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鸿沟之上架起了救赎的桥梁。因着耶稣的
受死与复活，祂可以将永生赐给所有相信祂的
人（参约翰福音一章12节、以弗所书二章8–9
节）。所有那些相信上帝已经使主耶稣基督从
死里复活，并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人，将
与上帝在天堂里共享永生（参哥林多前书十五
章1–4节）。

同样，还有一个与上帝永远分离的地方。《圣
经》警告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经历“第
二次的死”，那就是地狱。在那里，人将在痛苦中
永远与上帝分离（参启示录二十一章8节）。耶稣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6节中宣告：“这些人要往永
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由此看来，这
样的状态并不矛盾：“上帝是全能和慈爱的上帝”，
且“世上充满了苦难和邪恶”。

若必须从世界上消除苦难和死亡，上帝应
该怎么办呢？祂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祂不得不除掉人类——世上所有罪的起因。如
果上帝只有公义而没有慈爱和怜悯，那么我们
每一个人都必将因着自己的罪愆而死，我们唯
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地狱。但是，上帝并没有那
样做。祂出于对人的爱而制定了以下计划：

我定意使人们在地上短暂的生命中，处于
苦难和死亡的境地；同时我也差遣我的使者宣
讲天国福音的拯救信息。如此，人们就有可能
寻求救主、获得永生。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睡、不得进食、受寒冷、赤
身露体……（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16–33节）。
然而，纵使面对这一切的苦难，保罗也一再地
在其所写的书信中表明：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复
活，我们才能得享永生；否则，我们将会永远在
地狱里受刑罚。因此，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
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
了”（罗马书八章18节）。同样，一位饱受疾病
折磨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因为我的安慰在永恒
里，所以我可以忍受所经历的一切”。

面对苦难和死亡， 
上帝做了什么？

提出“苦难发生时上帝在哪里？”这个疑问的
人，必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慈爱的
上帝已经做了祂所能为我们做的一切。因着亚
当犯罪，人和上帝的关系彻底断绝，人自此陷
入了绝望的可怕境地。但是上帝却派遣祂的独
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了全人类的救
赎。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遭受了可怕的磨难和
残酷的死亡，洗尽了我们这些不虔不义之人的
所有罪过。因此，藉着耶稣基督，人才有可能
获得来自于上帝的救恩。

纵使我们的肉体会死亡，我们仍然拥有不
朽的魂魄；它正是上帝在创造之时，向人吹的
那口气。因为这口气是永恒的，我们的意识将
永远存在。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所犯的罪做过
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将永远与上帝隔绝，并将
处于永恒的刑罚之中。

因着人犯罪，在上帝和人之间出现了一条
人所不能跨越的鸿沟。然而，上帝有祂的救赎
计划。上帝差遣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
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耶稣背负了世人所有
的罪孽，在各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
葬、三天后复活。耶稣作为唯一一个没有罪
的人，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祂的复活在

赌”这一幕的“目击证人”。虽能目击如此重要的
一幕，上帝却既没有向约伯启示，也没有向我
们启示，祂允许约伯受苦的理由。

只有在极少数地情况下，上帝才会启示人
们遭受苦难的原因。当耶稣和门徒经过一个天
生瞎眼的人时，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
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
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
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
为来”（参约翰福音九章1–7节）。另外，《圣
经》中还记载道：因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
喇公开向教会撒谎，他们立即被上帝击杀（参
使徒行传五章1–11节）。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苦难
若不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对于苦难

的一切探讨便都毫无意义。因此，使徒保罗说“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指疾病、
苦难、创伤等）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
耶稣的父上帝，知道我不说谎”。保罗曾多次受
劳苦、下监牢、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也
曾遭遇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
人的危险，在城里有危险、在旷野有危险、在海
中有危险，遭假弟兄的危险，又受劳碌、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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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发生时 
上帝在哪里？

维 尔 纳 · 吉 特
这是一个双重决策：“信他（耶稣基督）的

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
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三章18节）。

我们的选择
现在来回顾开头所提到的，上帝在面对苦

难时的四种可能的处理方法。其中第二条是：
上帝可以消除苦难，但祂却不想这么做。因为
这些苦难对于我们的得救是有益的。你承认它
是正确答案吗？

请向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祂宽恕你的一
切罪孽过犯；也请你接受祂为你个人的创造者
和救主、并跟随祂。最终，你
将会因拥有永恒的生命而喜乐满
怀，远离地狱中永恒的刑罚。

维尔纳·吉特 (Werner Gitt) 
博士、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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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鲜有这样的问题，能够让芸芸众生苦苦
思索却始终不得其解。通常，当人们论及上帝之
时，这个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许多人坚信，若真
有一位慈爱且全能的上帝，那么世上将不会有苦
难和死亡。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呢？这也正是我
们要讨论的问题。

四种可能
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苦难的发生？从逻辑上来

讲，一共有四种可能的原因：

1） 上帝想要消除苦难，但祂却无能为力。

2） 上帝可以消除苦难，但祂却不想这样做。

3） 上帝没有能力消除苦难，同时祂也不想这样
做。

4）上帝可以消除苦难，同时祂也愿意这样做。

那么，究竟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我们现
在就进入讨论！

苦难和死亡无处不在
苦难和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伴侣。进入二十一世

纪以来，我们对地震、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屡见
不鲜。同时，因人为操作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沉船、
飞机失事等意外也时有发生。当然，还包括恐怖分
子蓄意引发的灾难：比如，2011年发生的震惊世
界的美国纽约911恐怖袭击。飞机撞向世贸大楼，
致使三千多人罹难。由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多次组织
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在
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袭击案中，137人被无情
地杀害。肉眼所不能见的细菌和病毒，造成了人类
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瘟疫肆虐；并使成千上万的人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2019年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在短短半年之内席卷全球，
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并使得上亿
人生活在恐惧和惊慌之中！

