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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七十三篇 亚萨的诗
03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16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我 索怎能 白这事
看实系为难
看到恶人得意，到死了还是得意，好难懂
04

17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
像溜冰一样，很快就摔倒了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之
19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他们要去面对上帝，
 人世间暂时的得意，不能保障永远的平安顺利
 上帝是公义的，那样的惊恐跟痛苦，是可怕的
18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2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草、青菜长得很快，割下来，一下就枯干
9a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
他那些得意、繁荣的光景，其实很短暂
10a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
9b 惟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11a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不是在地上有很大片的土地，
是有永远的产业，谁也夺不去，才是真正的财产
18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恶人暂时的财产，最多只是到他死亡那一天
1

神的存在((下)
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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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世界如果有上帝，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呢？
恶人嚣张 得意 义人反而吃亏 受苦
恶人嚣张、得意，义人反而吃亏、受苦？
A、诗篇里面有回答 — 诗篇卅七篇

20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

诗意的描写

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主啊
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在描写上帝 暂时任凭、不管他，让他得意一下
 当上帝真正用公义的时候，恶人只剩下惊恐，
当上帝真正用公义的时候 恶人只剩下惊恐
他们所夸耀的一切，就变成无有了
路加福音 财主跟拉撒路：财主活着的时候何等的得意，

他不是因为吃太好被定罪，是因为没有爱心 —
让拉撒路天天吃剩下的零碎，不是敬畏神的财主。
圣经比喻的角色都没有名字，这个比喻…是有名字的，
 财主应该是有名的人，上帝却轻看、没有份量的
 拉撒路是穷困的乞丐，可是敬畏神、依靠神，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享福，
在神心中是有份量的
诗一一六15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A、箴言的回答…
箴廿四19-20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

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
中国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有些人是现世报，今生就受报应
有些人是现世报 今生就受报应
 有些人就像亚萨所讲的 —
诗七
诗七三4
到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还很壮实
到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还很壮实。
其实只是短短的几十年的得意，终不得善报，
等死后面对上帝才得到报应 — 他的灯一定会熄灭。
他的灯 定会熄灭
小
耶稣才是真正世上的光，信耶稣以后我们称为小基督，
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也可以反映上帝的光、上帝的荣耀
我
可
映 帝
、 帝 荣耀
 这种光跟荣耀是不熄灭的、存到永远的

唐崇荣牧师「罪、义跟神的审判」提到一个重点，
人类凭自己的经验跟历史法则 就作结论说
人类凭自己的经验跟历史法则，就作结论说：
善跟恶是永远的斗争，甚至恶得胜了…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起初都是完全美好的，
是天使长、人类，误用上帝给他的自由，
离开神才变成不好的，而上帝就预备了救恩，
人靠上帝就可以脱离罪恶，过去的罪得到赦免、
可以得胜，不必做罪的奴仆、撒旦的手下败将，
 靠上帝已经可以得胜，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引诱人类的撒旦 启二十 就丢入硫磺火湖，
 永远关在里面，不能再作怪，这是历史的一段而已
 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公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真正的正气是这么有力量，邪恶只是暂时嚣张而已，
可以相提并论、但不能等量齐观，并不是一个二元论。

A、罪跟义的比较…
 很多人以为罪跟义好像是天平的两端，会动来动去
很多人以为罪跟义好像是天平的两端 会动来动去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人的心好像是战场，
一边是善一边是恶，永远在打仗，甚至恶还会得胜
是善
是
永 在打
甚
会得
圣经不是这样看的 —
 义才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
 不义是后来才产生的，
有一天会结束，罪有起点也有终点
约
约一5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黑暗不能胜过光
 光出现的时候就赶走了黑暗，黑暗是暂时的
 罪跟义虽然常常被相提并论，
罪跟义 然常常被相提并 ，
可是不要等量齐观

约十四30b 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约翰福音十四章已经进入尾声，耶稣在地上

最后 个礼拜的生活有很详尽的描写。
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有很详尽的描写
约十四30a 以后你们不再和我多说话。

耶稣要离开他们了，恶者要把他逮捕、处死
耶稣要离开他们了
恶者要把他逮捕 处死
这世界的王要来到，
虽然耶稣好像暂时失败了 可是耶稣加 句话 —
虽然耶稣好像暂时失败了，可是耶稣加一句话
其实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
耶稣是为了替我们受罪，暂时被撒旦透过
罗马兵丁、犹太教不信耶稣的人，把耶稣处死，
 这是暂时任凭，是为了来替我们受罪
 过了三天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
撒旦的地位是不能跟公义、跟耶稣来相比的。

路十17-19 耶稣派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布道，

回来的时候，传道的过程有赶鬼的事情发生
回来的时候
传道的过程有赶鬼的事情发生 —
奉耶稣的名是可以胜过魔鬼的，就好开心。
耶稣跟他们说 「我看
耶稣跟他们说：「我看见过撒旦从天上坠落，
撒 从
坠落
上帝打败了撒但，胜过所有的仇敌，
这样的事情，才是更大的欢喜。」
耶稣这个看见是预先看见的…，耶稣从死里复活
已经打败撒旦，耶稣事先就看见这个场面
谈到苦难，有时候人的心忿忿不平，会埋怨说：
「没有上帝、上帝已经死了。」
不要这么愤慨，恶人的嚣张是暂时的，
上帝还在掌权，他会处理这一切。
 义才是永恒的
 不要因为暂时的现象，而产生对上帝的否定

