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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社會，人類須面對日益嚴重的挑戰，使許多人感受到心靈困擾

和痛苦，對生命失去了意義；人對於苦難的無奈與懼怕，是由於對苦難的

無知。本文之主旨即在於嘗試以存在主義的觀念，溶入於約伯書中，探討



約伯對苦難意義的尋求及對意義的超越，這使約伯書的原來傳統思想產生

了巨大的影響。再以弗蘭克 ( Victor E. Frankl ) 的意義治療學

( Logotherapy )，竭力尋求生命的意義，認為意義的尋求，是人最基本的動

機。因此，以存在主義的思想溶入心理學與《聖經》中〈約伯書〉的詮

釋，以尋求生命在此時此地 ( here and now ) 的終極意義；在痛苦與失望

中，去發現生命的意義。 本研究從弗蘭克意義治療學的三個基本原理：

意志自由、追求意義的意志和生命意義。自由意志是一種追求意義的意

志，指向生命意義的實現。實現生命意義有三個層面，即創造性價值、經

驗性價值與苦難中所持的態度性價值的實現。在弗蘭克與約伯的對話中，

二者特別注重人的存在意義和人的靈性層次。當意義與宗教銜接，對於受

難者更有啟示作用，使他們超脫身體卑下的欲求，突破功名利祿之束縛，

進而走向超越的靈性層次。最後，當苦難來臨時，人能面對它，將一切交

付於神，則苦難在大愛與宗教信仰中，則被超越而化解。 本研究的結果

發現：弗蘭克與約伯的對話中，苦難意義是追尋身心靈合一、增進死亡意

義的認知、提昇自我的超越層次而達到宗教層面。苦難意義正給當下受難

者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讓他們從新的觀點來看自己的生命；試圖使他們

獲得受苦的能力，繼而發掘苦難的意義與意義的超越。 關鍵字：約伯

書、維多克‧弗蘭克、意義治療學、苦難的意義、超個人意義。  

摘要

(英) 

Abstract As we march into the 21st Century, we are facing a rapid-changing world 

that is full of challenges. When pain and suffering strike, many tend to lose the 

meaning of life. They feel helpless and scared sinc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suffering and Job’s 

transcendence of suffering by applying the philosophical existentialism into the 

story of Biblical Job. Furthermore, it looks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Logotherapy, the existential and holistic approach developed by Viktor E. Frankl 

who suggeste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s a primary motivation. Finally, it combine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with psychological and religious approach to find out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life, here and now, from despair and suffer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from the three basic principals of Logotherapy: 

the freedom of will, the will to meaning,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Frankl and Job, they both put a great emphasis o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the spiritual levels of humanity. Frankl divides the value 

of meaning into three levels: creative value, experiential value, and attitudinal value.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those who suffer must apply the above 

mentioned values, especially the attitudinal value in suffering to reach an answer. 

When the meaning is engaged with religion, the sufferers are to be inspired to go 

beyond the humble needs of human bodies, or the desire to pursue fame and fortune 

toward a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 realm. They are therefore able to face suffering and 

leave it in God’s hands. Only through faith, suffering is to be transcended and 

transformed. Through Frankl and Job’s dialogues,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emerged: to search for the unity of body, mind and spirit; to ge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death; to elev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self-

transcendence into a religious level. This opens the door for the sufferers to find 

new perspectives for life, to rise up to the challenge of suffering, and to realize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and the ultimate meaning, the transpersonal-meaning. 

Keywords: Job, Viktor E.Frankl, Logotherapy, meaning of suffering,transperson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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