除了头条新闻所报导的恐怖事件以外，我们
每一个个体早晚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如被
拒绝、失败、疾病缠身、意外事故，甚至死亡
等。当人感觉难以承受这些苦难时，就会指责上
帝。为了解决“人为什么会经历苦难”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比较一下两个互不相容的历史观。

互不相容的视角
进化论视角：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地球已

经有几十亿年的历史，而死亡是进化所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进化论学者认为：苦难和死亡是
生命的诞生和进化所必须经历的。只有通过死
亡，新生命才会出现。因此，德国微生物学家莱
因哈德·卡普兰 (Reinhard Kaplan) 这样写道：“那 
‘内在’的衰老和死亡对个体——特别是对人类
来说——是痛苦的。但是考虑到人类因着进化而
诞生，这是必须要付的代价”。

创造论视角：《圣经》明确指出上帝是造物
主。创世记一章31节记载：“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

甚好”。这包括所有的受造之物，当然也包括人
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人在堕落犯罪（sin, 意为
过犯）之后，不再顺服上帝，也不再听从上帝
的警告。因此，人要承受面对死亡、痛苦和疾
病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23
节）这样的律法也随之而来。罪与死是紧密相
关的。因着人犯罪，死就入了这个原本无比美
好的世界。从此以后，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只能
转瞬即逝、终将毁灭。

在以上两个观点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一
个是错误的。那么，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生
命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不可胜计的信息量。
这对于器官的形成及维持其生命体征是必不可少
的。然而，基于信息论自然法则，生命体中的
信息不能在物质中凭空产生的（参作者的德文/
英文宣传页 “Refuting Evolution Through Natural 
Laws”, 下载网址：www.wernergitt.de/refuting）。
由此看来，整个进化论理论的体系是站不住脚
的。因此，我们将从以《圣经》为根基的创造论
视角出发展开讨论。

现在我们知道：苦难和死亡在世上普遍存
在的根本原因是罪，该罪始于人类的始祖亚
当。有不少学说都试图解释苦难的起源和存在
的原因。然而，任何无视人的堕落犯罪而对苦

难进行解释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此，我们必
须认识到：人类要为世上无处不在的苦难与死
亡负责任。

上帝与苦难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苦难和死亡是因

人的犯罪而导致的。但是，那些不能归咎于人的
自然灾害呢？举例来说，2002年8月，在德国、
奥地利、捷克三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受灾范围波及易北河与多瑙河两大流域。通过读
《圣经》（新译本）约伯记十二章15节，我们
知道，上帝要为此负责：“他若把水阻截，水就
乾涸，他再把水放出，水就使地翻倒”。

阿摩司书三章6节的记载更加地直截了
当：“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吗？灾祸若临
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同样，以赛亚
书四十五章6–7节也写道：“我是耶和华，在我以
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
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于是，我
们惊奇地发现，上帝是世上一切灾祸的源头，祂
掌管一切。这样的表达让我们无比战兢。上帝不
仅允许各种苦难的发生，而且这些苦难正是祂造
成的！这与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慈爱的上帝”似
乎并不一致。然而，通过读《圣经》我们发现，
正是这一位慈爱的上帝降下了大洪水，使得无数
人丧生（参创世记六~八章）；正是这一位慈爱
的上帝宣布了祂对亚玛力人的审判，称要将其整
个民族和所有的牲畜尽行灭绝（参撒母耳记上十
五章2–3节）。上帝不会通过掷骰子来决定下一
步该做什么。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有其原因，且在
行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祂就提前宣布了对人
的审判，以留给人足够多的时间来悔改。“主耶
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
行”（阿摩司书三章7节）。上帝在挪亚时代的大
洪水之前这样做了（参创世记六章7节），在毁
灭索多玛和蛾摩拉之前也这样做了（参创世记十

八章）。同样，启示录二十一章8节记载的上帝
对邪恶之人永恒的谴责，也是很久以前就预言过
的（参马可福音十六章16节）。因此，从上帝
的视角来看，没有人会真正遇到“意外”。纵使这
一切苦难都发生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上帝
就是爱”（约翰壹书四章16节）。正是这样的一
位上帝， “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
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壹
书四章9节）。

个人的苦难
《圣经》教导说，包括罪在内的普遍苦难

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
而，个人所经历的苦难未必与自己的罪有关。因
此，当我们面对深受疾病的折磨或深陷其他苦难
之中的人时，一定要格外地小心，不能说他所经
历的正是因为他犯罪而造成的后果！

即使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上帝也允许他
受苦。在约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最为正
直的人，却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他在一
天之内失去了他的孩子、仆人，以及所有的财
产。之后，他又患上了非常痛苦的疾病。上帝
从未向约伯解释让他经受这些苦难的真正原
因。然而，祂却通过《圣经》中的《约伯记》
一书，让所有读者成为“上帝在天堂里和撒旦打

为何有如此之
多的苦难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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