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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国际函授学院预备本课程是为了帮助你认识基督徒

如何才能有智慧地应对哲学和神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作者阐述了真理的本质，神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宣言和

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基督教虽然充满了智慧，但是又远

远超出了智力上的认同。它还包括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的经历和委身。你可以把本课程作为一本书来阅读，也

可以把它作为一门函授课程来学习。你的指导老师很乐

意与你一同学习。 

作者杰里·桑迪奇（Jerry Sandidge）是一位按立的
牧师。在过去的八年中，他一直为大学生们工作，为学

生们编辑一本基督教杂志达三年之久。现在他生活在比

利时的勒芬（Leuven Belgium），在那里他担任了“大学
行动”的主任，这是一个传播福音和促进学生属灵成长

的项目。 

桑 迪 奇 先 生 在 美 国 密 苏 里 斯 普 林 菲 尔 德

（Springfield，Missouri，USA）的中央圣经学院（Central 
Bible College），获得了圣经学士学位和宗教教育的硕士
学位。他在美国密苏里获得了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的教育学咨询专业的
硕士学位。最近，他又从神学院获得了道德和宗教科学

的硕士学位，并从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Belgium）的哲学学院获得了哲学
学士学位。他还是这所大学神学院宗教研究的哲学博士

学位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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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结构 

每一篇课文的结构都是相同的，这样编排课文有利

于你的个人学习。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来随意阅读，然

而，我们建议你找时间缜密思考和认真消化课文内容。 

每篇课文的开头都是简介性的开场白，旨在指出课

文的总体内容。接着是“思考题”，这些思考题是为了促

进你们的思考和指出课文中的各种具体方法。在你阅读

课文进程的时候，要记住这些问题，这一点很重要。 

“词汇学习”的作用在于帮助理解课文中所使用的

重要词汇。或许你已经懂得它们中的很多词汇。但是，

这些词汇常常是作为一种你可能不太熟悉的专业术语来

使用的，即使这些词语本身是你所熟悉的。再者，在你

阅读课文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些词汇。你需要的时候，

可以回过头来查阅它们。 

“课文进程”是课文的基本内容。课文进程分为若

干个部分，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在一个时间段内学完一

个部分的内容。为避免你不熟悉课文中所提到的作者和

著作，课文中提供了注脚和参考书目的出处。课文中还

表明了所引用经文的出处，希望你找时间查阅这些经文。

圣经是基督教任何课程必不可少的课本。除非另有注明，

所引用的经文，都出自和合本圣经。 

在课文的最后，紧接着“所引用的参考书目”的那

个部分，是“进一步学习的建议”。你会发现这里所列举

的书籍，对于进一步探讨本课所阐述的主题会颇有帮助。 

再往下是“个人学习”部分，这个部分的目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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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两件事：（1）使你以一种充满意义的方式，来进行个
人的圣经学习和思考，（2）把每一篇课文的主题联系圣
经和你的个人生活。 

最后，虽然本课程并不是修学分的课程，也没有类

似那样的考试，但是仍然有一系列“自测检查”的题目。

这只是一种复习课文内容的简单方式。我们建议（当然

不是要求）你根据课文内容写出自测题答案，然后再对

照课文后面的答案。在自测检查题之间，还穿插着一些

“思考题”，目的是要你把该主题与你个人的生活情况联

系起来。 

本课程还配有《学生互动联系》。它的第一部分是“互

动练习 A”，要求你重温整个课程的内容。我们诚恳地要
求你完成这个部分的练习，并把它交给你的指导老师。 

“互动练习 B”要求你对课程本身作出回应，并对
课程作出你的评价。无论你是否完成本课程的学习，要

求你把自己对本课程的真实看法告诉我们。这对我们至

关重要，因此，无论你何时停止了对本课程的学习，也

无论是什么原因，请把你对“互动练习 B”的看法给你
的指导老师。 

“互动练习 C”要求你记录自己与耶稣基督相交或
者是祈求更多地与基督个人相交的状况。你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在任何时候完成这个部分的题目，但是，你

应该在自己真诚地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才去完成这些题

目。 

本课程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便于你自学，无论

你在哪里都可以自学。如果你对课程内容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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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你的指导老师联系，你将会立刻得到他们的帮助。

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希望与其他人探讨本课程的内容。

你会注意到本课程的版式本身，也适合于集体学习和讨

论。但是，无论你是自学，还是与他人一起学习，我们

相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你将会更好地认识到基督教信

仰的本质和基础。 

作者序言 

“人类的伟大在于思维” [彭塞斯·帕斯卡
尔·(Pascal，Pensees)，346页]。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是法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说的
这句话，提醒我们必须把人作为有思想的生物来对待。 

本课程的目的是要引发思考——思考真理和终极的

生命存在。本课程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正如每一

片雪花都不相同和具有其独特的样式一样。每一个人都

有自己个人的经历，他自己对生命的观念，以及对真理

和现实的理解。我们希望本课程在提供对生命意义的认

识的同时，还将宽容个人和文化上的差异。 

我是一位基督徒，这是我已经决定采用的生活方式。

我要与你们探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基督徒看来是至

关重要的。我得赶紧补充一句，我爱人们，包括所有的

人，甚至于那些与我信仰不同的人。我特别爱学生，在

过去的八年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与大学生们度过

的。我发现他们很友善，也很体贴人。他们允许我保持

我的信仰，没有丝毫的粗鲁或讥讽。然而，他们中的很

多人并不认同这一信仰。这是有原因的。有些学生认为

宗教和教会在当今已经不重要了。有些人则因为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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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某些基督徒的缺点错误，而回避这一信仰。很多

人憎恨虚伪甚于其他任何事情，不认同他们还没有完全

信服的任何东西。 

我正是为这类人写作本课程的，无论他们是否是学

生。我要对那些已经被吸引归向耶稣基督，但是此时此

刻还没有真诚和自觉地“签名”完全委身的人们作阐述。

很多时候，我的观点可能会显得相当狭隘，但是毕竟真

理本身就是狭窄的，因为本课程坚持认为真理都是正确

的，都是不应该抛弃的。真理就是本课程第一课的主题。 

真理是绝对的，但是对真理或智慧的理解不是绝对

的。虽然如此，没有任何人，甚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类

群体，可以声称是无所不知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公
元前 469-399 ）被称为是“最聪明的希腊人”。他自己却
怀疑这样的说法，于是着手探讨所有那些以智慧而闻名

的人们。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比他们都聪

明。为什么？“因为他至少明白自己一无所知，而他们

却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阿姆斯特朗(Armstrong)，27
页]。 

我希望具有苏格拉底的某些智慧，因为我没有宣称

自己知道了全部的答案。然而，在第一课中，我确实尝

试探讨关于真理以及我们如何明确地认识真理的问题。

真理具有某些独特性。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
元 345-430）说：“无论在哪里发现了真理，一定要如饥
似渴地接受它。”[引自弗里曼特尔（Fremantle），14页]。
实际上，在你学习这些课文的时候，我对你的全部要求

就是接受真理，无论你在哪里发现了它。 

第二课是关于“神”的课文。在“以极端有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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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智力来认识可能存在的神，或自然的最初起源”（弗里

曼特尔，16页）与关心人类和介入人类事务的真实的神
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藉以形成关于神的前一观

点的过程属于哲学范畴，对于后一观点的研究则属于神

学范畴，而对于其意义的回应，则可以称之为宗教或信

仰。 

在此，我们并没有试图贬毁哲学。事实上，在中世

纪及其以前的时代，哲学和神学被认为是同一科学的两

个部分(见 A 注)。哲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
思想。然而，若干世纪之后，为着使之更好或更差的缘

故，这两个方面被分割开了。虽然我并不忽视哲学的方

法或意义，但是，我在此处的目的是更注重神学而不是

更注重哲学。当你学习这些篇幅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基督教的核心包含于一个重要的名字：基督。如果

不真正地仰望其创始者，就不可能严肃认真地看待基督

教信仰。因此，耶稣基督这个人和他的作为就是第三课

的主题。正如安尼·弗里曼特尔精辟阐述的那样：“基督

教哲学就是理智地探究存在的本质，并以此作为人类之

外可能存在的某种力量，而这一力量是人类寻求的目的

和起因；或者是，正如基督所说的那样，他自己就是‘道

路、真理和生命’”（弗里曼特尔，16页）。 

而瑞士精神病专家保罗·图尔尼尔（Paul Tournier）
关于他的咨询的阐述，可能会适合于基督：“事实上完全

认识一个人，比从表面上探究一百个人会更加有趣”（图

尔尼尔，21 页）。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明白耶
稣。作为他的传记作家、同时代的人和朋友，约翰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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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颇有说服力，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

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约翰福音 21：25） 

认识耶稣的主要资源，就是关于他的最权威的书卷

集⋯⋯圣经，将其作为一本神圣的书卷集来探讨是第四

课的主题。然而，一直以来对于圣经仍然存在着很多误

解。有些基督徒坚持认为，即使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也

是有这个意思，因为神已经在圣经中对人说明了，因此

人便不再需要思考。我必须反对这种理解圣经的方法。

一个严肃认真地对待基督教的人，必须思考圣经中的话

语。通过理解和思考，一个人才能在圣经的信息中，获

得基本信心或信仰。信心和理性不应该是敌人，而是最

好的朋友。因而，爱思考的人希望在某些明确的东西上，

建立他的信心，第四课的目的是要建立圣经的信誉。 

圣经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还激励人们追求真

理，并且通过经历发现事实的喜悦来渴望明白真理。因

此，第五课的主题是关于“个人的宗教经历”。在这一课

中，我的阐述转向了现实层面，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探讨

真理、神、耶稣和圣经，不仅仅是从理性的观点来探讨，

而是从委身的观点来探讨。 

有一天，我的哲学教授在课堂上谈到了三种类型的

哲学家，虽然他是在谈论哲学家，但是我认为他所说的

话，完全适合于我们所有的人。他说，这三种类型是智

力型的人、情感型的人和意志型的人(见 B注 )。每一种
类型的人都有其相应的哲学。与第一种类型相对应的是

实证唯物主义的理性统治，与第二种类型相对应的是泛

神论的理想主义，与第三种类型相对应的是基督教。你

 9



或许会不明白所有这些专业术语的含义，但是，毫无疑

问，你会明白最后那个术语，即意志型的人。 

第五课将从适当的视觉来探讨这三个因素，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意志型的人。这并不

是说一个人的智力或情感，在生命和宗教中没有任何作

用，它们当然有其作用。但是从主要方面来说，当我们

谈及基督教的时候，所说的是要求我们自己做出决志，

这是意志的作用。 

有一次，一位妇女来找保罗·图尔尼尔咨询。在她

叙述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她害怕图尔尼尔博士

会不公正地看待她的母亲。因此，她尽力要做到完全诚

实。图尔尼尔写道，他可能会忘记她所告诉自己的许多

事实，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会谈中所发生的事，因为

他认识到了那位妇女对真理的深切关注。他这样描述所

发生的事：“我从咨询转向交通。咨询是理性的，而交通

则是属灵的；但是，咨询是通向交通的途径。咨询谈论

人，交通则触动人。通过咨询，我可以明白某种情况；

只有通过交通，我才能明白一个人。人们希望我们理解

他们的各种情况，但是他们也同样希望我们理解他们本

人”（图尔尼尔，25页）。 

这也是我编写本课程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以这样的

方式来说话，以使得某种类型的“交通”可以得以建立。

你知道，我不仅仅是要传达信息，而且还要表达某些更

深层的东西，某些属灵层面上的东西，某些个人层面上

的东西，以及潜意识层面上的人类意志。 

埃米尔·布鲁纳（Emil Brunner,1899-1966）(见 B注)
说，“相信泛神论哲学比相信主神要舒服得多”[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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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lie），55 页]。(见 D 注)中性的神对我们的意志毫
无要求，也不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付出什么。 

