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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世界如果有上帝，為什麼有這麼多苦難呢？

惡人囂張 得意 義人 虧 受苦惡人囂張、得意，義人反而吃虧、受苦？

A、詩篇裡面有回答 — 詩篇卅七篇

1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2 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

草、青菜長得很快，割下來，一下就枯乾

9a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因為作惡的 剪

他那些得意、繁榮的光景，其實很短暫

10a 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還有片時 惡人要歸於無有

9b 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11a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

不是在地上有很大片的土地，不是在地上有很大片的土地

是有永遠的產業，誰也奪不去，才是真正的財產

18 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們的產業要存到永遠。18 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們的產業要存到永遠

惡人暫時的財產，最多只是到他死亡那一天

詩篇七十三篇亞薩的詩

我 惡人 狂傲人享 安就 懷03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

04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

16 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

看到惡人得意，到死了還是得意，好難懂

17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思想他們的結局。

18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實

像溜冰一樣，很快就摔倒了

使他們掉在沉淪之中。使 們掉在 淪之中

19 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

他們被驚恐滅盡了。他們被驚恐滅盡了

他們要去面對上帝，

人世間暫時的得意，不能保障永遠的平安順利人世間暫時的得意 不能保障永遠的平安順利

上帝是公義的，那樣的驚恐跟痛苦，是可怕的

20 人睡醒了，怎樣看夢；

主 你 也 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詩意的描寫

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在描寫上帝 暫時任憑、不管他，讓他得意一下

當上帝真正用公義的時候 惡 剩 驚恐當上帝真正用公義的時候，惡人只剩下驚恐，

他們所誇耀的一切，就變成無有了

路加福音財主跟拉撒路：財主活著的時候何等的得意，

他不是因為吃太好被定罪，是因為沒有愛心 —
讓拉撒路天天吃剩下的零碎，不是敬畏神的財主。

聖經比喻的角色都沒有名字，這個比喻…是有名字的，

財主應該是有名的人，上帝卻輕看、沒有份量的

拉撒路是窮困的乞丐，可是敬畏神、依靠神，

所以在亞伯拉罕的懷抱裡面享福，

在神心中是有份量的

詩一一六15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A、箴言的回答…

箴廿四19-20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嫉妒惡人；

因為，惡人終不得善報；惡人的燈也必熄滅。

中國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

有些人是現世報 今生就受報應有些人是現世報，今生就受報應

有些人就像亞薩所講的—
到死的時候沒有疼痛 他們的力氣還很壯實詩七三4 到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還很壯實。

其實只是短短的幾十年的得意，終不得善報，

等死後面對 帝才得到報應 他的燈 定會熄滅等死後面對上帝才得到報應 — 他的燈一定會熄滅。

耶穌才是真正世上的光，信耶穌以後我們稱為小基督，耶穌才是真 世上的光 信耶穌以後我們稱為小基督

基督的光在我們裡面，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我們也可以反映上帝的光、上帝的榮耀我們也可 反映上帝的光 上帝的榮耀

這種光跟榮耀是不熄滅的、存到永遠的

A、罪跟義的比較…
很多人以為罪跟義好像是天平的兩端 會動來動去很多人以為罪跟義好像是天平的兩端，會動來動去

法國文學家雨果說：人的心好像是戰場，

一邊是善一邊是惡，永遠在打仗，甚至惡還會得勝

聖經不是這樣看的—
義才是永恆的，從永遠到永遠

不義是後來才產生的，不義是後來才產 的

有一天會結束，罪有起點也有終點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不接受光約一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黑暗不能勝過光黑暗不能勝過光

