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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簡介：《約伯記》的信息

I. 閱讀經文

《約伯記》1：1；42：5

II. 內容綱要

一、引言

在希伯來聖經中，《約伯記》的位置是在第三

部分的聖卷（Writings）之中，與《詩篇》和《箴言》
同屬於詩歌文學。基督教聖經則將《約伯記》放在

詩歌智慧書的首卷。當我們讀《約伯記》時，雖然

常常被作者優美的詞藻所吸引；可是也免不了心中

《第一課》

簡介：《約伯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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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許多不解的疑問，例如：神為何允許義人約伯

受苦？為何神允許撒但出現在祂面前，甚至還接受

撒但的挑撥？即便有這麼多的困惑，《約伯記》的

正典地位從未遭受過質疑。

當我們在讀《約伯記》的時候，會感覺它是一

部與《箴言》和《傳道書》對話的書卷，三卷書好

似一首對唱的曲子，一同歌頌人智慧的有限與神大

能的無限。《約伯記》會躋身於詩歌智慧書之中，

其原因可能至少有二：一是約伯面對苦難的態度和

他的結局，能夠塑造我們成熟的屬靈生命。二是加

深我們認識神的屬性：祂是公義、真實而且全能的。

在整卷書中，神允許約伯提出疑問，向祂發出公義

審判的邀請。乍看之下，約伯的苦難似乎使神的公

義和美善受到質疑；但是深入一層來想，經過約伯

的自訴，以及他與友人的辯論，直到最後神作出回

應，我們才愈發體會出神的真實、公義與全能。表

面看來是約伯的信心與敬畏神的行為受到撒但的挑

戰，然而，若不是神的允許，撒但無法攻擊約伯；

而神對撒但作為的規範，也顯出神的主權凌駕撒但

之上。

《約伯記》開門見山就提苦難！約伯這位敬虔

的完全人，不但失去了孩子與財產（1：13-19），
還全身生了毒瘡，坐在爐灰中，極其痛苦（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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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苦難居然是來自天上的一幕：神允許撒但試驗

約伯，這一位神口中所讚許的完全人－「那人完全

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參 1：8、8；2：3）
既然約伯是個義人，他理當蒙福。按照《箴言》的

教導：「追求公義仁慈的，就尋得生命、公義，和

尊榮」（箴 21：21）；「義人得脫離患害，有惡人
來代替他」（箴 11：8）；「義人不遭災害，惡人
滿受禍患」（箴 12：21）等等經文，以及《詩篇》
第一篇 3節也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義人「要像一
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對比之下《約伯記》一章 1節作者宣告約伯是
「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義人，卻如此

受苦，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許多人不禁會問：神

為何允許試驗和苦難臨到約伯身上？神的公義在

哪？神的美善在哪？神是否沒有解決苦難的能力？

我們如何能信賴這樣的神？最後，我們還必須要

問，為什麼神把約伯的苦難經歷放在聖經裡？神如

此做的心意是什麼？

我們該留意撒但並沒有質疑約伯對神的敬畏，

而是質疑約伯敬畏的動機。約伯的友人討論的是約

伯苦難的緣由：他們心中指控約伯是不是行了惡

事？或是他做了不敬畏神的事？但是，撒但質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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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的是，約伯行事敬畏神、遠離惡的動機，這是更

高層次的問題。從約伯自以為義的論述中，看見他

凡事按著神的律法行，唯恐自己或家人得罪神（1：
5），顯出約伯也有人若得罪神會遭受處罰的思想。
律法的條例也確實有這種二分法的教導：守律法則

蒙福，違律法則受詛。換句話說，約伯對神的敬畏

是出於他願意作為一個有好名望、好品格的人。按

照現代人的說法，他在社會、公司和家庭中都有美

好見證。大家也因他而得著許多的祝福。這樣一位

好人如果一夕之間失去親人、家產，又罹患不治之

症時，其他人自然會議論他受苦的原因。但是更痛

苦的是，這人不得不面對自己內心最真實的一面：

當神允許拿走身旁一切美好的人事物時，他對神的

信心還存在嗎？他公義、誠實又善良的待人處事動

機是什麼？過去當他敬畏神而蒙福的時候，他與神

良好關係的本質是什麼？如今他失去了一切，他還

能敬畏神、信靠神和愛神嗎？他仍相信神的信實和

美善嗎？他還可以見證神是全能又充滿慈愛的嗎？

約伯在遇到苦難之前，他好似《箴言》中義人

的實際寫照。他得了很多從神而來的祝福，神也一

直保守他興旺，讓他有智慧地處理生活中的大小

事；他可以竭力過正直、遠離惡的生活，但是他無

法知道明天會如何，不知道有一天他會遭遇如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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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當我們讀完約伯記，看到他的結局時，我們發