这里所包含的意思，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挑战：研

读、思考、委身。这里所阐述的并不是“它就是要么接

受要么放弃”的态度，不，完全不是，而是提出了一个

要求：思考，用诗篇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要尝尝主

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诗篇 34：8） 

 

                             杰里·L·桑迪奇 

 

1977年于比利时勒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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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A “十三世纪以前，整个学问，包括人文科学和神学都
被称为哲学。正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所说的，
这个术语包含了全部的基督教智慧。”[范斯汀伯根（Van 
Steenberghen），34页]。 

B 这三种类型是由一位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首先提出来的。 

C 埃米尔·亨里奇·布鲁纳（Emil Heinrich Brunner）是
一位改革传统的瑞士神学家，帮助主持了当代新教的神

学课程。他既是一位牧师，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写作了

十多本关于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D 贝里（Baillie）引自布鲁纳所著的《叛逆的人类》（Man 
in Revolt）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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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我如何能够确知？ 

 

有一位法国的大学化学系本科生，厌倦了学习的压

力，于是，他决定外出度周末。他造访的地方正好是我

所居住的城市。因为某些非同寻常的情况，我们相遇相

识了。我们分享了关于神、宗教和价值观念的看法。后

来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犹疑： 

“我应该承认我已经变得非常多疑，更不用说近年

来所持有的无神论观点了。正如我的很多朋友那样，我

们把教会看成是过时的东西，不可能给出任何关于将来

的答案······ 

关于是非的基本标准，随着时间、文化、哲学和宗

教的变化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改变，没有人可以预见一

个假定的充满了爱的神会采用什么来做标准。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近来生活的变化是如此

之快，一个人已经难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和应该持

什么样的立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重要的是要

有开放的心胸······” 

 这位大学生坦诚地表达了一些重要问题。希望你像
他和当今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开始怀疑他们的迷惘。本

课程是根据这样的设想来编写的，即你真诚地希望了解

基督教对于这些问题和其它类似的问题是怎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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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真理的本质 
 检验真理的标准 
 清晰思维的障碍 
 迷惘的原因 
 一个挑战 

思考题 

1、你如何给真理下定义？ 
2、在检验真理的最初八条标准中，你看到了什么缺点？
特别是如果把每一条标准单独用来作为唯一标准的

情况下。 
3、一条真理要系统地保持一致，哪四个方面必须和谐地
联系在一起？ 

4、在清晰思维的四个障碍当中，你认为哪一个障碍受到
了基督徒们的最多指责？ 

5、导致迷惘的哪个原因或哪些原因，是一直以来最困扰
你的？ 

6、基督对于生命中那些重要问题的回应，你愿意真诚地
调查研究它的真实性吗？ 

词汇学习 

绝对的（absolute）——没有瑕疵的；完美的。 

自相矛盾（antinomy）——两个显然有着同等效用的原
则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从这样的原则中，正确地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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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之间的矛盾。 

价值论（axiology）——关于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尤其
是伦理道德的本质、类型和标准的学科。 

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相信所有的知识，都依靠
感官认识或体验来获得的人。 

认识论（epistemology）——研究知识的本质、可能性、
局限性及其有效性的一个哲学分支。 

相对主义（relativism）——认为知识是与认知水平和认
知条件相对应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道德真理取决于

坚持这些真理的个人和群体。 

课文进程 

没有根本上的错与对，这是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一

种观念。现代人认为道德标准和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

根据可行性、环境或特权等情况来建立的。有些人会说

这些道德标准和真理会因为文化、时代或风俗习惯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他可能会对“明确地知道某个事

物”的想法感到不舒服。他不会接受生活中任何方面的

绝对标准。 

用哲学术语来说，探讨是非会把我们带入关于价值

观念或价值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价值观念，会

使得我们直接面对知识问题。这个古老的知识问题就是

本课的主题。 

从古希腊时期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

问题，其哲学专门术语是“epistemology”（认知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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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希腊语“episteme”这个词，是“知识”的意思。因此，
价值论就是关于知识的本质和范畴的学科或理论。 

然而，这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现

实意义的问题。当今时代盛行怀疑一切和悲观主义，对

真理的确信或把握对于我们颇为重要。无论你是否已经

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个人存在的核心问题。正是根据这

一原因，我们在本课程的开篇，便展开对知识和真理的

阐述。 

真理的本质 

是绝对还是相对？ 

阿巴德拉（Abdera）的普罗塔歌拉斯（Protagoras，
见 A注）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只是
一种观念问题。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真理，它就是你的

真理。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真理，它就是我的真理。当

今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在上心理课

的时候说过，“只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那就是没有绝

对。” 

这种观点的本质，在于每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都不

一样，因此，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理。这也是经验主义者

的观点，经验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有赖于感性认

知。这种观点使人们相信“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由于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变化中，因此，人创造了他自

己的现实，也因此得出了他自己的真理。 

在一定程度上经验主义者是正确的。例如，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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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对我们所处的环境的体验，都会稍微有所不同。

一个盲人的很多体验，是有视觉能力的人所不熟悉的。

我本人有一点色盲，即使是这一点轻微的色盲，也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认知。 

不幸的是，经验主义者走得太远了。因为有些事物

是相对的，因此他就得出了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结论，

而这是毫无道理的归纳。当经验主义者运用这种包罗一

切的归纳方法的时候，便会导致相对主义（真理是相对

的），最终陷入怀疑主义（一切都是无法确知的）。认为

所有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无异于说一个人的对立者的

观点也是正确的。认为真理与文化、环境或时代相关就

会带来困惑，因而导致怀疑主义，最终是悲观绝望。 

基督教教导反对真理是相对的观点。耶稣宣告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

音 8：32）后来，他又作了令人敬畏的宣告：“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 ”（约翰福音 14：6） 

试想这两个宣告的伟大意义！耶稣是在说，与他发

生关系，就是与真理发生关系，而这真理是绝对的真理。 

何为绝对？ 

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就会导致自相矛盾，那就是要把

绝对真理断言为真理的相对性。这样做会使得我们不合

乎逻辑和自相矛盾。 

请不要忘了那位教授所说的话：“只有一样东西是绝

对的，那就是没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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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真理是判断各种观念之真实性的标准。因此，

如果没有绝对真理的判断，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观念。 

正因为有绝对真理，所以，不是所有的事物或观念

都是正确的。真理会指出错误。因此，有必要确定某些

标准来分别是非，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对真

理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 

真理的定义 

卡内尔（Carnell）教授说，“真实是某种判断或主张
的品质，随后在我们的经历中，证明与事实完全相符，

我们的希望也不至于落空”（卡内尔，45页）。因此，真
理是与事物的实际状况相符的，是与基本事实相符的。

例如，如果你被告知苏塔教授在马尼拉大学演讲，然后

你去到那里发现这是事实，那么这一告知就是事实。“因

而，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真理就是与实际事物相符的

一种判断。”（同上，46页） 

但是，要做到非常精确，我们就必须更进一步，那

么，真理就是与神的心意完全相符或完全一致，因为神

就是真理。神是一切事实的创造者，脱离了神的永恒本

质，就不会有任何事实。卡内尔博士说，“因为那心意就

是创造宇宙的蓝图”（同上）。 

神的心完全明白事实；因此“真理就是与神的心意

相符合的判断的产物”（同上，47页）。如果我们不同意
神对事实的诠释，那么我们就是错误的，因为神是绝对

真理，是不会出错也不会撒谎的。从旧约圣经中，可以

看到神关于这方面的话语：“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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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

要成就呢？”（民数记 23：19） 

真理并不是高于神的东西，而是与神一致的东西。

因而，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真理是与神的心意保持一

致的。 

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真理与神的心意相一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的判断符合神的心意呢？卡内尔博士列举

了若干个为理智的人所接受的标准，以此来作为判断某

项陈述之真实性的指南（见 B注）。 

直觉 

直觉在最低层面的判断上，对我们会有所帮助。精

神分析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证明了这一实验的有效性。他甚至认为，任
何直觉的东西一定是真实的。 

事实上，直觉提供动力，但是它几乎不能提供指导。

例如，在某个沙漠孤岛上，我可能会感到急切地要喝我

所能看到的水。直觉会告诉我，我真的渴了。但是，这

种直觉在确定饮用这水的安全性上，则不会有太大的帮

助。因此，虽然直觉会迫使你寻求真理，可是它并不能

分别正确与错误。而且，直觉还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出什么是直觉的，什么是在特定条

件下所获得的，是不能的事。因此，即使直觉能够表明

真理，它自身也不能评价真理。 

 20



风俗 

风俗有一定的价值，假定这种风俗最初是建立在真

理的基础之上的话。风俗就是某个人，或在某个特定的

族群中确立的习惯或形式。例如，在大多数社会中，都

有年轻人要尊重父母和老人的风俗。但是，风俗有可能

是好的或不好的，有可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也有可能

符合神的心意或不符合神的心意。 

例如过去有个风俗是，寡妇自投到焚烧她丈夫尸体

的火堆中，如今会普遍认为不是一种好风俗。每一种文

化都有好风俗，也有不那么好的风俗。不同地方和不同

时代的风俗，实际上也可能会互相冲突。因此，风俗本

身不可能是一种对于真理的可靠试验。 

传统 

传统不过是在某种文化中已经变得一成不变的风俗

而已。对于传统的普遍辩解通常是：“不可能有那么多人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错了。”深深地植根于过去的某些基

督教仪式，也充满了各种传统，甚至于可能把它们作为

教义或惯例的一种真实证据。虽然就风俗来说，传统常

常会更为有益。如果它们最初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

的，它们便为人们提供了过去的根源，而这可以是一种

稳定的影响。这些传统可以对那些重要的事情，起到提

醒的作用。 

然而，传统也有其弱点，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

根源。但是，即使它们的根源是好的，经过漫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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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着腐化变质的危险。建立在真理基础之上又得到

了纯正流传的传统，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如果它的根

源是错误的，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已经腐化变质，

那么，这个传统就是不好的，甚至是危险的。 

最后，还可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传统。真理必须建

立传统，而不是传统建立真理。 

普遍一致的准则 

这个术语指的是“民族的赞成”。为每一个人每一个

地方所信奉的东西，通常听起来好像是确定真理的万无

一失的标准。这听起来比其实际情况更加有说服力。 

例如，几个世纪之前，人们认为太阳每天早上升起，

每天晚上落下。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随处可

以听到的话语，正好与我们的观察相吻合。但是，现在

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只是地球的旋转所导致的现象。 

相信你们祖先们所信仰的东西是一件好事，如果他

们所信仰的东西是真实的话。但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

他们所信仰的东西是否是真实的。一位基督徒学生的室

友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有一天他评论道：“我们总是被教

育说没有神，但是又假设有一位神。” 

因此，“一项陈述必须是真实的才值得相信，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大家都相信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卡内尔，

49页）。这种对真理的检验本身就证明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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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 