光出現的時候就趕走了黑暗，黑暗是暫時的

罪跟義雖然常常被相提並論，罪跟義雖然常常被相提並論

可是不要等量齊觀

唐崇榮牧師「罪、義跟神的審判」提到一個重點，

憑自 歷 作人類憑自己的經驗跟歷史法則，就作結論說：

善跟惡是永遠的鬥爭，甚至惡得勝了…
其實不是！這個世界起初都是完全美好的，

是天使長、人類，誤用上帝給他的自由，

離開神才變成不好的，而上帝就預備了救恩，

人靠上帝就可以脫離罪惡，過去的罪得到赦免、

可以得勝，不必做罪的奴僕、撒旦的手下敗將，

靠上帝已經可以得勝，可以過聖潔的生活

引誘人類的撒旦 啟二十就丟入硫磺火湖，

永遠關在裡面，不能再作怪，這是歷史的一段而已永遠關在 不 再作

上帝是從永遠到永遠，公義是從永遠到永遠的

真正的正氣是這麼有力量，邪惡只是暫時囂張而已，真正的正氣是這麼有力量 邪惡只是暫時囂張而已

可以相提並論、但不能等量齊觀，並不是一個二元論。

約十四30b 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約翰福音十四章已經進入尾聲，耶穌在地上

最後一個禮拜的生活有很詳盡的描寫。最後一個禮拜的生活有很詳盡的描寫。

約十四30a 以後你們不再和我多說話。

耶穌要離開他們了 惡者要把祂逮捕 處死耶穌要離開他們了，惡者要把祂逮捕、處死

這世界的王要來到，

雖然耶穌好像暫時失敗了 可是耶穌加 句話雖然耶穌好像暫時失敗了，可是耶穌加一句話—
其實他在我裏面毫無所有。

耶穌是為了替我們受罪，暫時被撒旦透過

羅馬兵丁、猶太教不信耶穌的人，把耶穌處死，

這是暫時任憑，是為了來替我們受罪

過了三天耶穌就從死裡復活了

撒旦的地位是不能跟公義、跟耶穌來相比的。



路十17-19 耶穌派七十個人，兩個兩個出去佈道，

回來的時候 傳道的過程有趕鬼的事情發生回來的時候，傳道的過程有趕鬼的事情發生—
奉耶穌的名是可以勝過魔鬼的，就好開心。

「耶穌跟他們說：「我看見過撒旦從天上墜落，

上帝打敗了撒但，勝過所有的仇敵，

這樣的事情，才是更大的歡喜。」

耶穌這個看見是預先看見的…，耶穌從死裡復活

已經打敗撒旦，耶穌事先就看見這個場面

談到苦難，有時候人的心忿忿不平，會埋怨說：談到苦難 有時候人的心忿忿不平 會埋怨說

「沒有上帝、上帝已經死了。」

不要這麼憤慨，惡人的囂張是暫時的，不要這麼憤慨 惡人的囂張是暫時的

上帝還在掌權，祂會處理這一切。

義才是永恆的義才是永恆的

不要因為暫時的現象，而產生對上帝的否定

有神論的論證…
上帝不是靠人的辯論而存在的上帝不是靠人的辯論而存在的，

不過，辯論也有一部分的價值

經院哲學大師 奎十三世紀經院哲學大師阿奎納，做了這方面歸納，

從五方面來論證，有神才是比較合理的

一、本體論 —兩千多年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

有一天下大雨躲到山洞、生火，火光搖曳中，

看見自己的影子也跟著搖動，覺悟 —
人類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現象，沒有看到本體人類所看到的都是 些現象 沒有看到本體

