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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講第十一講

為什麽神容許苦難和惡行？為什麽神容許苦難和惡行？為什麽神容許苦難和惡行為什麽神容許苦難和惡行



天災天災



人禍人禍



受苦受苦



爲何神不制止爲何神不制止……？？爲何神不制止爲何神不制止……？？

是神愛莫能助嗎？是神愛莫能助嗎？是神愛莫能助嗎？是神愛莫能助嗎？

是神漠不關心嗎？是神漠不關心嗎？

是神根本不存在嗎？是神根本不存在嗎？是神根本不存在嗎？是神根本不存在嗎？

如果神存在，而且祂是全能、全善的，為如果神存在，而且祂是全能、全善的，為
什麽祂容許這麽多的苦難在這個世界上？什麽祂容許這麽多的苦難在這個世界上？

爲什麽神不把所有的罪惡、苦難統統消滅爲什麽神不把所有的罪惡、苦難統統消滅爲什麽神不把所有的罪惡、苦難統統消滅爲什麽神不把所有的罪惡、苦難統統消滅
掉呢？掉呢？

羅素羅素（（BertrandBertrand RussellRussell）的問題）的問題羅素羅素（（BertrandBertrand RussellRussell）的問題）的問題



爲何神不消滅一切罪惡爲何神不消滅一切罪惡??爲何神不消滅 切罪惡爲何神不消滅 切罪惡??

小明問大明：「你說神有能力 很偉大小明問大明：「你說神有能力 很偉大小明問大明：「你說神有能力、很偉大小明問大明：「你說神有能力、很偉大
；祂是不是和魔鬼一樣強、一樣有能；祂是不是和魔鬼一樣強、一樣有能
力呢？」「不是的」大明說 「小明力呢？」「不是的」大明說 「小明力呢？」「不是的」大明說：「小明力呢？」「不是的」大明說：「小明
，神比魔鬼強多了。」「可是，爲什，神比魔鬼強多了。」「可是，爲什
麽神不把魔鬼殺死，使它不能再作惡麽神不把魔鬼殺死，使它不能再作惡
呢？」「你也可以這樣問，」大明反呢？」「你也可以這樣問，」大明反呢 你 可以 樣問 大明反呢 你 可以 樣問 大明反
問：「但當我們作惡的時候，神爲什問：「但當我們作惡的時候，神爲什
麽不把我們殺死？」麽不把我們殺死？」麽不把我們殺死？」麽不把我們殺死？」



苦罪從哪裏來？苦罪從哪裏來？苦罪從哪裏來？苦罪從哪裏來？

起初 神按著祂的形象造人 並且派他們起初 神按著祂的形象造人 並且派他們起初，神按著祂的形象造人，並且派他們起初，神按著祂的形象造人，並且派他們
管理地上一切的生物（管理地上一切的生物（創一創一2626--2727））
後來 人犯罪 違背了神的命令 必須離後來 人犯罪 違背了神的命令 必須離後來，人犯罪、違背了神的命令，必須離後來，人犯罪、違背了神的命令，必須離
開神；因此，罪和死亡就臨到世上（開神；因此，罪和死亡就臨到世上（創三創三
羅五羅五1212 2121））；；羅五羅五1212--2121））

罪惡不是來自於神，罪是來自於人和魔鬼罪惡不是來自於神，罪是來自於人和魔鬼

爲什麽神不把人創造成不會犯罪的呢？爲什麽神不把人創造成不會犯罪的呢？



爲什麽神不創造不會犯罪的人？爲什麽神不創造不會犯罪的人？爲什麽神不創造不會犯罪的人？爲什麽神不創造不會犯罪的人？

神是全能的 祂一定可以創造出不會犯罪神是全能的 祂一定可以創造出不會犯罪神是全能的，祂 定可以創造出不會犯罪神是全能的，祂 定可以創造出不會犯罪
的人，對嗎？的人，對嗎？

不可以 爲什麽？不可以 爲什麽？不可以。爲什麽？不可以。爲什麽？

因爲神要跟人建立親密的關係，祂要給人因爲神要跟人建立親密的關係，祂要給人
自由意志 使人可以自由地去愛祂自由意志 使人可以自由地去愛祂自由意志，使人可以自由地去愛祂。自由意志，使人可以自由地去愛祂。

如果神真的給人有自由選擇的能力，祂一如果神真的給人有自由選擇的能力，祂一
定要讓人有選擇惡、背叛神的機會。否則，定要讓人有選擇惡、背叛神的機會。否則，
他們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了。他們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了。

