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難的意義苦難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上帝的神性特質：第一上帝的神性特質：第
Qualities of God: #1

一： 全知 All knowing (Omniscient)

以賽亞書 46：9－10

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
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
時言明未成的事 說 “我的籌算必立定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上帝的神性特質：第二上帝的神性特質：第二
Qualities of God: #2

二：全能 All powerful (omnipotent)能 p ( p )

馬太福音 19 26馬太福音 19：26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上帝的神性特質：第三上帝的神性特質：第三
Qualities of God: #3

三：全然良善 All good 
( ib l t)(omnibenevolent)

詩篇詩篇 25: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上帝的神性特質：第四上帝的神性特質：第四
Qualities of God: #4

四：愛的源頭 Source of love

約翰一書 4：16約翰 書 4：16

“神就是愛”



如果你可以問這位神一個問題，

你會問什麼?你會問什麼?



為什麼世上有苦難“為什麼世上有苦難?”

哈巴谷 1:2-3哈巴谷

“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
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幾時呢 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
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奸惡
而不理呢？”



聖經描寫這墮落的世界聖經描寫這墮落的世界

傳道書 8：14 

有一件虛空的事、是地上常發生的︰就
是有義人、所遭遇的、是照惡人的行為是有義人、所遭遇的、是照惡人的行為
應得的﹔又有惡人、所遭遇的、是照義
人所應得的。



神造的世界原本是”好”的神造的世界原本是 好 的。

• 創世紀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

在水面上。神說：「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
有早晨，這是頭一日。神說：「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
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說：「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
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著是好的。神說：「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

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
類 並結 的 各從 類 都包著核 神看著 的 有晚 有 第 神 「 有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著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說：「天上要有

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神造了兩

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神看著是
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說：「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

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神就賜福給
這一切 說：「滋生繁多 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五日 神說：「地要生出活這一切，說：「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說：「地要生出活

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
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神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
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神說：「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和地 各樣行動的活物。」神 看哪，我將遍地 切結種子的菜蔬和 切樹 所結有核的果子 賜給你們

作食物。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

了。1: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神是全美良善的神是全美良善的
God is all good

雅各書 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
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



完全良善是 潔 沒有 疵完全良善是：聖潔而沒有瑕疵

利未記利未記 11：45

所以你們要聖潔 因為我是聖潔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
的。



神原給了人的 個特質神原給了人的三個特質：

• 聖潔

永恆的生命• 永恆的生命

• 自由意志



愛是 自由選擇愛是一自由選擇

約翰福音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 沒有比這個大
的。”



當地球還是完美的時候當地球還是完美的時候：

• 創世紀 1：29

神說：「看哪 我將遍（bianˋ）地上神說：「看哪，我將遍（bian ）地上
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
（heˊ)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至於（he )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至於
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
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
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罪帶給了世界 詛罪帶給了世界咒詛：

• 創世紀 3：17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 你必終身勞“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
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





罪惡與苦難常是人自私的結果罪惡與苦難常是人自私的結果。

• 傳道書 7：29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

• 雅各書 1 13－15 “人被試探 不可說 「• 雅各書 1：13－15 人被試探，不可說：「
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
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
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
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人的罪就是為什麼世間有死亡人的罪就是為什麼世間有死亡。

• 羅馬書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



神會審判世界

• 傳道書 12：14 “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

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
問。”



為什麼神不把這世上的惡人都除掉？

• 羅馬書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 彼得後書 3：8－9• 彼得後書 3：8－9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
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看 日如千年，千年如 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
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乃願人人都悔改。”



神愛世人神愛世人

•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



耶穌基督願意捨命耶穌基督願意捨命

• 約翰福音 10：17－18 

我父愛我 因我將命捨去 好再取回來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來 這是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
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穌捨命是為了赦免人的罪耶穌捨命是為了赦免人的罪

• 歌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
祂裏面成為神的義。”

• 彼得前書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
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





耶穌是我們的幫助耶穌是我們的幫助

• 約翰福音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

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
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世界

• 啓示錄 21：3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 切的
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
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信靠神的全知 全能 全然美善信靠神的全知，全能，全然美善

• 羅馬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信靠神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