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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神父的話： 

“從基督徒的角度 

來看痛苦和受苦的問題”     
歐瑪竇神父 

    前言： 

    在七月的堂訊，我已經稍微地解釋為什麼要

提出二個重要的議題給我們的教友們。也因此，

在七月先寫了有關於＂誘惑＂；這個月（九月）

我將深入討論“痛苦和受苦”，從基督徒的角度

來看，這可能是最難處理的議題。我得提醒我們

的讀者，這是關於我們基督徒信仰的最古老的問

題之一，尚未有明確的答案; 因此，我的目的不

是為了解決“痛苦和受苦”的問題，而是為了幫

助澄清與該議題相關的一些含糊之處，以幫助我

們確實活出最真實的基督徒信仰。 

    “痛苦和受苦”的問題是甚麼？ 

    所有受過良好教理陶成的教友都知道這事實，

即受苦是基督徒信仰的重要元素。正如聖保祿宗

徒寫道：“我將一

切都看作損失，因

為我只以認識我主

基督耶穌為至寶；

為了他，我自願損

失一切，拿一切當

廢物，為賺得基督。”

（斐 3：8）。然而，

面對某些痛苦的情

況時，以下的問題

仍會在我們的腦海

中揮之不去：為什

麼壞事會發生在好人身上呢？為什麼天主允許痛

苦和不幸存在呢？這些問題的底線就是問到關於

天主的本性了，就是祂的“全能”和祂是”全然慈

愛的”： 

    世界上有很多苦難（受苦）。而這世界又是

天主所創造，且祂說這一切都好！（創 1:31）。

但所有苦難（痛苦）的原因是什麼呢？從天主的

角度又如何解釋呢？ 是因為天主缺乏制止痛苦、

苦難和不幸的能力嗎？ 還是天主不夠愛我們，以

至於不願介入去防止在祂創造的世界中所發生的

苦難？ 

 

 

 
 

    為了回答這些疑問，來當作對“痛苦和受苦”

問題的回應，我們將分三個部分來討論：自由意

志，罪和最後的自然因素。 

1. 自由意志 

    作為人的條件之一是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而

它是造成苦難的原因之一，雖然是間接的。根據

定義，自由意志是有意識的個人，擁有自由行使

其意志的能力，以便對其生活方向作出選擇。 

    基於參照聖經多處的記載，我們更確定天主

是「以祂的形象和肖像」創造了人類，這基本上

是指自由意志 (有能力認知，分辨和自由做出決

定，不管是好是壞)。從我們自己的經歷也證實了

這一點、天主賦予天地萬物有行善或行惡的意志

自由。 

    我們會為此責怪天主嗎? 我們是否願意生活

在一個有意識卻沒有自由意志的宇宙? 缺乏選擇

的自由是一種進步嗎? 我說愛「真愛」給出選擇。

選擇批評天主的人難道寧願生活在他們是機器人

的世界裡？同樣想想父母的情況，他們過分控制

孩子，不讓孩子有選擇的自由，這是對待我們後

代的一種愛的方式嗎? 慈愛的父母，就像慈愛的

天主，教導他們的孩子做好的選擇。他們透過好

榜樣，愛和紀律來影響，但他們不會操縱或剝奪

選擇。 

    天主的旨意

是創造可以用自

己的意志，去拒絕

驕傲和自私，來回

報天主對他們的

愛的人類;可以自

由選擇去愛和侍

奉天主。難道這是

不幸的事嗎? 就讓每個人在這個問題上找出自己

的結論吧!（如果你能夠找出自己的結論，真要心

存感謝！）。問題是天主是否既全能又有愛心。

我認為天主是充滿著愛又如此強有力的，所以他

才能創造了既有能力又有自由去愛或不愛造物主

的眾生。 

    讓我們從天主的觀點來看 (如果有可能)。天

主給了我們很大的可能性。祂以祂的形象創造了

我們。祂給我們情感、創造的能力以及與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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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意志。在耶穌的身上，祂甚至犧牲了祂的