神要與自由的人建立關係，不是機器人。神要與自由的人建立關係，不是機器人。



爲什麽神不把罪惡都除掉？爲什麽神不把罪惡都除掉？爲什麽神不把罪惡都除掉？爲什麽神不把罪惡都除掉？

神是全能的 祂一定可以把一切罪惡都從世神是全能的 祂一定可以把一切罪惡都從世神是全能的，祂 定可以把 切罪惡都從世神是全能的，祂 定可以把 切罪惡都從世
上除掉，爲什麽祂沒有這樣做？上除掉，爲什麽祂沒有這樣做？

神有能力除去 切罪惡 祂現在還沒有這樣神有能力除去 切罪惡 祂現在還沒有這樣神有能力除去一切罪惡，祂現在還沒有這樣神有能力除去一切罪惡，祂現在還沒有這樣
做；可是，聖經告訴我們，有一天神要審判做；可是，聖經告訴我們，有一天神要審判
世界 並要把一切罪惡除掉（世界 並要把一切罪惡除掉（啓十九啓十九1111 2121世界，並要把一切罪惡除掉（世界，並要把一切罪惡除掉（啓十九啓十九1111--2121
））

神遲遲沒有施行祂的審判 乃是要多給人有神遲遲沒有施行祂的審判 乃是要多給人有神遲遲沒有施行祂的審判，乃是要多給人有神遲遲沒有施行祂的審判，乃是要多給人有
機會悔改（機會悔改（彼後二彼後二88--99））



神怎樣解決人類的苦難？神怎樣解決人類的苦難？神怎樣解決人類的苦難？神怎樣解決人類的苦難？

神知道人類的苦難，也很願意幫助他們神知道人類的苦難，也很願意幫助他們神知道人類的苦難，也很願意幫助他們神知道人類的苦難，也很願意幫助他們

神愛人到一個地步，甚至成爲一個人，親神愛人到一個地步，甚至成爲一個人，親
嘗人類的痛苦 祂甚至為世人而死（嘗人類的痛苦 祂甚至為世人而死（羅五羅五66嘗人類的痛苦，祂甚至為世人而死（嘗人類的痛苦，祂甚至為世人而死（羅五羅五66--
88））
基督能夠體恤我們的痛苦和（基督能夠體恤我們的痛苦和（希希 1818 四四基督能夠體恤我們的痛苦和（基督能夠體恤我們的痛苦和（希二希二1818；四；四
1414--1616））
在苦難當中，神並沒有撇棄我們，祂反而在苦難當中，神並沒有撇棄我們，祂反而
跟我們更親近跟我們更親近



罪惡是什麽？罪惡是什麽？罪惡是什麽？罪惡是什麽？

如果罪不是神創造的，罪從何來？如果罪不是神創造的，罪從何來？如果罪不是神創造的，罪從何來？如果罪不是神創造的，罪從何來？

如果神是產生宇宙萬物那終極的第一因，如果神是產生宇宙萬物那終極的第一因，
試問神對罪惡的存在是否也有責任？試問神對罪惡的存在是否也有責任？試問神對罪惡的存在是否也有責任？試問神對罪惡的存在是否也有責任？

奧古斯丁和奧古斯丁和阿奎奈阿奎奈怎麽說？怎麽說？

罪本身不是一種存在的實體罪本身不是一種存在的實體

罪是一種缺乏、一種欠缺罪是一種缺乏、一種欠缺

如果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沒有神就是罪的根如果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沒有神就是罪的根
源，源，叛逆神就是罪惡的開始。叛逆神就是罪惡的開始。

地獄是地獄就是因爲那裏沒有神。地獄是地獄就是因爲那裏沒有神。



創一創一2626--2828創創 2626 2828
2626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上帝說：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上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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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727 上帝就照上帝就照
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
造男造女。造男造女。2828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治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治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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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創三創三11--55創三創三11 55
1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 切的活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 切的活
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真說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真說
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22 女女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女
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
吃，吃，3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吃吃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上帝曾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上帝曾
說：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
死。死。』』」」4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55死死 』』」」 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 定死；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 定死；
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
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了 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了 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



