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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 旧约中相对独立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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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结构 
 
 
约伯的故事 （1-2） 
约伯和三位朋友间的辯論（3-37） 
神的回答（38-41） 
约伯回答神和结局（42） 



约伯的故事 
 
1:1  
-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

伯。那人完全正直，敬
畏神，远离恶事。  
1:2  
- 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
女儿。  
1:3  
-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

千骆驼，五百对牛，五
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
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
大。 



1:4  
- 他的儿子，按着日子，

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
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
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
一同吃喝，  
1:5  
- 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

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
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
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
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
了罪，心中弃掉神。约
伯常常这样行。  



1:6  
-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
也来在其中。  
1:7  
-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那里来。撒但回答说，我
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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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
呢。  
1:10  
-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麽。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1:11  
-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1:12  
- 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
前退去。 



1:13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1:14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 
  
1:15  
- 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惟有我一人逃
脱，来报信给你。  
1:16  
-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
人都烧灭了。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17  
-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迦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
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18  
-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
饭喝酒。  
1:19  
-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
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1:20  
-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
了头，伏在地上下拜。  
1:21  
-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

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
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1:22  
-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

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或作
也不妄评神）。  



2:1  
-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  
2:2  
-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那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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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
命。  
2:5  
-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2:6  
- 耶和华对撒但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2:7  
-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
毒疮。  
2:8  
-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2:9  
-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麽。你弃掉神，死了吧。  
2:10  
- 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
手里得福，不也受祸麽。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2:11  
- 约伯的三个朋友毯螅人以利

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
琐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
临到他身上，各人就从本处
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
他。  
2:12  
- 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

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
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
来，落在自己的头上。  
2:13  
-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

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
因为他极其痛苦。  



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话 

从这里开始，經文開始以希伯來文詩歌體裁記述 



約伯開口咒詛自己出生的日子，並納罕上帝何以讓他繼續活
下去。 
 
以利法回答時指責約伯不够忠誠。他表示約伯受苦是因全能
的上帝要管教他。 
 
約伯憤然回答以利法。約伯辯稱自己在“鑑察人的主”面前
是清白公義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8%AA%A0


接着比勒達加入辯論。他暗示約伯的衆子可能得罪了上帝，
而約伯本人亦非正直。 
 
約伯回答時表示他堅信上帝並非不公平。 
 
約伯絶對無法與上帝爭辯而得勝。他只能懇求上帝恩待他。 
 



這時瑣法也加入辯論。他説：我們豈是小孩子，竟會相信你的
虚談？你雖力言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但上帝若發言，他必定會
揭穿你的罪過。他問約伯：‘你能測透上帝嗎？’他勸約伯要
把惡行除掉，這樣才會蒙上帝祝福，否則“惡人的眼目必要失
明。” 
 
約伯説：上帝擁有實用的智慧和能力；他統管萬有，甚至能够
“使邦國興旺而又毁滅”。約伯願與上帝理論，但至於這三個
“安慰者”──“你們是編造謊言的，都是無用的醫生。”他們
沉默不言反而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並懇求上帝垂
聽他的懇求。 
 
他想到“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人一出生便
有如花朵，好像影子般稍縱即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7%94%9F


在展開第二回合的辯論時，以利法嘲笑約伯見識淺薄，他再
度貶抑約伯的忠誠，聲稱無論凡人抑或天上的聖者，都無法
贏得上帝的信任。他間接地指責約伯妄圖自高超過上帝，叛
道行賄，為人虚偽。 
 
約伯發言反駁，指出他的朋友‘用虚空的言語安慰人，反叫
人愁煩’。假若易地而處，他絶不會誣衊他們。他仰望耶和
華，切望上帝為他伸冤，因耶和華對他的苦情瞭如指掌。約
伯覺得他的朋友蒙昧無知，使他反而了無指望。他們的“安
慰”有如指黑夜為白晝。 



爭辯越來越激烈。比勒達非常生氣，因他覺得約伯竟然將他和
同伴比作畜牲。他質問約伯：“難道大地會因你的忿怒而荒涼
嗎？”他警告説約伯會自陷網羅而成為别人的鑑戒，最終必斷
子絶孫，後繼無人。 
 
約伯答道：“你們攪擾我的心，用言語壓碎我要到幾時呢？”
他家散人亡，妻子、親戚、朋友都遠離他，他“只剩牙皮逃脱
了”。他深信必有一位救贖主顯現為他辯屈，使他終能“得見
上帝”。 



像比勒達一樣，瑣法覺得約伯的話‘羞辱責備他’而使他難
堪。他再説約伯是罪有應得的。瑣法表示惡人必遭上帝的懲
罰，雖享繁榮，仍不得安息。 
 
約伯提出有力的反駁：惡人若必不能逃過上帝的懲罰，何以
有些惡人卻得享高壽和富貴呢？他們養尊處優。患難何嘗臨
到他們身上？他指出富人窮人都同樣死亡。其實，有時惡人
死時“盡得平靖安逸”，義人反而“至死心中痛苦”。 



以利法再次發言猛烈抨擊約伯，譏笑他在全能者面前自稱無可
指責。他誣告約伯，指他為人奸惡，剝削窮人，沒有把食物分
給飢餓的人，並且惡待孤兒寡婦。以利法表示約伯的私生活並
不如他自己所説的那麽檢點，這正好解釋何以他現在落得如此
收場。但“你若歸向全能者，”以利法教訓説，“他就聽你。” 
 