每一个人都知道感觉会带来什么，预感、情感、灵

感，甚至于信心。你可能会说，它们是确定信仰和行为

的一种常见的方式。或许，我们所乐于接受的许多重要

决定，都是建立在一时的预感或灵感的基础之上的。这

并没有什么完全不好。情感是人的构造的一个不可分割

的部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一件事物的感觉如何

是很重要的。 

虽然它们确实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可能是真实的，但

是，感觉并不是对于真理的真正可靠的检验。感觉是模

糊的、表达不清的，也常常是不稳定和易犯错误的。它

们容易受到身体疲乏、疾病或身体功能的其他不协调的

影响。真理应该由某些更加客观的东西来确定其效用，

而不是由感觉来确定。 

感官认识 

我们通过五种感官——视觉、触觉、听觉、味觉、

嗅觉，所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对于真理的可靠检验。实际

上，这些是真理的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依

赖于我们个人的经验。但是，这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的

感官也可能会受到欺骗。例如，铁轨延伸至远处就会呈

现出交接在一起。有一半没入水中的船桨，会显得是弯

曲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炎热多尘的日子里，都确切

看见过海市蜃楼。 

我们接受了很多有效的知识，如历史材料和地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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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很多事情都是我们的感官所没有经历过的。例如，

我们没有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文字

记载，来获取对于这些战争的真实认识。我们必须依靠

地图，来精确地描述某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国家。因此，

我们不可能完全只依靠感官认识，来认识真理。 

一致性 

一致性可以表明某个观念是正确的，如果它与事实

相符合的话。例如，“树”这个观念是真实的，如果它与

外面现实世界中的树成功地相吻合的话。 

一致性有着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具体的现实情况

中。例如，上个世纪的许多考古发现已经向我们证实了

圣经中的大多数信息。地理位置、人物身份、地方、事

件、文化和其他许多因素，都得到了正面的证实，因为

考古发现与圣经记载之间是一致的。 

因此，一致性可以用来作为对真理的很好阐释，但

使用其来检验真理则是有缺陷的，因为这样的一致性必

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才行。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检

验如何用来衡量无形的真理和价值，如爱、幸福、美丽

或喜乐呢？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把真理阐释为有作用的东西。这显然是一

种非常简单和直接的寻找真理的方式，而实际上，这也

是我们在现实层面上，几乎每一天都使用的方式。如果

一位厨师精确地按照食谱来烹饪，那么，他就可以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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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如果她使用了替代品，或者是

读错了食谱中的说明，那么，就不能指责原始食谱是错

误的。 

因此，这种方式也有其优点，因为我们不会期望终

极真理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或很差的结果。但有时候，有

些似乎起作用的东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益处。

我们对将来结果的有限认识，减低了实用主义作为检验

真理的价值。有些东西即使它们的基础是不真实的，也

可能会暂时起作用，好象要产生有益的结果。例如，一

个在钱财上遇到困难的人，可能会盗用他所工作的公司

的钱来解决问题。他的解决办法可能也会一时“起作用”，

但是最后那样的行为，将证明是令人失望和代价昂贵的。 

真理的效用，不能只依赖于实用主义的“作用”。实

用主义会导致怀疑主义和悲观失望，因为对于某个人的

作用或真实性，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会不起作用或不真

实。基督教是真实的，因此它是有效用的，但是我们并

不把基督教真理建立在有效用的基础之上。 

系统的一贯性 

系统的一贯性提供了对真理的最为可靠的检验。这

包括了两个部分，一贯性和一致性。 

一贯性指的是每一个真实的见解，都将与其他已知

的见解相一致。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都必须彼此保

持一致。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说基督教存在着终极的或

永恒的悖论（明显的矛盾）或自相矛盾。但是，这些明

显的矛盾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在神的心意中，对这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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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相互矛盾的观念，都有最终的解决办法。 

然而，一贯性并不足够，因为即使其显得没有错误，

我们也必须知道真理如何、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联系在

一起。一致性指的是真理如何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所有

事实的全面观察。观念的联系、它们彼此之间的一致关

系，构成了确定真理的坚固基础。 

因而，系统的一贯性是逻辑上的自相一致（不矛盾）

以及与事实和经历相吻合。总之，这种与事实的相符，

正如它在神的心意中所存在的那样，因为从本质上说，

神是自相一致的，是一切事实的创造者。 

真理事实是与经验之间的一致，也是人的理智与神

的心意或绝对真理之间的一致。 

你最好在心里温习一遍这里所探讨的对于真理的九

种检验。你能明白到“系统的一致性”包含了它们中的

全部吗？前面的八种检验，都不能单独用来充分地证明

真理。但是，真理常常会在它们中的每一种检验里，得

出一种积极的答案，因此其决定性的印象也是积极的。 

清晰思维的障碍 

当我们面对新的观念的时候，都应该确保清楚地思

考手头的问题。如果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种宣传，必须

对它有所认识。如果我们被要求去检验事实和妨碍人的

旧偏见，就必须明白它们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它

们。请思考一下提多教授所概述的这些关于清晰思维的

普通障碍（提多书，26-29页）。请尽可能地使你对基督
教的思考保持诚实和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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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 

偏见是一种心理成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它

可能会导致忽视或低估合理的证据。当今世界有着各种

各样的偏见，这些偏见会使得人们难以或不可能得出精

确的结论。偏见通常是以情感为导向而不是以事实为导

向的。 

宣传 

“宣传”这个词正如其通常所使用的那样，指的是

为了促进或损毁某项事业，而有选择或有倾向性地使用

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说，宣传是一种人为的操纵方式。

有些人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来试图控制人的思想。

宣传者利用人的感情，使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以获得他

们所预定的回应。宣传不是基督教的方式，当然也不可

能是本课程的方式和目的。 

权力主义 

权力主义认为知识应该得到权威的保证或“认可”。

它应该被接受为“盲目的信仰”，而不看其是否与事实和

经验相一致。 

基督徒们有时候也被指责为权力主义，因为他们接

受圣经为最终的权威。基督徒们自己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他们相信圣经证明了事实与经验的一致性。（我们将

在第四课中对此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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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的错误 

违反逻辑原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术语、前提和归

纳。 

词义错误（术语）是对词语的错误、粗心或不恰当

的使用。在某些阐述中，你可能会不经意地改变某个词

语的含义。例如，律法可以是自然法，可以是立法，也

可以是道德法。必须注意的是，不要在使用同一个词—

—律法时，却改变了它的含义。 

形式上的错误（前提）的产生，是错误地使用了推

理步骤，使得我们从自己的基本主张或前提中，得出了

错误的结论。下面的论据就是关于形式上的错误的例子。

男人们穿裤子。A穿着裤子，因此 A是一个男人。在第
一前提中，我们没有说只有男人穿裤子，因此这个结论

的得出，是建立在错误推理的基础之上的。 

经验主义的错误（归纳）的产生，是因为急于归纳

总结。因为事件 B紧随着事件 A，我们会错误地认为或
推想 A与 B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我可能会
没有吃晚餐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头疼得

厉害。那么，归纳出“晚上睡觉前不吃东西会引起头疼”

的结论，则是不恰当的。（见 C注） 

因此，要避免逻辑上的错误，我们必须避免错误地

使用“术语”和“前提”，还要避免作太宽泛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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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原因 

那些真正遇到智力问题而又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

人，是诚实的怀疑者。至于对基督教的怀疑，质疑其有

效性的基本原因有四个。或许，你也会有这样的原因，

或者是其中的一两个。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你诚实地

对待自己，承认它，尽力去克服这些原因。 

在基督徒当中反复无常 

有些所谓的基督徒，对于基督教是怎么回事起到了

不良的示范作用，这令人悲伤，但也是事实。非基督徒

们期望看到基督徒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和与他们的信仰

相一致的行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或许，你所阅读的

“圣经”就是某些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我建议你不要

根据这来判断基督教，而是要根据基督教的原则来分析

基督教。要尽心尽力地去直接阅读基督教的“教科书”

——圣经本身，亲自专心致力于圣经和圣经教训。 

缺乏信息 

或许，此时此刻你正苦于智力上的疑惑，希望找到

基督教真理。在通常情况下，非基督徒往往会对基督教

的真正教义产生错误的认识。明确地认识基督教的唯一

方式，就是自己亲自学习圣经，弄明白那些虔诚和博学

的基督徒们所信仰的是什么。要在智力上做到真正诚实，

在你通过准确的信息来源尽力了解基督教之前，都不应

该弃绝它。 

 29



道德上的抵制 

我必须善意地指出这一点，因为不能不说。很多人

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们对此有所了解，即它有

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不愿意以此来调整他们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检讨你的动机和疑惑。你可能会发

现自己不希望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希望圣经是神的书，

因为它可能会抵制你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不愿意接

受基督教的通常理由。对信仰有些了解，然而却弃绝它，

而不是接受它，因为他们惧怕对自己的生活所带来的后

果，或者是感到缺乏内在的力量，来过基督徒所应该过

的生活。 

属灵上的冷漠 

这是迷惘的基本原因。使徒保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

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

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 2：14） 

此时，这节经文也使我认识到了这些课文的局限性。

我充其量不过是指出一些事实和相关信息，来作为解惑

的选择而已。除了神的灵，没有人可以向你完全“证明”

基督徒生活方式的效用。如果你是开放的，并且愿意接

受真理，圣灵将会赐给你关于属灵事实和经历的内在确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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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挑战 

除非你采取一种意志坚强、坚持不懈的态度，否则，

你继续学习本课程，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如果认为没有

神，那么，我们越早弄明白越好。如果认为神不是真的，

那就是有一种邪恶，我们必须永远清除它。相反，如有

有神的话，那么，在我们的人生中，明白和了解神的心

意与作为，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如果耶稣只是另一位道德教师，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如果圣经只是盲目地寻求神的人

所记载的很多关于神的书籍之一，那么，何必费工夫去

阅读它和努力理解它呢？如果祷告只是“对自己说话”，

那么，最好还是立刻停止这样的胡言乱语吧！ 

我在试图说什么呢？我要说的只不过如此，花时间

和精力，有自律地认真思考一下基督教信息及其意义。

我的建议如下： 

1、完成本课程的全部五篇课文。利用“思考题”、
“自测检查”和“个人学习”这些部分，去对每一课做

深入的研究。 

2、准备一本圣经，查看课文中所用到的参考经文，
尤其是每一篇课文后面的“个人学习”部分所提到的经

文。“个人学习”部分，将要求你阅读特定的经文章节，

并对它们加以评论。 

3、采取试验方法的态度。如果你有时间，也有意愿，
请阅读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

福音）。简短而又连续地阅读经文：做标记、提出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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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思考。 

4、在每一篇课文的最后，都会列出一些书籍以供进
一步学习，每一本书都与该课的主题有关。去图书馆或

书店，进一步阅读你所关心或特别有兴趣的那些方面。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但是，我也知道这

可能会使你的生命变得更好。我激励你从一开始，就不

要带着任何先入之见。耶稣基督最初的门徒们，在被他

吸引之前，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所有的疑惑

也得到了解决。这也同样会发生在你们身上，正如当初

发生在他们身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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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A  普罗塔格拉斯（Protagoras，公元前 485-410）是一位
希腊哲学家，其最为著名的是建立了辩论原则。有些学

者可能会不认为他是一位哲学家，而只是一位“旅行教

授”。他最为有名的论述是“人是一切事务的衡量尺度”。

他的相对论思想，正是从这样的论述中生发出来的，虽

然不是所有研究古代哲学的学者们，都同意对于他的这

一著名论述的阐述。 

B  卡内尔（Carnell）在他书中的第 47-62页，详细地阐
述了这些标准。爱德加·谢菲尔德（Edgar Sheffield 
Brightman）所著的《哲学入门》（An Introductinon to 
Philosophy）一书，对这些标准做了更加全面的阐述，1963
年第 3版，第 52-82页。 

C  前面所阐述的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所作的归纳
过分宽泛，也过分地强调了感官认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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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爱德加·谢菲尔德·、布莱曼（Edgar Sheffield 
Brightman）所著的《哲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美国纽约 Holt,Rinehart,and Winston 公
司 1963年第三版。 