從很多的現象，就可以知道背後有一個本體

例如：人都有求完美的心理…例如 人都有求完美的心理

可以推論背後有一個完美者存在，

人類才會期待一切都是完美。人類才會期待 切都是完美

這完美本體是誰？就是上帝，祂是完美者。

二、宇宙論，也稱為因果論。

宇宙萬物都有 有 為是偶然 其實 是宇宙萬物都有原因的，有人以為是偶然，其實不是，

從天體，知道有一個創造星球的主

最卑微的灰塵，也不是偶然存在，

鞋子踩到了土、從窗戶飄進來的，

都有來源、原因，沒有一個是沒有原因的

宇宙萬物，這麼奇妙、偉大、有秩序，原因是什麼呢？

往前推，就是第一因、起初的原因，就是造物主。

三、目的論，不但有原因、而且是有目的的。三 目的論 不但有原因 而且是有目的的

例如：人的眼睛在眉毛的下面，是有意的設計，

如果把眼睛放在眉毛的上面…如果把眼睛放在眉毛的上面…
上帝設計最主要的目的 — 神的愛是照顧我們的

可以看出這樣有設計，就是有設計者，可以看出這樣有設計，就是有設計者，

從目的論來證明— 有上帝

四、道德論 —不是倫理道德，是在講

人類的內心裡有 些「共同的道德律人類的內心裡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律」，

羅二15a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羅 這是顯 律 的 用刻在 們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人類倫理道德 法律都有 些共同的重點 就是十誡裡人類倫理道德、法律都有一些共同的重點，就是十誡裡—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為什麼不同的社會 國家 族群 卻有共同核 的為什麼不同的社會、國家、族群，卻有共同核心的

是非、法律、道德、價值觀呢？

現代人是想要把這個核心價值推翻現代人是想要把這個核心價值推翻，

「推翻」也就是末日要到的預兆…

現在還沒到完全結束的時候，每一個社會、國家

都還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共同」就表示有一位

把它放進去了，才會人類都有這些共同的道德觀。



五、人種論 — 不是在講人類民族學，

是在講人類雖然有這麼多的民族是在講人類雖然有這麼多的民族，

無論是大的民族、少數民族，聖經 —
只有一種、只有外表的變化，

徒十七26a 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徒十七 祂從 本造出萬族的

無論多少種族，都有敬拜上帝的本能、現象

無神論國家否定上帝 洗腦快 百年無神論國家否定上帝，洗腦快一百年，

結果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很多人又回到有神論

為什麼這麼多的種族，

很本能的有神的觀念？拜神的行為呢？很本能的有神的觀念 拜神的行為呢

是在證明是因為有神存在

是祂把祂自己存在的概念放在人心裡，是祂把祂自己存在的概念放在人 裡

人才會有這種本能的認知

這一些論證有用嗎？講一大堆理論，

定讓 無神論 變成有神論不一定讓人從無神論就變成有神論了，

因為上帝其實超過人理性的辯論，

伯十一7 你考察就能測透上帝嗎？

你豈能盡情測透全能者嗎？

雖然不是靠這個，但還是有用…
能夠信耶穌 主要是聖靈的感動 光照 引導 教導能夠信耶穌，主要是聖靈的感動、光照、引導、教導

在與神和好之前、慕道的過程，有神論還是有作用的

1.可以開啟慕道者的心 — 人在抵擋神的時候是聽不進去，

上帝讓人有些遭遇、比較謙卑了，對神的道願意聽時，上帝讓人有些遭遇 比較謙卑了 對神的道願意聽時

跟他講有神論的論證，他會得到感動、激勵、光照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到這一些的時候，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到這 些的時候

漸漸開竅，也就比較容易接受上帝了

2.幫助已經信神的人知道，對神的信仰不是

非 是有道理的 就更加堅信不移非理性、迷信，是有道理的，就更加堅信不移

3.可以堵住不信者的口，

有神論的論證，會發現無神論的論證沒有更強，

辯論時，可以讓無神論者知道有另一套更強的道理

至少聖經說：「可以堵住糊塗無知人的口」

這一些都是「助因」，有幫助的一些論證，」

「主因」是聖靈藉著神的話，讓我們就明白過來，

主因為先，助因在旁邊陪襯，也有一部分的效果。主因為 助因在旁邊 有 部 的 果

雖然我們最早提到— 上帝存在的論證，

對上帝來講不是最重要的，聖經也沒有寫很多對上帝來講不是最重要的 聖經也沒有寫很多

可是華人很高的比例受過無神論的洗禮，

所以才不得不花兩個單元來講這件事情所以才不得不花兩個單元來講這件事情

願神賜福，讓我們從這些都得到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