生命，這樣我們的缺點才有機會被寬恕。這其實

是非常危險的。試想亞當和夏娃，天主就是在他

們身上冒了風險，而他們的大多數後代甚至比他

們更糟糕。「上主很悲傷，心裡充滿痛苦」（創

世記 6：6）。這是因為天主能力不夠還是愛的不

夠嗎？任何人將自己的生命傾注到一個有自由意

志的人身上都有被拒絕和受傷的風險。 

    做父母的人都明白，育兒是極其風險的事。

所有選擇將孩子帶入世界的人，將他們的生命、

精力和愛心傾注到他們的後代身上，都有可能面

臨被拒絕所有這些犧牲的危險。父母也知道，他

們的孩子可能成為吸毒成癮者，重罪犯或者只是

非常痛苦和憤怒的人。為什麼父母願冒這樣的風

險？他們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就如同天主，他們

想要自由地給予和接受愛。 

   2. 罪 

    自由意志是世

上不幸和苦難的起

因之一。而如前面

所提，這只是造成

苦難的間接原因。

擁有自由意志只有

在人們選擇不服從

天主旨意時，才會

帶來苦難。如果自

由意志是苦難的起

因，那是因為選擇了犯罪所帶來的苦難。慈愛的

天主賜給我們一個選擇能力，而我們卻為了作惡

事濫用了這個選擇能力。正如前面一再所指出的，

沒有單一答案可以解釋所有的苦難，但我相信，

到現在為止，人類絕大部分的苦難都是由個人的

罪所造成的。但也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源自於罪，

而是要考慮到個人、家庭、社區乃至整個國家的

痛苦有多少是由罪所產生的。當然，憤怒、貪婪、

上癮行為、驕傲、嫉妒、暴力、性變態、自私、

缺乏自制力、對權力過當的追求和其他罪行都是

造成我們大部分情感受苦，甚至是我們經歷的大

部分肉體受苦的原因。我們應該把責任推給天主

嗎？想想另一個可能性。我們可以活在一個沒有

選擇自由的世界，但是，那是我們會想要選擇的

世界嗎？ 

    天主用自然法則創造了物質的世界。這些定

律法則具有必然的後果。如果我以每小時 120 英

里的速度開車撞上一棵樹，我不會把這種行徑所

產生的後果去怪罪天主。事實上，就是這些自然

法則讓我們得以生存，而我們將在本文稍後談到。

天主也創造和揭示了道德法則。某些不道德的行

為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不可避免的後果。甚至有

永恆的後果，但這不是重點。在生命中，自私、

醉酒、暴力、性虐待都會對犯罪者的生活和他人

的生活造成苦難。這些道德法則就和萬有引力定

律一樣容易避開。犯罪導致苦難。縱然我們的罪

已被耶穌的寶血所洗淨原諒，但是這些罪仍然對

那些犯罪的人和那些身處此困境的人的這一生帶

來後果。聖經從來沒有告訴說我們可以期待這條

法則被破除，無論我們得救與否？ 

    今天的情況和梅瑟時代一樣的真實。如果父

親性騷擾自己的孩子，那孩子會因為父親的罪而

受苦。不僅於此，我們從經驗中得知，被虐待的

孩子也深受其苦。如果不加以干涉，虐待的循環

將"持續到第四代"。這種因犯罪而在生命中帶來

痛苦的道德法則即使受虐的女兒來到基督面前，

也無法完全消除。

但她將在靈性和

情感上被天主治

癒。這也許是真

的，但如果我們

認為這個基督徒

母親的自尊不會

被影響而且對她

的孩子完全沒有影響，那就表示我們不明白罪的

後果。眾人皆知，犯酗酒的罪對下一代有著類似

的影響。 

    自私、貪婪、憤怒、嫉妒;這些罪都會傷害無

辜的人。而我們要把這事實歸咎於天主嗎？這是

個真正的（智力）問題。罪的存在，以及那由罪

帶來的苦難，是否證明了天主不夠愛我們或不夠

強有力？是天主給了我們自由意志，而我們濫用

了它。至於我自己，我不曾怪天主給了我選擇能

力。我很感激祂本著勇氣和愛給了我選擇能力。

這激勵我努力不讓天主後悔祂給了我做善或惡的

選擇。 

    我們從舊約中瞭解到，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

由邪惡所造成的。正如若望福音第九章所記載的

一樣，耶穌也有相同的論點。耶穌的門徒問他有

關一個天生瞎眼的人：「辣彼，誰犯了罪？是他，

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若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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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人類的偏見: 假設人類的受