2、爱德华·约翰·卡内尔（Carnell，Edward John）所
著的《基督教护教学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Apologetics），美国密西根 Grand Rapids 的
Wm.B.Eerdmans出版公司 1966年出版。 

3、哈罗尔德·提多斯·H（Titus,Harold H）所著的《生
活中的哲学问题》（Living Issues in Philosophy），美
国纽约 Van Nostrand Reinhold公司 1970年出版。 

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爱德华·约翰·卡内尔(Carnell，Edward John)所著
的《基督教护教学简介》，美国密西根 Grand Rapids 的
Wm.B.Eerdmans出版公司 1966年出版。 

第 3-6 章尤其有帮助，这几章所论述的主题是真理
的标准和本质。 

瑟尔·林德·S（Keyser,Leander S）所著的《基督
教的证据体系》（A System of Christian Evidence），美国
爱荷华州 Burlington 的 The Lutheran Literacy1953 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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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和第 19-21 章，与关于迷惘和迷惘者的主题
密切相关。 

派克·肯尼思·L（Pike Kenneth L）所著的《尽心
尽力》(With Heart and Mind)，美国密西根州 Grand Rapids 
的Wm.B.Eerdmans出版公司 1970年出版.第 1-6章阐述
了智力，这与认识论有关。 

伯纳德·L·拉姆（Ramm,Bernard L）所著的《影响
深远的神》（The God Who Makes a Difference），美国德
克萨斯州Waco的Word Books出版公司 1972年出版。 

第 2章和第 4章包含了阐述关于真理的本质和迷惘
问题的内容。 

伊尔顿·特鲁布拉德（Trueblood,Elton）所著的《立
足之地》（A Place to Stand），美国纽约 Harper and Row 出
版社 1969年出版。 

第 1章和第 2章，对心智的作用和明确的信仰，提
出了颇为有益的深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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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 18章，尤其要注意第 28-40
节。你认为下面句子的含义是什么？ 

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第 37节）。 

……………………………………………………………… 

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第 38 节）。你会如何回
答这个问题？ 

………………………………………………………………
……………………………………………………………… 

2、列举出检验真理的八个基本标准的主要缺点。 

直觉………………………………………………………… 
风俗………………………………………………………… 
传统………………………………………………………… 
普遍一致的准则…………………………………………… 
感觉………………………………………………………… 
感官认识…………………………………………………… 
一致性……………………………………………………… 
实用主义…………………………………………………… 
系统的一贯性的主要力量是什么？ 

………………………………………………………………
………………………………………………………………
阅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 15：1-9，这些经节阐述了名存实
亡的传统的危险性。用几句话把你对这一阐述的直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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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写下来。 

………………………………………………………………
……………………………………………………………… 

3、经过思考之后，你认为导致迷惘的四个原因中，哪一
个最适合你的情况？为什么？ 

………………………………………………………………
……………………………………………………………… 

4、简单地说明你为什么有兴趣（或没有兴趣）接受前面
所阐述的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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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与学生的答案有

所不同，但是在你的答案中，应该包含下面这些因素。 

1、a 耶稣是在说如果你真正懂得真理的本质，你将会认
识到他有权力宣告自己是真理的启示者。 

    b  彼拉多没有能力阐释真理或认识真理的本质。这
段经文的上下文表明，真理对于彼拉多是相对的，

他是一位罗马人，而真理是由一位犹太人所宣告

的，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答案还要包括一贯性和一致性的概念，还要提到
真理是神的心意的体现。 

2、检验真理的八个基本标准的主要缺陷如下： 

直觉——不能为识别各种选择提供指导；会因为环境而

改变；不能评价真理。 

风俗——会变化，事实上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

时间之间有所冲突；不能提供最终的答案。 

传统——取决于来源和传播过程；正如其来源和传播过

程一样，可能是好的或不好的。 

普遍一致的准则——可能会表现出广泛的误解或缺乏认

识，不一定会完全接受真理。 

感觉——太模糊不清，常常容易犯错误，受制于身体或

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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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认识——容易受到个人经历的限制和欺骗。 

一致性——不能作为一种检验，因为它实际上不可能建

立一致性；也不适合用来衡量无形的东西。 

实用主义——人的局限性不可能明白到什么是“有用”

的，什么只是显得“有用”的；而且，对

一个人有用的东西（或真实的东西），对另

一个人可能会是没有用的（或不真实的）。 

系统一致性的力量，在于包含了上述的全部因素，

而且还提供了发现事实与经历之间一致性的方法，可以

表明各种事物之间，如何相符合或联系在一起。 

3、一个人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可能会扭曲真理。耶稣更
加关心律法和传统的宗旨，而不是他们的严格实行。

他知道如果一个人努力按照律法或传统背后的理由

来行事，就不会产生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而利用律

法或传统的问题。 

4、这完全是个人的答案，但是你至少应该能够包含一个
课文中所给出的理由。你可以还有其他理由，然而，

你应该追踪这些迷惑的来源。 

5、这也是完全个人的答案，但是必须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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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 

1、“真理是什么呢？”本丢彼拉多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
问道（约翰福音 18：38）。下面哪些句子说明了基督教
观点？请选出这样的句子。 

a) 真理与事实相符。 
b) 真理只是相对的。 
c) 真理是不可确知的。 
d) 真理符合神的心意。 
e) 真理是神的别称。 
f) 真理是绝对的，高于神。 

思考题：你能说明真理的定义吗？这一定义会根据你所

讨论的内容——科学、艺术或宗教而改变吗？ 

2、把下面所列举的检验真理的标准，配上其长处和弱点。
把表示弱点和长处的序号，填在其相应的空白处。 

a…….+…….直觉        1）过度主观的，受到各种身
体因素影响的。 

b…….+…….传统        2）提供动力的。 
c…….+…….感觉        3）被视为一种稳定的影响。 
d…….+…….感官认识    4）认为效用永远适用于所有

人。 
e…….+…….实用主义    5）表明真理与结果之间的一

致性。 
                       6）人的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

的部分。 
                       7）提供不完全，有时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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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信息。 
                       8）过分依赖于有价值的资源

的准确传播。 
                       9）会因为环境而改变。 

10）亲身经历了真理的来源。 

思考题：在涉及到行为和信仰方面，你最常用来检验真

理的标准是什么？ 

3、下面哪些句子，表明了检验信心的系统一致性的优
点？请选出这样的句子。 
a) 它包括了其他检验。 
b) 它建立在悖论的基础之上。 
c) 它分析了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 
d) 它确定了是否存在自相矛盾。 
e) 它表明神是自相一致的。 
f) 它检验了各种观念的紧密联系。 

思考题：我们都渴望我们的思想和各种关系，更加一致

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你的情况中，你认为感

到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 

4、把下面关于清晰思维的障碍配上其定义，把相应的清
晰思维的障碍前面的字母，填在所提供的空白处。 
…….a 偏见           1）毫不犹豫地接受某位德高望

重之人的见证。 
…….b 宣传           2）误用词语或在推理过程中出

错。 
…….c 权力主义       3）情感上先入为主地判断，没

有全面地考虑各种事实。 
…….d 逻辑错误       4）有意地选择倾向于某个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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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事实或看法。 

思考题：一个人要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此你会

发现作者的偏见。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偏见

吗？ 

5、下面哪些句子阐述了诚实疑惑的原因？把相应的疑惑
原因的序号，填在该句子前面的空白处。 
…….a 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充       1）不一致  

满了错误。                 2）缺乏信息   
…….b 我就是不明白相信神的       3）道德上的抵制 

理由。                      4）属灵上不敏感      
…….c 基督教教会充满了伪善。      
…….d 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 

就不会允许进行独立思考。                 
…….e 我感到成为一位基督徒很好玩。 
…….f 基督教是老年人和孩子们的事情。 
…….g 祷告是一种心理泻药。 
…….h 耶稣是一位伟大教师，但是我不 

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 
…….i 基督徒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思考题：如果你曾经持有这些观点，你现在可以诚实地

为它们辩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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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a)、d)和 e) 

2、a  2）+ 9） 
   b  3）+ 8） 
   c  1）+ 6） 
   d  7）+ 10） 
   e  5）+ 4） 

3、a)、c)、d)和 f) 

4、a  3） 
   b  4） 
   c  1） 
   d  2） 

5、a  2） 
   b  3）和 4） 
   c  1）和 2） 
   d  2） 
   e  3）和 4） 
   f  2）、3）和 4） 
   g  2）和 4） 
   h  2）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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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有神吗？ 

 

 

不可知论认为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造了神。关于宗

教的社会学观点，把宗教视为人类的臆造。 

然而，还有另一种观点。在某个范畴中显得是人所

臆造的东西，则可能会在另一个范畴中显得是“神真实

存在”的体现。出生于澳大利亚（现在是美国人）的社

会学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提到了人类存在他
所称为的“超然信号”。这种说法指的是“在我们的‘自

然’现实领域中，所存在着显然超越现实的现象”（伯格，

70 页）。这样的现象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可注意
到。 

他所提到的这样一个超然信号，是在任何一种文化

中，都可以看到的因素：“玩”。玩所带来的快乐，在一

定程度上有着永恒的品质，带来了一种超越玩的时候的

释放和平安。例如，孩子们在公园里有意识地玩“假装”

游戏，就是难以忘怀的。 

伯格讲述了记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所生

长的城市维也纳的一段超然经历。在 1945年苏联攻占维
也纳的前夕，维也纳爱乐乐团正在举行定期的音乐会。

侵略战争的发生和苏联军队的进入，使音乐会的如期举

行中断了大约一个星期，然后他们便按计划继续举行。

侵略战争推翻了一个王朝，产生了另一个王朝，然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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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会只出现了短暂的中断。为什么会这样呢？伯格说，

这“证明了人类创造美的态度始终胜过了破坏的态度，

甚至于胜过了战争和死亡的丑恶”（同上，78页）。在玩
的现实中有一种超然的信号，这种信号超越人的本质，

指向某个更高的理由。 

这样的信号与“信仰”密切相关。因为信仰不依赖

于只对少数神秘之人所显明的神秘启示，而是依赖于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我们整个的人类经历都是以“希

望”为导向的。当我们四周为死亡所包围的时候，会对

死亡响起一声明确的“不！”，这一声“不”会带来生命

还要继续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从何而来的？这一超然

的信号或更高的理由有可能来自神吗？有没有神呢？如

果有的话，神是怎么样的？这些重要问题就是本课的主

题。 

课文大纲 

 无神论与不可知论 
 关于证明神的问题 
 倒推论证 
 顺推论证 
 价值论证据 
 神是“他”而不是“它” 
 一个挑战 

思考题 

1、无神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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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可以像证明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所组
成的那样，来证明神的存在吗？ 

3、如何运用倒推论证来表明神的存在？ 
4、宇宙学概念与目的论概念之间，为什么会存在细微差
别？ 

5、如何运用顺推论证来表明神的存在？ 
6、什么是本体论？ 
7、道德和无神论的观点，可以作为个人的神的有效指针
吗？ 

8、神应该被称为“他”而不是“它”吗？ 
9、你曾经通过与神直接交谈（祷告），来证明神的真实
存在吗？ 

词汇学习 

不可知论（agnosticism）——认为任何终极存在（如神）
都是未知的，或许不可知的。 

（a posteriori）——字面含义是“自后面的”。从所观察
到的事实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从结果到原因的倒推。 

（a priori）——字面含义是“自前面的”。从原因到结果
的进程；演绎推理；从定理推导出来的或者是与定理有

关的；以经验为先决条件的。 

无神论（atheism）——不相信神的存在；认为没有神的
教义。 

宇宙学的（cosmological）——把宇宙作为一个有序的体
系来看待；研究宇宙的起源、结构和时空关系。 

 46



本体论（ontological）——与存在的本质和各种关系有关
的。 

目的论的（telelogical）——关系到对设计之证据或自然
之目的的研究；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或由某个目的所形