創三創三66--77創三創三66 77
6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
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
也吃了。也吃了。7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
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
為自己編做裙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羅五羅五1212--2121羅五羅五1212 2121
12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1313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罪也不算罪 1414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 死就作了然而從亞當到摩西 死就作了罪也不算罪。罪也不算罪。1414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
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
權下 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權下 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1515 只只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1515 只只
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
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
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1616 因因
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賜 原來審判是由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賜 原來審判是由
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而稱義。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而稱義。



羅五羅五1212--2121羅五羅五1212 2121
17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若因 人的過犯 死就因這 人作了王 何況若因 人的過犯 死就因這 人作了王 何況
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
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1818 如此說來，因一如此說來，因一基督 人在生命中作王嗎？基督 人在生命中作王嗎？ 如此說來 因如此說來 因
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
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1919 因一人的悖因一人的悖
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
人也成為義了。人也成為義了。20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
多；只是罪在哪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多；只是罪在哪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21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啓十九啓十九1111--1616啓十九啓十九1111 1616
11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我觀看 見天開了 有 匹白馬 騎在馬上的我觀看 見天開了 有 匹白馬 騎在馬上的
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12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 又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 又
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1313 他他
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道。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道。14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
潔，跟隨他。潔，跟隨他。15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
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上
帝烈怒的酒醡。帝烈怒的酒醡。16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
說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說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啓十九啓十九1717--2121啓十九啓十九1717 2121
17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我又看見 位天使站在日頭中 向天空所飛的我又看見 位天使站在日頭中 向天空所飛的
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上帝的大筵席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上帝的大筵席
，，1818 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 壯士與馬和騎馬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 壯士與馬和騎馬
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
的肉。」的肉。」1919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
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20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
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
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
湖裏湖裏 2121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湖裏；湖裏；2121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
；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彼後二彼後二88--99彼後二彼後二88 99

8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8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
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
如一日。如一日。9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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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願人人都悔改。，乃願人人都悔改。



羅五羅五66--88羅五羅五66 88

66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66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
定的日期為罪人死。定的日期為罪人死。77 為義人死，為義人死，
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或者有敢
做的。做的。8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做的做的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
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向我們顯明了向我們顯明了。向我們顯明了。



希二希二1818；四；四1414--1616希二希二1818；四；四1414 1616
18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
探的人。探的人。

1414 我們既然有 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我們既然有 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1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
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
認的道。認的道。15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認的道。認的道。15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
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1616 所以，我們只管所以，我們只管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1616 所以，我們只管所以，我們只管
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羅素的問題羅素的問題羅素的問題羅素的問題

11 如果神是全善的，祂會消滅罪惡。如果神是全善的，祂會消滅罪惡。1.1. 如果神是全善的，祂會消滅罪惡。如果神是全善的，祂會消滅罪惡。

2.2. 如果神是全能的，祂能消滅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的，祂能消滅罪惡。

但罪惡沒有被消滅 所以世上沒有全善但罪惡沒有被消滅 所以世上沒有全善3.3. 但罪惡沒有被消滅，所以世上沒有全善、但罪惡沒有被消滅，所以世上沒有全善、
全能的神。全能的神。

基督徒只同意羅素的第基督徒只同意羅素的第11、、22點，但不同意點，但不同意
他的第他的第33點結論，結論應該是：點結論，結論應該是：

3.3. 罪惡尚未被消滅，所以神將來要消滅罪惡罪惡尚未被消滅，所以神將來要消滅罪惡
（（啓二十啓二十1010--1515，，二十一二十一44，二十二，二十二33--88）。）。啓 十啓 十 十十 十十



啓示錄二十啓示錄二十1010--1515啓示錄二十啓示錄二十1010 1515
1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 就是獸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 就是獸
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
永遠遠。永遠遠。11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
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1212 我我
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
展開了 並且另有 卷展開 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展開了 並且另有 卷展開 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
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13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
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1414 死亡和死亡和
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515陰間 被扔在火湖裏 這火湖就是第 次的死陰間 被扔在火湖裏 這火湖就是第 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啓示錄二十一啓示錄二十一44，二十二：，二十二：33--88啓示錄二十啓示錄二十 44，二十二：，二十二：33 88
44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上帝要擦去他們 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上帝要擦去他們 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
的事都過去了。的事都過去了。」」的事都過去了的事都過去了 」」
3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上帝和羔羊的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上帝和羔羊的
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44 也要見他的也要見他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44 也要見他的也要見他的
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55 不再有不再有
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上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上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上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上
帝要光照他們。帝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
遠遠遠。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