苦理所當然是某人犯罪的結果。耶穌回答，「也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

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若 9:3)。 

3. 自然的因素 

    我們已經將自由意志，以及，更直接地說，

被給予自由的人所犯下的罪，視為是造成人類大

部分苦難的起因。如先前所見，罪不能解釋所有

的苦難。有些發生在人類生命中的苦難是自然現

象所造成的。明顯的例子包括有地震、颶風和其

他天然災難。除此之外，還包括有疾病以及因衰

老引起的自然過程。當地震發生或傳染病爆發時，

受害者似乎都是隨機遇害的。若把這些事件與個

人或甚至一個國家的罪連結在一起，看來是不合

理的。不可知主義者，甚至信徒會問，如果天主

是萬能的，全然愛我們的，那麼祂為什麼讓 20

萬人在2004年12月30日的大海嘯中喪命呢？那

些孩子應該死亡嗎？整個家庭被毀滅，又得著了

什麼好處？ 

    如上所述，天主用因果的道德法則創造了世

界。同一位天主創造的自然法則也是如此。當天

主構思和創造了

物質宇宙時，它

被設計得極好，

以致於生命能夠

生存其中。科學

家告訴我們，地

心引力、電磁力

和原子核強弱力

都是"如此精密和諧"。換言之，如果其中任何一

個受到非常輕微的變化，宇宙將失去可以讓生命

存在的特性。如果地心引力在降低一小段，星系、

恒星和行星就不會形成。如果它再強一點，宇宙

就會在幾百萬年內自行崩塌。只有一個元素"碳"，

具有製造生命存在所需的大分子所需的特性。只

有一個有磁性的元素:鐵。沒有鐵的磁性，來自太

陽的高能電荷粒子會破壞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當然，

如果沒有氫的獨特性質，太空中的恒星，就無法

產生出維持地球上生命所需的大量能量。 

    歸根究底，任何想得到可以維持高等生物生

命的自然系統都會是危險的。這是壞事嗎？這意

味著天主是軟弱的，沒有愛心或不夠聰明來解決

問題嗎？絕非如此!用達味的話來說，「高天陳述

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日與日侃侃

而談，夜與夜知識相傳。」（聖詠集 19：1-2）。

天主的創造是奇妙和美好的化工。如果祂問我的

意見，說實話，我會要求有一個自然危險變少，

處處更加完美的天氣的世界，但我是誰有什麼資

格來批評天主所創造的這個嘆為觀止的自然系統。 

    我們已經認為苦難的起因有自由意志，罪，

以及自然因素。其他也要考慮進去的原因還包括

了衰老、疼痛和死亡。請記住，關於受苦和痛苦

的探究可以持續討論下去；然而，我選擇就此打

住，並希望這篇文章，對基督徒面對處理受苦和

痛苦的奧秘上，能夠有進一步的了解。 

     