成的自然或自然过程的特性。 

课文进程 

个人问题和强烈的情感经历，会完全消除一个人各

方面的喜乐和希望。通过非常复杂的合理化过程，遭受

这些问题的人可能会进入一种无神论的态度。小奥尔

卢·斯特鲁恩克博士（Dr. Orlo Strunk,Jr），把这一过程
描述为“神经过敏的无神论”（斯特鲁恩克，107 页）。
他引述了艾格内斯·勒普（Ignace Lepp）的著作来说明
“一个年轻女孩走向无神论的过程”（勒普，157-158页），
艾格内斯·勒普以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一位

罗马天主教的心理治疗师。 

“丽莎因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放弃了她对神的

信仰。她感到基督教完全是一派胡言”，认为生活是腐烂

和荒谬的。因此，她随心所欲地享乐，认为没有任何理

由要约束自己。她自豪地引用阿尔伯特·卡缪（Albert 
Camus ）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见 A注）
的著作，来为她的态度辩护。 

然而，使她成为一位存在主义无神论者的，不仅仅

是这一所谓的“理智证据”，丽莎还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情

感和道德创伤。她曾经认识了一位声誉卓著的男人，并

且成了他的情人。几个月之后，他开始厌恶她，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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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彻底失望。如果如此著名的一个人实际上只是一个无

赖，她怀疑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通过

阅读卡缪和萨特的著作，她努力对生活中的失望寻找哲

学上的证明。最后，她成了一位反叛社会的人，穿着奇

装异服，进行一些轻微的犯罪，甚至参与了一次谋杀。 

因为不相信神，丽莎的生活是毫无希望的，没有意

义，没有成就，也没有未来。这种情景令人悲伤，但是

并没有丝毫的夸张。而更加令人悲伤的是，很多年轻人

可能都会认同丽莎。或许，你也会认同丽莎。如果是这

样的话，请不要自暴自弃。有希望，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也有真正的答案。 

无神论与不可知论 

无神论 

从字面上对无神论者的最简单定义，就是“一个不

相信有神的人”。如果你相信神不存在，如果你的主意已

定，那么，继续学习本课程的课文便几乎毫无意义。然

而，如果你为无神论所作的辩护是软弱无力的，或者是，

如果你不满意把无神论作为一种智力和属灵的态度，那

么，请继续阅读本课程的课文，并思考当今世界中关于

神的真实存在的证据。 

常常被称为宗教改革之父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曾经说过，“神就是我们心所系的东
西”。如果我们心所系的是权利、科学、革命、金钱、国

家或者是其他成千上万的事物之一，那么，我们都是依

 48



赖于某样事物，并完全忠诚于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真正的无神论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至少“心

系”于某样事物，而这件事物就变成了我们的神。 

不可知论 

处于像我们这样的科技时代，不可知论似乎是一种

讨人喜欢和颇有诱惑力的态度。不可知论是“一种认为

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或不可能的论调，它既不承认也不

否认神的存在”[提多斯(Titus)，240页]这种没有预期目
的，也无可辩驳的立场给人留下谦逊的印象，然而，实

际上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立场。如果你相信这样的论调，

你会真诚地说“我不知道！”。可是我要鼓励你思考本课

接下来几页篇幅的内容，不仅要用你的头脑（理智），而

且还要用你的心（意志）来思考。 

有一位有洞察力的青年人，认识到了二十世纪的各

种复杂问题，写了一首题为“寻找神迹奇事”的诗，把

它寄给了一位著名牧师，并在这首诗中附上了一张纸条

写道，“我希望它能够实现。”这个人的希望是否得到了

实现，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说这是可能实现的！下

面就是这位年轻人所写的诗，请阅读思考它。 

“我在生活中寻找神迹奇事。 
  我在寻找那一位 
    他不论断……….. 
    无论我是怎样的人， 
他都接受我……… 

    他终止一切争战…….. 
    他希望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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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寻找那一位 
    他真正地关心………. 
    他使我壮胆……….. 
    他赐予我真实……….. 
    他使我踏上从没人涉足过的地方……….. 
 我在寻找每一个人都称之为神的那一位！” 

关于证明神的问题 

路易斯·卡塞尔斯（Louis Cassels）是一位杰出的美
国报业人员，他曾经面对过证明神存在的问题。他说，

“神的真实存在能够得到证明吗？马上就可以给你一个

直接和明确的答案，可以······但是，你只能对你自己

证明他。没有人可以对你证明他。有很多合乎逻辑的证

据，可以使你相信神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是，能够最终

解决你的疑惑的唯一证据，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他的存在”

（卡塞尔斯，6页）。 

我同意路易斯·卡塞尔斯的观点，仅仅从理智的角

度来证明神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很多有力

的、使人非接受不可的“指针”，可以使一个人以一种“趋

向神”的方式来思考。 

在阐述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据中，我不太过于引用圣

经作为原始资料，这样做的重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圣经已经认定了神的存在。圣经一开始便宣

告了神的活动：“起初神······（创世记 1：1），而且整
部圣经都把神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正如某位神学家所

阐述的那样：“显然，任何一位作者都没有试图证明神的

 50



存在，或为神的存在而辩护。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

神的存在都被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 [蒂尔森
（Thiessen），56页]。 

第二，那些质疑基督教宣言和怀疑神的存在的人，

希望得到圣经之外的其他证据。他们怀疑圣经的权威。

因此，我们将探讨一些关于神存在的理性的、合乎逻辑

的证据。 

倒推论证 

倒推论证是以所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推理。它看

到结果，再追溯其原因。它把原因建立在所观察到的结

果之上。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被
视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出了表

明神的存在的著名的“Quinque Viae”（五个方面）。这一
材料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经典的有神论著作。值得

注意的是，如今这些关于神的观点，又重新受到了人们

的关注。 

这些“有神论证据”是阿奎那首先向那些爱思考的

人们提出来的，他向他们提出了“相信神的存在为什么

比不相信神的存在更加理智”的若干理由[雷德（Reid），
162页]。 

运动 

“任何运动的东西，一定是被其他事物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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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运动状态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最终你将

回到“不为其他任何事物所驱动的最初的动态起源：所

有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起源就是神。”用阿奎那自己的话来

说，这与亚里士多德（见 B注）公元前关于一位不动的
驱动者的概念如出一辙。在分析了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

之后，亚里士多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一定存在

着一位最初的驱动者或一条最初的原则。对于他的结论

的研究表明，借助自然界，他认识到了神的存在，开始

深信整个自然界的存在都有赖于神。没有这个最初的起

源，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 

起源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其自身的起因。起因的无限回

归是不可能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必定有一个“第一原

因”。“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这个‘第一原因’：而所有的

人都称这‘第一原因’为神。” 

实际上，这并没有为阿奎那的运动观增加任何内容。

然而，总而言之，它们都是所谓的“宇宙学论点”的各

个不同方面。由于这一论点是由阿奎那在十三世纪所创

立的，除了受到过少数作家和科学家的质疑之外，在一

定程度上说，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 

可能性和必然性 

阿奎那的第三个论点，就是下面所阐述的可能性和

必然性。经验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切事物都

是相互依赖的，每一样事物的存在，实际上都有赖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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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事物。各种事物都可能存在或不存在，它们都可能

会产生或不产生。但是，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远存在。

然而，如果一切事物都可能不存在，那么就可能曾经没

有任何东西存在。但是，这不合乎逻辑，因为没有任何

东西是没有来源的。因此，一定有某样事物对于该存在

是必须的。必然永远存在的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神”。

除了神之外，任何东西都有赖于其他东西而存在。 

存在的层次 

宇宙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完善性。“在各种生物当

中，有一些较好，有一些较为不好，有一些较真实，有

一些较为不真实；有一些较高贵，有一些则较为不高贵；

等等。”这些生物之所以被认为好或较为不好，都是“依

据于它们接近最伟大最完善的生物的不同层次来决定

的”。换句话来说，宇宙间存在着一条其本身是完善的比

较标准，“我们把这条完善的标准称为神。” 

世界的管治 

这更为普遍地被认为是目的论观点或从目的推论的

论证。“Telos”是希腊语，意思是“目的”。宇宙的秩序
和排列，表明其背后有智慧和目的。各种存在的“事物”

却不“知道”。然而，它们成就了某个旨意，并不是出于

偶然，而是出于计划或旨意。由于这一旨意并不是其自

身的，而是见于某些智慧的存在，“因此，自然界的一切

事物，都是以其目的为朝向的。我们把这一智慧的存在

称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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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的五个方面，可以视为相互联系的

五个独特论证，或者是视为一个论证的五个方面。有些

基督徒哲学家认为，所有这些论证应该视为一个论证，

而这也正是阿奎那最初的意思。我承认阿奎那的推理存

在某些缺点，有些人一直在攻击这些缺点。然而，当我

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会有一种累积的果效，

这也是事实。这些论证毫无疑问地起到了“表明”某一

存在或最初起源的作用，这一存在或最初起源，是智慧

的、自由的、外在的和无比的伟大。这些“证据”的基

本缺点，是没有在人格、爱以及神对世界和人类的回应

上来阐释神。但是，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面的内容中加

以阐述。 

顺推论证 

顺推论证指的是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是从原因

到结果的推理，或者是自为证据的知识，这种知识是观

察不到或体验不到的被承认为事实的东西。从这种意义

上说，关于神的存在的顺推论证，就是存在于每一个人

内心深处，承认对外面那一位的责任的某样东西。 

本体论观点 

“本体论”这个词出自“ontos”这个希腊词，是“存
在”的意思。在中世纪，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有一位名字叫圣·安瑟伦（1033-1109）的神职人员，是
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归纳。

（见 A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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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瑟伦一开始便引述了经文，“愚顽人心里说：‘没

有神。’”（诗篇 14：1）对安塞尔姆来说，人永远都想不
到有哪一位比神更伟大。人是一个相信存在绝对真理的

“认知中心”。所有的人都有认识神的能力。在这个基础

上，他试图“证明”神存在于关于神的观念之中——“想

象中最伟大的存在”。虽然安瑟伦的阐述没有证明神的存

在，但是它表明了神一定存在，表明了神是无限的，是

完善的。神是一位最真实和最高意义上的存在。神的存

在一直都没有被论证，然而，我们的智力将不允许我们

有否定的想法。（见 D注） 

关于神的固有观念 

关于神的固有观念类似于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念

认为从最纯朴的形式上来说，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神的

概念，这一概念植根于他的心灵之中。随着一个人慢慢

地长大变老，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或越来越强烈。

从这种印象中会冒出这一观念，即一定存在神。一个人

所具有的这种观念可能会很清晰，也可能会仅仅处于良

知的边缘，但是，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观念可能会

突然活跃起来。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观念认为人具有一种“内

在”的宗教本质或一种终极的宗教能力，如抉择或思想。

当代新教神学家亨利·蒂尔森（Thiessen）认为对神的存
在的认识是直觉性的。他说，“无论是圣经，还是历史，

都证明对神的信仰是普遍性的”（蒂尔森，55页）。 

历史和人类学表明，人的本质中所具有的宗教因素，

正如理性和社会性因素一样普遍。“在全人类各种原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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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至高无上的存在，虽然实际上不