二、宇宙论，也称为因果论。
宇宙 物都有原因的 有人 为是偶然 其实 是
宇宙万物都有原因的，有人以为是偶然，其实不是，
 从天体，知道有一个创造星球的主
 最卑微的灰尘，也不是偶然存在，
最卑微的灰尘 也不是偶然存在
鞋子踩到了土、从窗户飘进来的，
都有来源、原因，没有一个是没有原因的
宇宙万物，这么奇妙、伟大、有秩序，原因是什么呢？
往前推，就是第一因、起初的原因，就是造物主。
三、目的论，不但有原因、而且是有目的的。
例如：人的眼睛在眉毛的下面，是有意的设计，
如果把眼睛放在眉毛的上面…
 上帝设计最主要的目的 — 神的爱是照顾我们的
 可以看出这样有设计，就是有设计者，
可以看出这样有设计 就是有设计者
从目的论来证明— 有上帝

有神论的论证…
上帝不是靠人的辩论而存在的，
上帝不是靠人的辩论而存在的
不过，辩论也有一部分的价值
 十三世纪经院哲学大师阿奎纳，做了这方面归纳，
十 世纪经院哲学大师阿奎纳
归
从五方面来论证，有神才是比较合理的


一、本体论 —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有一天下大雨躲到山洞、生火，火光摇曳中，
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跟着摇动，觉悟 —
 人类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现象，没有看到本体
，
 从很多的现象，就可以知道背后有一个本体
例如 人都有求完美的心理
例如：人都有求完美的心理…
可以推论背后有一个完美者存在，
人类才会期待 切都是完美。
人类才会期待一切都是完美。
这完美本体是谁？就是上帝，他是完美者。

四、道德论 — 不是伦理道德，是在讲
人类的内心里有 些「共同的道德律」
人类的内心里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律」，
罗二15a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这
在
，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人类伦理道德、法律都有一些共同的重点，就是十诫里—
人类伦理道德
法律都有 些共同的重点 就是十诫里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国家、族群，却有共同核心的
为什么不同的社会 国家 族群 却有共同核心的
是非、法律、道德、价值观呢？
 现代人是想要把这个核心价值推翻，
现代人是想要把这个核心价值推翻
「推翻」也就是末日要到的预兆…
现在还没到完全结束的时候，每一个社会、国家
都还有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共同」就表示有一位
把它放进去了，才会人类都有这些共同的道德观。

五、人种论 — 不是在讲人类民族学，
是在讲人类虽然有这么多的民族，
是在讲人类虽然有这么多的民族
无论是大的民族、少数民族，圣经 —
只有 种 只有外表的变化
只有一种、只有外表的变化，
徒十七26a 他从
徒十七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本造出万族的人。

无论多少种族，都有敬拜上帝的本能、现象
 无神论国家否定上帝，洗脑快一百年，
无神论国家否定上帝 洗脑快 百年
结果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人又回到有神论


为什么这么多的种族，
很本能的有神的观念？拜神的行为呢？
 是在证明是因为有神存在
 是他把他自己存在的概念放在人心里，
是
他自己存在 概念 在
，
人才会有这种本能的认知

2. 帮助已经信神的人知道，对神的信仰不是
非理性 迷信 是有道理的 就更加坚信不移
非理性、迷信，是有道理的，就更加坚信不移
3. 可以堵住不信者的口，
有神论的论证，会发现无神论的论证没有更强，
 辩论时，可以让无神论者知道有另一套更强的道理
 至少圣经说：「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
这一些都是「助因」，有帮助的一些论证，
「主因」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就明白过来，
，助
，
主因为先，助因在旁边陪衬，也有一部分的效果。
虽然我们最早提到 — 上帝存在的论证，
 对上帝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圣经也没有写很多
 可是华人很高的比例受过无神论的洗礼，
所以才不得不花两个单元来讲这件事情
愿神赐福，让我们从这些都得到益处。

这一些论证有用吗？讲一大堆理论，
不一定让人从无神论就变成有神论了，
定让人 无神论就变成有神论了
因为上帝其实超过人理性的辩论，
伯十一7 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虽然不是靠这个，但还是有用…
 能够信耶稣，主要是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教导
能够信耶稣 主要是圣灵的感动 光照 引导 教导
 在与神和好之前、慕道的过程，有神论还是有作用的
1. 可以开启慕道者的心 — 人在抵挡神的时候是听不进去，
 上帝让人有些遭遇、比较谦卑了，对神的道愿意听时，
跟他讲有神论的论证，他会得到感动、激励、光照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这一些的时候，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这 些的时候，
渐渐开窍，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上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