※教友靈修分享園地： 

~~實踐服務者的角色~~ 
葉家磊 

    今年度台灣聖母軍分團率領各區團在彰化靜

山辦理三天兩夜之避靜，敦請耶穌會韓籍具東昱

神父作了五場演講，他有豐富的內容，深入淺出

的講解，使我們都能了解並容易吸收，所以每個

團員都滿載聖寵神恩而歸，謝謝具神父的帶領與

教誨。 

    現在我僅擇第四講「為他人服務的生命」發

表一點愚見： 

    在舊約中梅瑟的一

生都是為他人服務，他

帶領以色列人民離開埃

及，鼓勵他們，給他們

希望與勇氣，帶領以色

列民族過紅海，不要再

做埃及人的奴隸，但他

們離開安穩的家園、安

定的生活走向不確定的

未來，心中徬徨憂慮，

於是開始抱怨沒有水喝、沒有食物、沒有肉吃，

梅瑟祈求天主，降下鵪鶉，梅瑟沒有排斥百姓，

接納聆聽他們的抱怨，努力為他們解決問題，把

人民和自己視為一體，甚至與天主爭執，祈求天

主赦免人民，梅瑟沒有追求自己的想法和計劃，

他進入天主的計畫中，與天主合而為一，在天主

的計畫中找到他的角色，成為天主的僕人。 

再看耶穌的一生都在扮演安慰者、服務者的

角色，安慰人給人希望，給人生命，復活的耶穌

在墓穴顯現給瑪利亞，在海邊顯現給門徒，給他

們安慰、希望；厄瑪烏兩個門徒的故事，當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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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心情絕望、悲傷、害怕，耶穌接近他們，讓

他們表達悲傷的情緒，讓他們體驗耶穌和他們在

一起，激勵他們的信心。 

作為一個聖母軍團員，每天至少要做十五分

鐘的祈禱，閱讀一篇經文二至三遍，意識到天主

的臨在，讓我更深一層體驗耶穌聖心，學習耶穌

作為服務者的形象，在我七十餘年的生命中，接

受了父母、同學、親友許多的幫助，跌倒時耶穌

給我力量，指引我正確的方向，失意時給我安慰，

所以我得到的恩寵應加倍還給別人，在朋友有需

要時扮演安慰者、服務者的角色，以行動作福傳，

才是一個稱職的聖母軍團員。 

(本文作者葉家磊是本堂聖母軍和平之后支團團

員) 

     

※幽默小品： 

~~中秋節獎金~~ 

摘錄自網路 

    今年同事們又都收到公司人事部門的簡訊：

公司決定每位同仁中秋節加發四個月…。 

所有同事看到簡訊都很氣憤，因為去年中秋

節公司傳來的簡訊『月』字後面少打一個『餅』

字！所以去年中秋節只發了四個月餅。因此不會

再受騙了。 

他們問人事小姐：妳是不是又少打了一個

字？ 

人事說：抱歉不是少打一個字，是少打了幾

個字！ 

同事們驚喜開心的熱烈討論：難道『四個月』

後面幾個字是『績效獎金』？突然大家一陣歡呼！ 

人事說：沒錯！是少打了『亮蝦餅』三個字！ 

所以中秋節公司是加發四個『月亮蝦餅』！？ 

 

哈哈哈！中秋節快樂！ 

 

 

 

 

 

 

 

 

 

 

 

~~一則笑話[說明斷絕誇大]~~ 

林滿茹 分享 

    有一個小孩有說謊的習慣，有一次，她得到

父親給的[聖伯納狗]作為生日禮物，她就跑出去

告訴所有鄰居，說：「自己得到一隻獅子。」 

    她母親把她拉到一旁說：「我不是告訴過妳，

叫妳不要撒謊？妳現在上樓去祈禱，告訴上主說

妳很後悔，並向上主保證再也不要說謊話了。」 

    小女孩便上樓去祈禱，然後再下樓來。她母

親問：「妳有沒有告訴上主說自己很後悔？」小

女孩回答說：我說了！上主說：「祂有時候也很

難分辨出我的狗和獅子有什麼不同呢？」 

 

 
 

※活動訊息： 

 

一、本堂中秋節賞月烤肉活動： 

時間：9 月 12 日(星期四)晚上 6 點至 9 點。 

地點：本堂花園及交誼廳。 

 

二、本堂慕道班課程： 

時間：10 月初 

地點：本堂活動中心教室。 

 

※編輯報告： 

本堂訊同時在新竹市耶穌聖心堂網站刊登。 

歡迎上網閱覽。sacheartsj.catholic.org.tw 

「教友靈修分享園地」歡迎教友每月 20 日前踴躍

投稿。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來稿請交張代強

（8765go@pchome.com.tw）。 

或可在新竹市耶穌聖心堂 facebook(本堂臉書)以
及 
Line ID：5678gogo 投稿。 

mailto:8765go@pchom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