是每一个地方，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力量来表明其

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容置疑地明显突出了他

的主导地位”（同上）。 

人的有限性 

我们一直在提醒自己，记住我们的有限性。根据亚

里士多德的理论，人知道他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人能感

觉到他的有限性”（拉姆，90页）。 

在本世纪，人们已经极大地注意到了人的软弱。我

们生活在一个悲观主义的时代。战争的恐惧、核毁灭的

威胁，以及人对人的其他不人道方式，使得人们质疑现

代人的智慧和良知。当前有些著作强调了人的有限性。

虚无主义似乎已经吸引了当今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

（见 E注） 

当人感到渺小和孤独的时候，不是会有一种从他自

己之外的某些地方，获得力量、慰藉和支持的渴望吗？

正是当一个人深深地感觉到其有限性的时候，他才会面

对无限的神。有些神学家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

立感”。因而，下一步就是要认识到神即上帝，他才是人

可以和应该依靠的那一位。 

价值论证据 

价值论是一个哲学上的词语，其意思是“关于价值

观的学科”。价值论有两个重要方面的证据表明了神的存

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人对价值观的固有意识。第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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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道德价值，第二个方面是审美价值。 

道德观念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一位德国哲学
家，他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的“五个方面”是理论上的，

没有论证关于神是一位道德存在的任何知识。因此，他

在良知的基础上质疑神的真实性，也质疑自由和永生。

（见 F注） 

像鲁益师（C.S.Lewis，1898-1963，见 g注）和卡尔·张
（Carl Jung，1875-1961，见 H注）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认
为，每一个人都有道德感，历史和人类学表明，每一个

人、每一个年龄段和每一种文化，都有这种道德感。伟

大的维也纳心理医生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1905--）是理念疗法的奠基人，他认为人类最基本的需
要之一是“寻求意义的意志”。（见 I注）。他说，人几乎
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如果他能够明白到其中的旨意的话。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富有的时候，他也会感到悲哀，如

果他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与某些使他的生命充满意义的

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的话。 

系统神学家奥古斯都·斯特朗（Augustus Strong）
阐述说：“良知认识到存在着某一具有最高权威的道德律

法。知道违反这一道德律法，会导致犯罪感和对审判的

恐惧。道德律法不是自我设立的，审判也不是自我实行

的，因此，它们各自都表明存在着一个设立道德律法的

神圣意志，也存在着一个执行道德本质之威胁的惩罚

力。”（斯特朗，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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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来说，“良知承认存在着伟大的立法者——

神，也坚信任何违反他的律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

（特尔森，62页） 

审美观念 

审美上的论据起源于这样的假设，即人们普遍存在

美感。承认宇宙中的崇高和美丽，被视为是存在着具有

人格之神的直接证据。例如，在自然界中的各种花、各

种日落和各种树木，都不存在颜色上的不协调。无论是

人的形体、动物的生命，还是海洋，都是和谐而美丽的。 

人具有审美能力，它通过这种能力来认识和鉴赏他

周围的美，这是事实，而这一事实就是存在普遍审美观

的有力证明。对于“美丽”的描述，可能会因为文化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

正常的人都有美感，都有对吸引人的东西做出判断的能

力。再者，人自身还有创造美的能力和技巧：如艺术作

品、交响乐、歌曲、诗歌、建筑物。 

世上的美为什么能够与人的审美和鉴赏能力，如此

好地保持和谐一致呢？这一定是设计出来的。设计包含

了智慧，而智慧则意味着人格，这再一次使我们回转到

神那里！（见 J注） 

神是“他”而不是“它” 

当一个人已经预备好接受，而不是通过令人信服的

论证来接受的时候，信仰体系便容易为某个人所接受。

例如，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本课程开头所阐述的丽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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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她承认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如果她一直抗拒存

在神的各种理性证据，我们便知道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无论这些理性证据得到了多么清晰的阐述，丽莎也没有

恰当的心境来识别它们。 

理性思想所能起到的最佳作用，就是提供一系列东

西表明神的存在。如果你能部分或完全接受这些东西，

那么，你至少可以洞察到第一原因、至高无上的存在或

伟大的智慧。这不是信心的作用，而是从理智上同意这

些从以充满意义的方式所阐述的明确证据中，所得出的

逻辑假设。 

到现在为止，除了前面所引述的那首诗歌，我们所

说的神，是一个“它”而不是一位具有人格特性的存在。

你可能会很快注意到，用人称代词来称呼神的这一微妙

转变，尤其是在没有指出理由的情况下。但是，必须认

识到神是“他”而不是“它”。 

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显然不会像我们那样为它们

所限制。神超越全人类。但是，当我们说到这些的时候，

把神说成“他”仍然来得更为自然。对此，路易斯·卡

塞尔斯（Louis Cassels）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们用人称
代词来称谓神，因为我们具有人格：有生命、有思想和

有旨意的生物特性。这是我们的理性所能观察到的、在

受造的宇宙中最高深和最复杂的现象。神作为‘一切存

在的基础’（见 K注），当我们试图把人格投射到终极程
度的时候，他是无限的，远非我们所能想象的。他当然

不只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因此，我们把神称为‘他’，不

是因为我们对他抱有任何拟人化的概念，而是因为这是

我们所具有的最为合适的代词”（卡塞尔斯，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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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罗伯特·L·F·伯伊德（Robert L.F.Boyd）
是伦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和皇家学院的天文学教授，为

我们阐释了关于神具有人格的观点。他阐述了三种知识：

数学知识、科学知识和个人的知识（伯伊德，10-11页）。 

在纯数学领域，学者是孤立的，他的知识是他所创

造的公理的结果。除非这些数学公理与物质世界联系在

一起，数学是没有果效的。如果这可以成为一种关系的

话，那也只不过是“我与无穷小与无穷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从外部的物质世界寻找其资料。

这带来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科学家接受和研究这

些现象，但是，他们不会回头看，或做出反应。他处于

高高在上的地位，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 

获取“个人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经历”。它也可以

称为“实验知识”。虽然通过经验所得到的知识，有时候

会有更加广泛的定义，我还是要把它表述为“我与你”

的关系。观察不能取代真实的经历，也不能取代心灵之

间的交流。个人经历包括了一种自我启示的、公开的、

“我与你”的关系。（见 l注） 

在这第三类知识中，我们把神视为“他”，而不是

“它”。正如圣人奥古斯丁在一千多年前所说的那样，“神

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在你那里找到了

安息，我们的心会不得安宁” [《自白书第一卷》
（confessions，book1），第一段]。 

一个挑战 

完整地学习圣经不同于我们对圣经“假定”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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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具有人格和充满了爱的神的探讨。但是还有另一个

不同之处。圣经所记载的是神寻找人，而不是人寻找神。

只相信神的存在，然后便离开他，感到你又解决了一个

哲学问题，这并不足够。 

尽管说了那么多，其要点并不在于要用逻辑推理来

“证明”神的存在。相反，而是神在为我们动工，让他

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 

神确实存在，作为第一原因、不动的驱动者、一切

存在的基础以及你希望使用的其他任何哲学词汇而存

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在整个历史进程中，

一直在对人类说话和对人类情况做出反应的神。最初，

他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通过他的先知们说话，正如

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那样。最后，他以最完全的方式，通

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说话。 

在本课的结尾，我要求你去面对神。试验神的真实

性。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位诚实的学生，在努力解决对神

的疑惑的时候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有神，请帮助我

明白你，认识你。如果你关心，请关心我。如果你要我，

请来找我。阿门！” 

你或许已经与你的很多朋友谈论过神，可能已经把

本课付诸于自己的实践当中，我们对此满怀希望。你或

许会经常质疑和思考这个重要问题。请你自己进一步与

神交谈，就像对某个亲密朋友说话那样向他说话，即使

你此时此刻可能会觉得与他并不非常亲密。这将使你超

越“冰冷的证据”的层面，而进入“我与你”的个人经

历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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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感到无从开始，你可以重复前面所引述的那

首诗。另一个建议是用下面的话，来开始对神说话： 

“一个人可能会惧怕现实 
     而又尊重某一存在， 
然而一个人爱天父 
     因为所有的爱都源于他一身。 
天父啊，请把那对你无限的爱 
赐给我。 

如果其他人，仍然在选 
    铸造他们自己的神， 
但愿那不会是因我而起”（Gesch，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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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A   卡缪（Camus，1913-1960）和萨特（Sartre，1905--）
都是法国人，是两位最著名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他

们的著作对当代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B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是希腊人，
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学科都

有著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C   我了解对圣·安瑟伦的各种反驳。安瑟伦的本体论
证据，首先受到了他同时代一位名叫高尼罗（Gaunilo）
的僧侣的攻击。他批评安瑟伦的观点是“愚蠢之人”的

观点。托姆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55-1274）
否认安瑟伦的证据。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
1265-1308）则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它。迪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重申了它。莱布尼茨（Gottfried von 
Leibniz，1646-1716）对它作了修改。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驳斥了它。乔治﹒黑格尔（George 
Hegel，1770-1831）对它作了翻新和重申。大多数现代
哲学家认为，康德的分析评论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是，近来有两位美国哲学家——U·马尔卡姆（U. 
Malcom）和 C·哈兹贺恩（C. Hartshorne），使之重新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认为神的存在既不是逻辑上的必

然，也不是逻辑上的不可能。因为他从来没有表现出逻

辑上的不可能，因此，他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尽管如此，

我的目的不是要提供结论性的论证，而是要提出一个作

为神的指示物的本体论观点。（对安瑟伦的各种反驳的概

述，是从弗雷曼特尔著作的 88页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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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阿奎那和安瑟伦的原文译文，请参阅白尔曼
（Bierman）和高尔德（Gould）的《新生代的哲学》
（Philosophy for a New Generation）第 54-55章。 

E   哈罗尔德·H·提多斯（Harold H. Titus）的《哲学
中的生活问题》（Living Isuues in Philosophy）的 542页
中说，虚无主义通常被用来“指这样的社会信条，情况

是如此的邪恶，应该抛弃或摧毁当今的社会秩序，这样

才能使情况得到改善。” 

F   使徒保罗在给罗马人的书信中，也提到了这一基本
观点，注意到这一点颇为有趣。（参阅罗马书 1：19，32；
2：14-16） 

G  鲁益师（C. S. Lewis）是一位从不可知论转向基督教
的英国作家和教授。他因为写了好些关于基督教的书而

名闻遐迩。 

H   卡尔·古斯塔父·张（Carl Gustav）是一位瑞士精
神分析专家，是一位福音传教士的儿子。他深受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的影响，把现在通用的词语“内向”和“外

向”，引入到了心理学之中。 

I   维克多·E·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的《人的
寻求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第 2-154页，美
国纽约华盛顿斯奎尔出版社（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3年版。理念疗法一词源于希腊语的“logos”，是“意
义”的意思。理念疗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生存意义，

以及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根据弗兰克尔博士的观点，

“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人的主要动力。”作为一位精神

分析专家，他用理念疗法来强调“将来”，而不是像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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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分析家所做的那样强调“过去”，重新引导病人面

向他的生命意义。 

J   无可否认，所有这些观点都受到了各种批评。我认
识到它们并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完美的。然而，正

是这些方面的群体力量，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神的真实存

在。 

K   卡塞尔斯（Cassels）所使用的这个词语，是德国神
学家保罗·提里奇（Paul Tillich，1886-1965）所创造的。 

L   奥地利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柏（Martin Buber，
1878-1965），首先创造了对话体词语“我与它”和“我
与你”。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初书稿，可以追溯到 1919
年，但是直到 1923年，才以“Ich and Du”这个书名出
版。 

从此以后，很多基督徒思想家，包括前面所提到的

罗伯特·伯伊德博士，都使用了“我与你”这个词，来

描述一个人面对耶稣基督的情况。但是，布柏是犹太人，

他认为其中的“你”不是基督，而是神本身。在这些课

文中，这个词被用来阐述人与耶稣之间的相遇。 

或许布柏德文著作的最佳英文译本，是沃尔特·考

夫曼（Walter Kaufmann）翻译的《马丁·布柏的“我与
你” 》（I and Thou by Martin Buber），美国纽约的查尔
斯·斯克里卜纳子孙出版社（Charles Scriber’s Sons），197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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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参考书目 