現他加倍地得著神賞賜的福樂，他與神的關係更加

親密，他對神的認識也有了不同的高度和深度，這

恐怕是約伯未曾想過的結局。《約伯記》幫助我們

對人受苦有一個整全的認識，正如《傳道書》所

說：「我將這一切事放在心上，詳細考究，就知道

義人和智慧人，並他們的作為都在神手中」（傳 9：
1a）。
再回到最初神對約伯的評價，唯有神能鑒察人

心，祂也用心察看約伯，神知道並確信約伯是完全

正直、敬畏神與遠離惡事的人。但是，撒但不知道，

牠無法鑒察人心，於是牠只能編織不實的指控；而

約伯的三友也無法看透一個人的內心、沒有辦法知

道事情的全貌，僅能以片面的觀察，得出有限、甚

至是錯誤的結論。因此，我們也不要太快地議論人

行為背後的因果報應關係，或是質疑人敬畏神、服

事神的動機；而是要嘗試著陪伴受苦的人，將眼光

從受苦中挪開，並轉向神。《約伯記》可以擴張我

們的眼界，看見神從創世以來的榮耀竟然也同樣可

以彰顯在現今我們的苦難中，使我們在患難和逼迫

中，經歷從主而來的安慰、能力和剛強壯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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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卷名、文學體裁、作者與寫作時間

關於《約伯記》中的主角約伯，其名字包涵三

種不同的文義：1. 我的父親在哪裡；2. 神的仇敵；3. 
悔改者。這三個含義，從不同的面向都是描述約伯

在不同階段的感受和遭遇。1. 當約伯受苦時，他或
許感覺自己被（父）神遺棄；2. 神彷彿像是一個嚴
厲的法官，約伯是神所打擊的對象；最後，3. 約伯
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智慧實在渺小，成為一個徹底悔

改的人。

關於是否真有約伯的存在，傳統猶太拉比認為

約伯不一定是一位真實人物，或者可能是一位相傳

已久的傳奇人物，這是目前無法考據的部分。但是，

聖經作者用文學的手法，將這位傳奇人物的生平以

寓言（Parable）的文學體呈現給讀者，目的是希冀
可以照亮信徒的生命，使我們可以藉由約伯的遭

遇，尋得屬於自己的答案。也有學者認為約伯是一

位英雄人物，其生平事蹟發生在以色列族長時期之

前。《約伯記》的作者並沒有詳盡地記錄約伯的背

景，例如：他的家譜和所在地理位置，很可能作者

希望讓約伯可以成為歷代中所有蒙受苦難的信徒之

代表，讓讀者可以更感同深受他的處境。

《約伯記》中運用的文學體裁，除了上述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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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詩傳說之外，也包括了戲劇、對話、哀歌和多

音文學等等。其中多音文學是藉由《約伯記》當中

不同人物的論述，呈現約伯的聲音、三友的聲音、

神的聲音和作者自己的聲音。作者將這些不同的聲

音宛如譜曲般，當中又以神的聲音為主旋律，傳遞

出最重要的信息給聆聽的我們。

至於《約伯記》的作者，由於目前資料有限，

學界未有共識。然而，猶太傳統《塔木德經》

（Talmud）將《約伯記》的作者歸屬摩西。敘利亞
文的別西大聖經譯本（Peshitta）亦將《約伯記》
的順序放在五經之後，認同摩西是該卷書作者的傳

統觀點。然而不論作者是誰，我們透過作者的寫

作，可以辨識出他的一些特徵，例如：他尊崇雅巍

（YHWH）、他使用如法庭上辯護的用語，還能熟
練地使用諺語、諷刺與各種的修辭技巧，顯示應該

是當時代的智者。另外，他熟悉自然界和他國文化；

在書中使用神早期的名字，以及用族長時期為背

景，都展示出他對以色列早期歷史有極佳的掌握。

根據這種種特徵，我們可以推論《約伯記》的作者

必定受過比一般人更好的教育，他或許在宮廷擔任

要職因此涉獵廣泛，更是敬畏神的人。如此看來，

將作者歸屬予摩西是可以合理接受的一個推論。

關於《約伯記》的成書日期，學界的看法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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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從最早的族長時期到被擄至巴比倫的時期，