約伯反駁以利法的無理指控，聲稱他願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
面前陳明，因為上帝必知道他是公義的。世上有些人欺壓孤兒、
寡婦和窮人，也有些人殺人、偷盜和通姦。但他們的昌盛不過
是片時的，最後必遭報應，歸於無有。約伯提出挑戰説：“誰
能證實我是説謊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8%83%BD%E8%80%85


約伯在最後的申辯中使他的朋友完全啞口無言。
約伯深信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宣布説：“我
至死也不捨棄自己的忠誠！”是的，約伯從未
行過一件惡事，以致應受這些遭遇。與他們的
指控剛相反，上帝必定會獎賞緊守忠誠的人，
使義人承受惡人所積聚的財物。 



拿鶴之子、布西的後人以利户，亞伯拉罕的 遠房親戚，
一直在場傾聽他們的爭辯。他讓他們先發言，因他覺
得壽高的人會有更多知識。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
的不是壽數而是上帝的靈。以利户向約伯發怒， 因他
“自以為義過於以上帝為義”，但他對約伯的三個朋
友卻更為惱怒，因他們愚昧無知，竟指控上帝為邪惡。
以利户“言語滿 懷”，上帝的靈激動他發言；但他力
求大公無私，“不看人的情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C%AF%E6%8B%89%E7%BD%95


以利户的話情辭懇
切，承認上帝是造
他的主。他指出約
伯關心洗雪自己過
於洗雪上帝。上帝
無須一一向約伯答
辯，彷彿他必須證
明自己的作為有理
一般，但約伯卻妄
圖與上帝爭辯 



以利户論及上帝的偉大作為，並述説他如何控制大自
然的各種力量。他對約伯説：“你要留心聽，要站立
思想上帝奇妙的作為。”試想想上帝的壯麗榮光和他
那令人生畏的威嚴，這是人無法測度的。“他大有能
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的確，耶和華關
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卻不會顧念那些“自以為心中
有智慧的人”。 



耶和華回答約伯 
 
約伯請求上帝回答他。耶和華於是在旋風中威嚴地回答約伯。他向約伯提出一
連串的問題，使他體會到人是多麽渺小，上帝卻多麽偉大。“我立大地根基的
時候，你在哪裏呢？……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那時，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
衆子也都歡呼。” 這一切均是在約伯出生前很久已發生的事！耶和華接二連
三地提出約伯根本無法回答的多個問題；他提及地上的海洋、雲彩的衣服、清
晨、死亡的門、光明及幽暗。“你因為當時已經出生，因為你日子衆多，就得
以知道［這些事］嗎？”此外，諸如雪庫、[雹倉、暴風雷雨、霜露、冰雹、
天上的衆星、閃電、雲霞以至各種飛禽走獸又如何呢？ 
 
約伯謙卑地承認：“我是卑賤的！我用甚麽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摀口。”耶和
華吩咐約伯要正視爭論。他進一步提出一連串富於挑戰性的問題，目的是要藉
他在自然界所表現的力量顯揚自己的尊嚴、優越和能力。甚至河馬和鱷魚的力
量也 遠超過約伯！約伯虚懷若谷地承認自己的觀點錯誤，曾説出無知的話語。
他現在憑悟性的眼看見上帝而非僅憑道聽途説認識他，於是“在塵土和爐灰中”
懺悔而取消 前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BB%E4%B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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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A%B4%E9%A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9%9B%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3%E9%9B%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9E


耶和華責備以利法及他的兩個
友伴以虚妄之言論及他。他們
必須獻上祭物，並由約伯為他
們代禱。 
 
42:12  
-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

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
驴。  
42:13  
- 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42:16  
-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42:17  
-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
足而死。 



展现上帝的特质 
 
約伯記尊崇耶和華，並為他那深
不可測的智慧和力量作證。這本
書尊稱上帝為全能者達31次之多，
比聖經其他各書提及這個尊銜的
總數更多。書中的記載頌揚上帝
的永恆和崇高地位，以及他的公
平、慈愛和憐憫。 
 
約伯記的記載显明并解釋上帝的
創造。它與創世記的记载一致指
出人出於塵土，也歸於塵土。它
使用“救贖主”、“贖價”和
“复活”等字詞，这呼应了新约
圣经中一些重要教義。 



公义的标准 
 
约伯记大力譴責物質主義、偶像崇拜、通
奸、幸災樂禍、不公和偏見，自私，以及
不忠實和説謊，同時表明人若行這些惡事
就絶對無法贏得上帝的悦納和永生。 
 
以利户在敬老尊賢、謙遜、膽識、勇氣和
尊崇上帝等方面立下優良的榜樣。 
 
約伯自己在行使首領權、照料家人和慷慨
好客等事上堪作模範。 
 
約伯最重要的特质是他緊守忠誠、堅忍不
拔；他所立的規範對歷代崇拜上帝的人，
有如一座能够强化信心的精神堡壘一般。
“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耶和
華］給他的結局，明顯［耶和華］是滿心
憐憫，大有慈悲。” 



1.约伯有几个小孩？ 
2.约伯有多少头羊？ 
3.约伯有多少骆驼？ 
4.约伯有多少对牛？ 
5.约伯有多少头驴？ 
6.约伯活了多少岁？ 
7.该向约伯学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