1、彼得·L·伯格 （Berger Peter L）所著的《关于天使
的传说》（A Rumor of Angels），英格兰Middlesex的
企鹅图书公司，1970年版。 

2、罗伯特 F.·L·伯伊德（Boyd，Robert F. L）所著的
《神是可知的吗？》（Can God Be Known？）英格兰
伦敦大学校际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1970 年
版。 

3、卡塞尔斯·路易斯所著的《基督徒初级读本》，美国
纽约花城的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1964年
版。 

4、安尼·弗雷曼特尔（Fremantle，Anne）的《信仰时
代》（The Age of Belief），美国纽约的 New American 
Library，1954年版。 

5、盖斯奇·雷·G（Gesch，Roy G）所著的《救命啊！
我在上大学》（Help!I’m in College），美国密苏里圣路
易斯德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1969年版。 

6、乐普·伊格内斯（Lepp，Ignace）所著的《我们时代
的无神论》（Atheism In Our Time），美国纽约的麦克
米兰公司（Macmillan Company）出品，1968年版。 

7、拉姆·伯纳德·L（Ramm，Bernard L）的《意义非
凡的神》（The God Who Makes a Difference）美国德
萨斯Waco的Word Books Publisher出品，1972年版。 

8、雷德·J·K·S （Reid，J. K. S.）所著的《基督教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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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奥古斯都（Strong，Augustus H.）所著的《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美国新泽西 Tappan 的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出品，1970年版。 

10、 蒂尔森·亨利·克拉伦斯（Thiessen Henry 
Clarence）所著的《初级系统神学讲义》（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Systematic Theology），美国密西根 Grand 
Rapids的Wm. B. Eerdmans出版公司出品，1956年
版。 

11、 提多斯·哈罗尔德·H（Titus，Harold H.）所著
的 《 生 活 中 的 哲 学 问 题 》（ Living Issues in 
Philosophy），英格兰伦敦的 Van Nostrand Reinhold公
司出品，10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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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A·K·白尔曼（Bierman，A. K.）和詹姆斯·A·高
尔德（Gould，James A.）所著的《新生代哲学》（Philosophy 
For A New Generation），英国伦敦的Macmillan公司出
版，1970年版。 

第 54章和 55章有圣·安塞尔姆和托马斯·阿奎奈
关于论述神存在的理性证据的原文，还有其他颇有帮助

也颇为有趣的哲学内容。 

罗伯特·F·L·伯伊德（Boyd，Robert F. L）所著
的《神是可知的吗？》（Can God Be Known？）英格兰
伦敦大学校际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1970年版。 

这本只有 16页纸的小册子，对我们在第一课中所阐
述的认识论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它对于本课文中所

阐述的三种知识，也颇有帮助。 

布朗·克林（Brown，Colin）的《哲学与基督信仰》
（Philosophy and the Christian Faith），英国伦敦的
Tyndale出版社出版，1969年版。 

第 1 章阐述了关于神的存在的古典论据。然而，整
本书特别值得推荐给那些对基督教和哲学感兴趣的人。 

卡塞尔斯·路易斯所著的《基督徒初级读本》

（Christian Primer），美国纽约花城的 Doubleday and 
Company 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64年版。 

第 1章特别适用于本课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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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维克多·E（Frankl，Viktor E.）的《人
的寻求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美国纽约华
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 

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本宗教书籍，但

是，它是对于人的生活需要信仰的第一手感人资料，这

些资料是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囚禁的一个纳粹

集中营中所获得的。 

雷德·J·K·S （Lepp，J. K. S.）所著的《基督教
辩护学》（Christian Apologetics），英国伦敦的 Hodder and 
Stoughton公司出版，1969年版。 

第 6 章与本课主题有关，尤其是其中关于神的存在
的理性“证据”。 

小斯特鲁恩克·奥尔路（Strunk，Orlo，Jr.）的《所
谓的无神论抉择》（The Choice Called Atheism），美国田
纳西 Nashville的 Abingdon出版社出版，1968年版。 

第 1 章尤其与本课中关于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章节
有关。 

提多斯·哈罗尔德·H（Titus，Harold H.）所著的
《生活中的哲学问题》（Living Issues in Philosophy），英
格兰伦敦的 Van Nostrand Reinhold公司出版，1970年版。 

本书有一个部分，对本课程第一课中的主题：认识

论，作了很好的论述。它还有一些好的内容阐述了本课

主题。请参阅论述价值观的第 19 章和论述宗教的第 24
章。本书还有一个关于哲学词汇的很好的注释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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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新约圣经中的罗马书 1：1—2：29。 

罗马书 1：18-25阐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你从中学到
了什么？ 

………………………………………………………………
……………………………………………………………… 

你从 1：18-19 和 2：13-16 中，发现了什么是支持神存
在的道德上的论据？ 

………………………………………………………………
……………………………………………………………… 

2、简单阐述在下列标题之下的证据，所表明的力量或积
极方面。 

倒推论证…………………………………………………… 
顺推论证…………………………………………………… 
价值论……………………………………………………… 

3、如果对你来说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
事，那么，这样一位存在是不是具有人的特性以及与人

有关系呢？在你看来，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 

………………………………………………………………
4、你希望通过个人的相遇，一种“我与你”的经历来发
现神的真实存在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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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写一篇简短的祷告文，向神表达你最深层的思考、梦
想和问题。 

………………………………………………………………
………………………………………………………………

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请记住，这些答案只是提示在你的答案中，应该包

括的内容。 

1、人故意不接受神所启示的真理。这种叛逆导致了如今
神的愤怒临到人的状况，但是，尽管如此，也没有使

人回到荣耀神和向他献上感恩的地步。 

在 18-19节经文中，保罗阐述了人能够也应该知道什
么是良善，什么是真理，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一

切。人的心里有一种“道德感”或“良知”，可是人

们选择了忽视它们，这就是道德上的论据。在第 2章
13-16节中，保罗断言说，向我们显出是非的不是文
字律法，而是“刻在心里的律法”。人生来就有一颗

良心，并凭着这颗良心而受审判，那些“思想不一致”

的人，也就是说，没有遵循所赐给他们的良心的人，

将被定罪。 

2、神存在的倒推论证牢牢地植根于事实。其方法是科学
的方法：开始于所存在的东西和寻找其原因。 

顺推论证关注人里面的宗教因素的共性。因为它是共

同的，因此它一定具有有效的基础。 

价值论论据也是关注共性：关于是非概念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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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所有的文化和时间里都存在这些律法或道德，

那么，一定有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使人类对这些律法

和道德产生敏感。 

3、这一答案完全根据你现在的思想。你把神视为具有人
格特性的人的理由，可以包括“审美观点”中所给出

的那个原因、卡塞尔斯的论述、伯伊德的论据，以及

你所处的宗教文化环境。你为什么不能明白这一观点

的原因，可能与你先入为主地怀疑神的存在有关。 

4、你的答案。 

5、你的答案，可以包括下列内容： 

—对于你自己、你的优点和缺点、你的好观点和坏观

点、你的成就感和不胜任感的各种感受。 

—关于生命和神的各种问题，一般存在的意义，尤其

是你的生命的意义，恶行和悲剧的各种原因。 

—你对将来的希望，包括你对世界和对你自己的希

望，尤其是你要使事情因为你或你的作为而变得有

意义的抱负。 

—你所面对或所知道并希望得到满足的各种需要，无

论它们是非常普通的需要（“我应该知道如何生

活” ），还是非常特别的需要（“我必须找到一个
便宜的居所” ）。 

—你非常感激的事情，所赏识和重视的事情，以及如

果你失去了它们，便会使你的生命缺乏成就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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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 

1、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基督徒，都对神的认识
有着明确的态度，各自都有其基本立场、吸引力

和缺点（在论据的层面上）。哪一种人可能使用了

这些观点？把其相应的序号，写在该观点前面的

空白处。 
…….a 你不能确信包括神在       1）无神论者 

内的任何东西。           2）不可知论者 
…….b 每一个人都有对他来       3）基督徒 

说就是“神”的东西。       
…….c 人过幸福的生活不需 

要神。                     
…….d 神的存在不可能得到 

客观的证明来消除一切 
怀疑。 

…….e 相信神是精神软弱的一 
个标志。 

…….f 我们独立存在于一个没 
有关爱的宇宙中。 

…….g 亲自经历神才能证明 
神的存在。 

思考题：根据你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这些观点的缺陷

是什么？ 

2、完成下面这些关于存在神的倒推论证的句子，把你的
答案填在空处。 

a) 五个方面是通过……………………………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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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动原理指的是……………………………………… 
c) 第一原因的论据是………………………………论据。 
d) 完全的各种程度指的是………………………………。 
e) 关于设计的论据是………………………………论据。 
f) 这些论据的缺陷之一是它们只把神指示为…………。 
g) 与对于神的存在……………………………相比，这些
是较为次要的证据。 

思考题：你明白宇宙的秩序和原因吗，或者是你同意生

物数学家的观点吗？这些生物数学家认为生命的起源和

发展是“偶然”的，而我们知道这在统计学上是站不住

脚的。 

3、请完成下面这些关于神存在的顺推论证的句子，把你
的答案填空。 

a) 本体论论据是由…………………………首先阐述的。 
b) 对于有思想的人，神是……………………………… 
c) 关于神的概念，也可以说成是………………………… 
d) 对神的信仰的共同性，表明它是……………………… 
e) 相反，人承认神的存在是……………………………… 

思考题：你们社会中的什么事物，表明了对理性主义和

恢复“独立感”（尽管是因为受到误导）的不满？（你可

能会想到痴迷于 ESP、吸毒、占星术和其他邪教行为。） 

4、下面哪些句子是与价值论论据相一致的？选出正确答
案。 

a) 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是非感。 
b) 如果生命充满意义的话，人可以是不幸的和富足的。 
c) 良知承认神作为律法制定者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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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共同性的美感，表明了存在一位设计者或创造者。 
e) 因为艺术家有着很强的审美感，因此，他们都是非常
敬虔的。 

f) “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这就是你在地上所知道
的一切，也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一切。”[约翰·奇兹，
（John Keats）] 

g) 康德的论据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思考题：你明白到价值论观点（道德的和审美的），比前

面的指示物更加有效或更加无效吗？你们生活中的这些

价值观念的基础是什么？ 

5、把下面各种知识，与伯伊德所阐述的名称及其所指的
关系联系起来。把代表其相应名称和关系的序号填空。 

a………+………通过与人交往所获得的知识。 
b………+………根据公理所创造的知识。 
c………+………根据观察资料所获得的知识。 
1）数学的         4）我与你 
2）科学的         5）我与它 
3）个人的         6）我与无穷小与无穷大 

思考题：作为一个具有人格的神，比作为创造主的神（一

个它）对你更有意义吗？你认为一位具有人格的神，会

向他的有智慧的受造物显明他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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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a  2） 
   b  3） 
   c  1） 
   d  2）和 3） 
   e  1）和 2） 
   f  1） 
   g  3） 

2、a 阿奎那 
   b 第一驱动者/原理 
   c 宇宙学的 
   d 完美标准 
   e 目的论 
   f 创造主/第一原因 
   g 指示物 

3、a 圣·安瑟伦 
   b 最伟大的可信的存在 
   c 天生的 
   d 直觉的 
   e 无限的 

4、a)、c)、d)和 g) 

5、a  3) + 4) 
   b  1) + 6) 
   c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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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耶稣怎么样？ 