皆有學者支持。首先，從作者以牲畜和僕人的數量，

而不是以金錢來衡量約伯的富有，暗示著尚未有金

錢貨幣的發行與流通。其次，約伯是自己為孩子們

獻祭，沒有提到祭司的存在。再來，約伯的高齡長

壽，是僅在族長時期和上古時期才有的歲數。最後，

文中提及的迦勒底人（參創 11：28）和示巴人（參
創 25：3），很早就登上了以色列的歷史舞台。故此，
我們可以確定《約伯記》內容的背景是取材於以色

列的族長時期。

三、神學主題

苦難、智慧和公義，是《約伯記》探討的三大

主題，以下分述之。

• 苦難時要謹慎口中的話語
《約伯記》首要談論的主題是苦難。表面上是

討論為何人會受苦？尤其是敬虔的人蒙受苦難的問

題。實際上是讓我們查驗：人敬虔的動機，以及人

如何在苦難中合宜地認識神。前述提及撒但質疑約

伯敬畏神的動機，而約伯沒有因為受苦就離棄神、

褻瀆神，反而從辯論中看見約伯如何緊緊抓住神不

放，要神為他主持公道。儘管約伯對神有不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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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他還是相信、並且堅持神要作他和指控他的人

之間的審判者。約伯對苦難的回應，促使我們思考

自己對神的認識是什麼？面臨苦難，或是在面對生

活當中無法理解的打擊時，我們還能夠持守對神的

信靠嗎？當苦難臨到，別人都錯誤地謬論我們的時

候，我們可以如約伯一樣，相信自己仍在神手裡，

神掌權嗎？

其次，縱使約伯與友人多次辯論，他沒有一次

以口犯罪。作者在一章 22節和二章 10節兩次評估
約伯的行為是，不以口犯罪。反觀最後在四十二章

7-8節，神評估約伯的三友，兩次指出他們的議論
不如約伯所說的是。《箴言》常常提到人應當小心

自己的口舌：「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箴 10：
11a）；「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
為醫人的良藥」（箴 12：18）；或是「謹守口的，
得保生命；大張嘴的，必致敗亡」（箴 13：3）等等。
約伯的三友一口咬定約伯受苦是因為他犯罪了，他

們以為自己比約伯更公義又有智慧。然而，就連撒

但都沒有懷疑約伯是個義人，這三友的判斷實在顯

出他們的愚昧。我們從約伯和三友對神的議論之對

比，當學習到在苦難中，無論自己是受苦的人或是

陪伴受苦的人，都該留意口中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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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聖經》中的「智慧」指的是人面對生活中的

人事物能有正確的回應。要如何有「正確的」回應

呢？關鍵在於能明白神的準則，因為唯有神是真實

智慧的主宰。正如《箴言》三章 5-7節說：「你要
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

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約伯

記》二十八章也提到神知道智慧之所在，神又能鑒

察智慧和考究智慧，神的智慧顯然高於人的智慧

（參 28：12）。在面對人生中無法解釋又無法控制
的難題時，由於人生的經驗或智者的哲理往往有其

極限。以致於，人對事情的評論只能從有限的資訊

裡，去找尋合理的說法；或是只能看見部分的真理，

無法對事情有整全且正確的理解。因此，從約伯和

三友的辯論中，我們會發現三友都急於證明自己的

論述有理，強調自己比約伯更有智慧，他們不知道

在天上曾有神和撒但對話的那一幕，卻堅持己見，

聽不進去約伯的辯護，這便是人智慧有限的癥結所

在。

年輕的以利戶聽完約伯和朋友的辯論，終於

忍不住發聲，他的話記錄在《約伯記》三十二到

三十七章。這段舖陳其實是作者為神在旋風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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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備。以利戶提及神是全能者，如果不是神的憐

憫，人早已歸回塵土，他們哪裡還能夠在這裡高談

闊論地議論神呢？既然神是全知全能，還有誰可以

指教祂智慧呢？以利戶用自然現象，說明神大能的

奧秘。神接著以利戶的提問，再更進一步地講到祂

的創造。神以智慧和大能創造世界，有誰能像神

呢？答案是沒有一個人的智慧可以大過神的智慧。

到此，約伯終於明白自己先前的無知，因此他說：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42：5），
並且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的懊悔說明人的智

