頑」一樣，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次，若然約伯在「義

人受苦」這課題上的論點猶勝三友，那麽約伯的妻子所言的，也可說「勝過」約

伯本人，且蒙神祝福的。這話如何理解呢？ 

 第一、約伯的妻子所言的「純正」（integrity），原文 tummah 意指一個人在

道德和宗教範疇上皆是全善，沒有瑕疵。換言之，「純正」可意指公義

（righteousness）和誠實（honesty）。10除了如《和合本》所譯：「你仍然持守你

的純正（公義）嗎？你棄掉神，死了吧！」，也可以如《思高本》所譯：「你還保

持你的完善（誠實）嗎？倒不如詛咒天主，死了算了！」換言之，妻子勸言丈夫

誠實將心中惱怒和憤憤不平抒發出來，若然得罪了天，死了也吧！知夫莫若妻，

自己丈夫本性（being）忠厚老實，又敬神愛人，如今遭逢此等厄運，晚節不保；

風燭殘年之時，竟含寃而死，這樣的神不信也罷！一個人倒要死得光明磊落，將

心中的寃屈盡吐出來，死得痛快，留待後人評一評理，為他平反。這種尋常百姓

的直覺反應和民間智慧，堪稱「平常道心」的宗教人生觀。 

 民間智慧往往給人靠不住，沒理性可言的觀點。約伯也有直覺反應，當面斥

責妻子的不是。但經過七天七夜的靜坐和靜默，約伯似乎開竅，覺得妻子所言的

不無道理。原因有二：第一、四位朋友到訪，當然稍感安慰，但他們不發一言，

這代表甚麽意思呢？安慰嗎？諒解（sympathy）嗎？或是感同身受（empathy）

呢？事實證明，他們只是「同情」過於「同理」。第二、他萬萬不能詛咒神，更

                                                 
10 Carol A. Newsom, ‘Job’ in The Women’s Bible Commentary, edited by Carol A. Newsom and Sharon 

H. Ringe（London: SPCK, 1992），頁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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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祝福神，賜他這際遇。撒但一次、兩次挑戰神，若拿去約伯所有的（having），

如財產、兒女和健康，他仍會「祝福」神嗎？《和合本》聖經將「祝福」譯成「棄

掉」。既然約伯不敢瞻「祝福」神，就「詛咒」自己吧！事實上，「祝福」是「詛

咒」的婉詞。11試想，約伯「詛咒」自己出生，豈不是婉轉「祝福」神的賜生。

故此，約伯暗地裡「聽從」了妻子，「詛咒」神。 

 第二、約伯首次開口發言，對象是神，而不是人；他不單只「祝福」神，更

「祈求」死。「受患難的人……他們切望死，卻不得死；求死，勝於求隱藏的珍

寶。」（3:20-21）換言之，妻子的即時勸言，對苦難中的約伯很受用，他果然求

死。相對而言，四友七天七夜的陪坐，似乎幫助不大，反使他死不瞑目，立下遺

言。當以利法、巴勒達和瑣法相繼發言，嘗試安慰約伯，情況急轉直下。他們根

本不是安慰他，乃是定他死罪，罪有應得。至此，妻子的勸言，再次幫上忙，他

「誠實」將心中的怨忿表達，直斥三友不是患難中的知己。洪水一發，不可遏；

他也「誠實」將心中對神的「不公」和「不義」一一傾訴出來。從心靈輔導角度

言，妻子的「愚昧」勸誘比三友的「智慧」勸言來得直接、清新和合適。 

 第三、經過一番論戰，約伯明白過來，所謂知己朋友，不過如是。他重整戰

術，再次陳詞，直接向神申訴，那就是《約怕記》的中心經文 E 和 E’ 。當中，

看出約伯對神仍有信心，因他以「大能之詩」和「智慧之詩」為核心。至於經文

D 和 D’ 皆是申訴自己清白，前者經文看重「對得起良心」，而後者經文側重「對

得起天地」，且以十四個誓願作結。經此一役，立下遺願，約伯再不多言，靜候

那「公正」、「公義」、「公平」的上天裁判官的判決。豈知那自以為聰明過人的年

輕小子以利户，不知天高地厚，起來發言。約伯發出四篇結案陳詞，他也倣效前

輩，發表四篇講話，可說貽笑大方。 

何來說約伯的妻子屬智慧人？原因有三：第一、她體貼丈夫，有感同身受的

苦，即同理心。第二、她順服丈夫，在《約伯記》中她再沒有發言，保持緘默。

第三、她蒙神祝福，再次生育十個兒女，晚年得子，多麽蒙福。一個悲劇，結果

                                                 
11 張纓，《〈約伯記〉雙重修辭解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94-100。 



麥兆輝/SU/2010 

是美滿收場。12《約伯記》屬詩歌智慧書，表面上，作者將約伯的妻子描繪成愚

昧，暗地裡卻在凸顯她聰明，有民間智慧，更形成劇情上的另一吊詭，創作力奇

特。13另一方面，作者同樣描述約伯與三友對話是愚昧的，他因此犯了口舌之罪，

為以利戶所指責。然而，在以利户四次發言，他堅持緘默，一言不發，這又是他

的聰明，從妻子身上學了寶貴的一課。 

 

後語 

 中國傳統文化的屬靈操練裡，有三大境界：第一是「見山是山」，第二是「見

山不是山」，第三「見山仍是山」。第一與第三層似曾相識，但內有乾坤，不可相

提並論；一個「仍」字，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若言三友和以利户是「愚昧人」，

約伯和其妻子也是「愚昧人」，言多必失，同屬第一層境界「見山是山」。可是他

們夫婦經過教訓，保持緘默，不再多言，免得犯錯，這是他們的智慧和聰明。於

此，他們稱得上「大智若愚」，爬升到第三層境界「見山仍是山」，得享清福。 

 

 

                                                 
12 《約伯記》的結語，可分為兩大部份，如 42:7-10，42:11-17。約伯的遭遇猶如約瑟和路得，

呈現「U 型」結構，起初是家道豐厚，後是羞辱，最後是回復原狀。Darusx Iwanski, The Dynamics 

of Job’s Intercession，頁 51。 
13 愚昧和智慧在《箴言》裡同時被描繪成婦人。見《箴言》9: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