慧確實是有限的。因此，在面對難以理解的苦難時，

人不要代替神為苦難做解答，而是應該敬畏神浩瀚

的智慧、信靠神的公義並且順服神的旨意，因為相

信神必存留慈愛與恩典給祂的兒女。

• 領悟苦難背後有神的公義
約伯和三友的辯論中最後一個重要的主題是神

的公義。苦難本身無法解釋神是否公義。在《約伯

記》中，神至終都沒有給約伯和他的朋友，以及作

為讀者的我們一個答案，來解釋祂為何允許撒但對

約伯的攻擊。但是我們都有目共睹約伯的改變。約

伯的改變不只是因為神祝福他，使他從苦境中轉回

（42：10），而是看到他的態度和生命的改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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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苦難的目的是叫我們學習如何有智慧地面對苦

難，或許更精準的說，是如何正確地認識神。

首先，約伯不再只是認知上知道神，他親眼見

證神的真實經歷（42：5）。其次，他不僅是只做個
有好行為的人，他更是願意體貼神心意的人。以他

的女兒們為例：第一章幾乎沒有關於約伯女兒們的

描述。但是，到了四十二章的時候，三個女兒的名

字一一記載在書卷中，並且強調她們都繼承了父親

的產業。若我們記得《約伯記》的背景是族長時代，

當時女子還未能繼承父親的產業，直到《民數記》

二十七章，西羅非哈的女兒到摩西面前陳明她們的

案件，神才定下家產繼承的順序，並且允許女子有

繼承家產的權益。這樣看來，約伯早已明白神的心

意，並超越他當時代的習俗，將產業分給了女兒們。

最後，我們都能體會喪子是難以復原的痛苦，

因此神再次賜約伯十個兒女來安慰他。若將先前的

十個孩子也算進來，約伯共有二十個孩子，這就是

加倍的祝福。在神眼裡，約伯喪生的十個孩子已在

祂那裡活著。約伯在這段可能長達十餘年的漫長日

子裡，經歷神的安慰，他與神的關係更親近，家產

也得到神加倍的祝福。約伯生命中曾經因為苦難而

有的缺陷，最終經歷到生命的圓滿，而且能正確地

活在神的心意中。這對我們而言是最大的提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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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為珍貴的安慰與激勵！

四、大綱

《約伯記》共有四十二章，整卷書是一個三明

治的結構：A-A’；B-B’；C-C’首尾呼應。

A. 第一部分—引言：約伯受神試驗（1-2章）
 B. 第二部分—約伯的自白（3章）
  C. 第三部分—三個對話循環

   一、對話：第一個循環（4-14章）
   二、對話：第二個循環（15-21章）
   三、對話：第三個循環（22-31章）
  C.’ 第四部分—以利戶的言詞（32-37章）
 B’. 第五部分—神諭：神創造的主權（38-41章）
A’. 第六部分—尾聲：約伯懊悔回應（42章）

III. 影片觀賞

播放光碟內容「簡介：《約伯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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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問答討論

【填充題】

1. 《約伯記》在聖經中被歸為詩歌　　　　書。這卷
書的作者不詳，但是因為寫作風格和內容，猶太傳

統將作者歸屬為　　　　　是可以理解的推論。

2. 《約伯記》的寫作背景是在以色列歷史的　　　　
時期。

3. 約伯的苦難始於天上神和　　　的對話。撒但質疑
約伯敬畏神的　　　　，而約伯三友則是認定約伯

的受苦是因為他　　　　。從約伯和三友的爭辯

中，看見人智慧的有限和神智慧的奧秘；同時，也

看見苦難不必然是因為人犯罪的結果。

【經文學習】

1. 請簡述《約伯記》整卷書的三明治結構是如何前後
呼應。

  
  
  
  
  

MA169 約伯記研習手冊--01-2繁--內文--256頁--七校.indd   22 2018/10/15 週一   上午 9:43:48



23

《第一課》簡介：《約伯記》的信息

  
  
  

2. 約伯的名字有哪三層含義？
  
  
  
  
  
  
  
  

3. 你認為神的義是和賞善罰惡相關聯嗎？
  
  
  
  
  
  
  
  

MA169 約伯記研習手冊--01-2繁--內文--256頁--七校.indd   23 2018/10/15 週一   上午 9:43:49



24

約伯記研習手冊

【討論分享】

1. 你曾經有無端受苦的經驗嗎？當時有哪些困惑？
  
  
  
  
  
  
  
  

2. 你心目中有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人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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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伯說：「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
（42：5）我們如何對神的認識也可以從「風聞」到
「眼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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