 

在前面的课文中，我们曾经尝试鼓励你们以思考的

方式来进行本课程的学习，对你们阐述了很多表明神存

在的“指示物”，并帮助你认识到神具有人格。然而，到

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简单地讲述了耶稣基督。在本课中，

我们将对耶稣基督这个人和他的宣言，作更加详细的探

讨。我们将把我们所决志接受的作为充分的证据，来相

信耶稣就是他自己所宣称的人，相信那些宣言也与我们

当前的情况密切相关。 

基督徒的人生观是积极的。它是“是”，是有目标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感到自己已经藉着耶稣基督，通过接

受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人，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就

像走出洞穴进入灿烂的阳光——突然有了光。没有根基

的、模糊的和不安的感觉消失了。基督徒们努力把这一

美好的发现向他人传播，以使人们渴望得到与耶稣基督

的“我与你”相遇。（见 A注） 

1971年12月，闻名世界的八十七岁传教士作家E·斯
坦利·琼斯博士（E. Stanley Jones）患了麻痹症，他无助
地躺着达五个小时之久。人们通知他的女儿来到他的床

边。当她到达的时候，他认出了她，并表示希望交待一

些重要事情。 

“女儿，”他说，声音微弱到几乎无法听到，“我现

在不能死，我必须活着，要完成另一本书：《神圣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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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ine Yes, Jones，7页）（见 B注）。在付出了巨
大艰辛和克服了巨大困难之后，这本书稿完成了，但是

只能借助录音带来完成，因为他无法阅读和写字。这本

书于 1974年春天出版，此时他已经去世两年了。 

这本书的标题出自使徒保罗的话，使徒保罗曾经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

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哥林多

后书 1：19-20）。 

琼斯博士作为牧师事奉了一辈子，他的大部分事奉

时间是在印度，在患了瘫痪症之后，他仍然以坚定的信

心写下了这样的话：“最后，‘神圣的是’终究要借着他

发出来。耶稣就是‘是’······有一位神，有一位天父，

位于这个宇宙的背后，关爱着所有的造物；天父藉着耶

稣基督的面貌而彰显，生命可以得到完全改变；我们的

空虚可以变得充实完全，如果我们的内在和外在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都为圣灵所充满的话”（琼斯，21页）。 

课文大纲 

 耶稣的神性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旨意 
 关于门徒身份的进一步阐述 
 一个挑战 

思考题 

1、人类祈求神向我们“伸出他的手”和“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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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2、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基督神话”的？ 
3、认为耶稣是一位道德说教者，有足够的理由吗？ 
4、耶稣与世界上其他三大宗教的创立者相比较如何？ 
5、你曾经见到过在他们的生命中，经历了像门徒彼得那
样的变化的人吗？ 

6、门徒身份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7、你个人曾经因为耶稣这个人而受到过挑战吗？ 

词汇学习 

公理的（axiomatic）——与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的定
理有关的。 

面对（encounter）——面对面地遇见；会见。 

末世论的（eschatological）——与世界末日有关或者是
与关系到宗教期望的事件有关。 

福音（gospel）——关于基督、神的国度和救恩的好消息。
首个字母大写的时候，指的是新约圣经的开头，讲述耶

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的四卷书之一。 

道成肉身的（incarnate）——具有形体和实质的肉体；
人性与神性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统一。 

弥赛亚（Messiah）——所期望的国王和犹太人的拯救者；
一位被承认或被接受关于某些希望或事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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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进程 

“我希望神向我伸出他的手，显露他的面，对我说

话！” 这是英格马·伯格曼德（Ingmar Bergman）的《第
七印》（Seventh Seal）中一个人物的祈求。 

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这样雄辩的语句，表达了人在宇

宙中的绝望和孤独感。或许最为伤感的例子之一，出自

莎士比亚那支威力无比的笔，当麦克白（Macbeth）听到
他的妻子死了的时候，莎士比亚把这样的话放到了麦克

白的口中： 

“······熄灭吧，熄灭吧，短促的烛光！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伶人， 
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 
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 
却找不到一点意义。”（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 

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本课程所描述的人类绝

望的特别感觉。 

在第一课中，我们试图为你举出一个有足够说服力

的例子，来使你自己诚实地学习这一内容。第二课的目

的是要说明很多表明神存在的“指示物”，和确认最好把

神称为“他”，而不是“它”。现在，我们必须探讨基督

本人。 

事实上，神已经显明了他自己。人在宇宙中不是孤

单的。实际上，神不仅对我们说话，而且还通过他的儿

子耶稣基督，向我们伸出了他的手。“他（基督）是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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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象，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

住万有”（希伯来书 1：3）。“本体的真象”这个短语，
是从希腊语“人物特性”这个词翻译过来的。古希腊人

用这个词，来描述硬币或印章表面上的蚀刻图案。因此，

圣经作者使用这一词语，是要说基督完全体现了神的本

质。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们同在，是人类历史的

一部分。因此，认真细致地探讨耶稣基督本人，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 

耶稣的神性 

正统的基督教教导坚持认为耶稣基督是神，是从童

女而生的，行了超自然的作为，为了拯救全人类而死在

十字架上，通过从死里复活和升天，来完成他的拯救计

划，现在他作为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而掌权。多好的宣

告啊！不仅教会作了这些宣告，而且耶稣本人也作了这

些宣告。 

现在请思考一会儿，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宣告。我

们陷入了对于这些奇妙宣告的四种可能回应之中。这四

种回应是：耶稣是传说，是一位说谎者，是一个疯子，

或者是主。 

他是传说吗？ 

关于耶稣和他的事工是传说的理论，是对基督神性

的最为严重的反对，但是极少人坚持这样的理论。有若

干种类的门徒，而主要是一两种方式体现出来的。有些

人明确地说：“当今的历史学家，完全排除了耶稣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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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麦克多维尔，（McDowell），83页]。（见 C注） 

其他人，诸如加利福利亚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维拉

姆·斯特罗尔（Avrum Stroll）这样的人，则更加狡诈。
他们宣称：“耶稣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有那么多关于他的

传说，学者们不可能找到关于这位真实人物的任何东西”

[蒙特歌马利，（Montgomery），1969年版，37页]。 

这种说法指责耶稣的门徒们，向世界提供了一幅虚

假的耶稣肖像。这种指责听上去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一

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寻找历世历代的先知们所应

许的“弥赛亚”或拯救者。而后来耶稣的门徒们才宣称

耶稣是神。约翰·W·蒙特歌马利指出了这一观点，为
什么是不能接受的若干个原因（蒙特歌马利，1965年版，
66-72页）。 

首先，大多数犹太人关于弥赛亚的看法，与耶稣关

于他自己的描述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他并不是他们所

期望的那一个，根据他们的观点，他是一位很差的候选

者。 

其次，耶稣的使徒和跟从者，都是具有很高道德标

准的人。他们所受到的培训使他们在心理上、宗教上和

道德上，都不可能试图使他成为一个神。例如，神是如

此地受崇敬，以至于犹太人不敢提到他，更不用说把一

个普通人视为神了。了解到他们在这个方面，有着根深

蒂固和若干世纪之久的传统，再去认为他们会虚构这样

一个传说，是难以置信的。 

第三，从死里复活的历史证据，不可能是狂热门徒

们，为了把耶稣提升为神而捏造出来的。耶稣的生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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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后的几年里记载下来的，所过去的时间，不足以

在早期记载中突然出现神话或传说。至少有两卷关于他

生平的书，是亲眼所见的记载（马太和约翰所写的福音

书）。当然，其他作者的记载，也有亲眼所见的内容和其

他来源的资料。 

事实是，新约圣经中所描述的耶稣门徒们，都是一

些难以被说服和容易怀疑的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是那样

的人，虚构关于耶稣的传说，使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

相信耶稣是神几乎两千年之久。不，虽然这是一个严肃

的指控，但它是不恰当，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抛弃。 

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耶稣，只不过是因为忽视了与他

的存在有关的大量证据。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评注圣经

的 F·F·布鲁斯·莱岚兹（F. F. Bruce Rylands）教授指
出了这种方法的缺点，他说：“有些作家可能会漫不经心

地虚构基督神话，但是，他们不会根据历史证据来这样

做。基督的历史真实性，对于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来说，

就像凯撒一样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宣传各种关于基督神

话理论的不是历史学家”（布鲁斯，119页）。 

他是一位说谎者吗？ 

耶稣有意地欺骗了人们吗？这一指控对大多数人来

说，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即使是那些不相信他是神的人，

通常也相信他是一位好人。他们称赞他是一位具有很高

道德标准的人，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是一位重要的道德

哲学家和一位伟大的榜样。 

托马斯·派恩（Thomas Paine，1737-1809）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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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美国人，在他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一书中，对基督教作了猛烈的攻击。然
而，这位强烈反对基督教的人，是这样阐述耶稣的，他

说：“这里所说的对作为真实人物的耶稣基督，没有丝毫

的不恭。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和友善可亲的人。他所宣讲

和实行的道德是最仁慈的；虽然孔夫子和一些古希腊哲

学家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宣讲了相似的道德体系，历

世历代中的许多好人，也宣讲和实行过这样的道德体系，

但是，从来都没有哪一种道德，超越了耶稣的道德。”[福
尔斯特斯（Foerstes），200-201页]。 

耶稣是世界上所看到的最伟大的道德说教者。如果

他事实上不是神的话，难道他同时又是一个邪恶的江湖

医生？难道一个“好人”会有意地欺骗大众而声称自己

是神？他慷慨激昂地向他的同代人，宣告魔鬼是一位撒

谎者，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些说谎的人就是魔鬼的子孙

（参阅约翰福音 8：44）。他自己宣称是神的儿子。如果
他宣称自己是神而受到弃绝，那么，他的整个生命、他

的事工、他的教导和他的声誉，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便

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他的生活、事工、教导和声誉，都坚实地支

持他是神。他这样说他自己：“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

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

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约翰福音 14：10-11） 

耶稣没有说谎的名声。这一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完

美的道德哲学也不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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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一位狂人吗？ 

一个人可以接受耶稣是最伟大的道德说教者而不是

神的儿子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是精神失常，或者是自欺

欺人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很有理由的结论，因为一个

精神失常的人，不大可能达到如此卓越的地位而跻身于

最伟大的人物之列。 

可是，有一些重要人物却选择了相信它。著名的人

道主义医生和哲学家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便是这样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找寻历史
上的耶稣》（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一书中，他持
这样的立场，即耶稣真诚地误解了他的本质。他感到有

必要证明耶稣是精神病的指控。他 1913年向司塔斯堡大
学（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递交的医学论文的题
目是《关于耶稣的精神病学研究》，试图表明作为人的耶

稣，“可能是疯子，因而认为他自己是末世的‘人子’，

将在末世的时候，与审判世界的天上主人一起再来”（蒙

特歌马利，1965年版，63-64页）。 

史怀哲医生的著作，是试图在历史事实的范畴内，

阐释耶稣的诚实尝试。但事实上，因为缺乏学者们和其

他人信奉或接受他的关于耶稣的论题，因此他的阐释是

不充分的。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结论，即如果耶稣认为他自己

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而事实上却不是，那么他就是

疯子。然而，鉴于耶稣的完美教导，我们简直无法接受

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精神

分析家菲舍尔（J. T. Fisher）形象生动地做出了下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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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论述：“如果你把最资格的精神分析家和心理医

生，所写的关于精神卫生方面的权威文章全部集中起来，

把它们联系起来推敲，剔除过分晦涩的文字······如果

你具有当今最有才华的诗人们，所精确表达的这些纯粹

的科学知识，那么，你将会对登山宝训（马太福音 5-7
章），得出一个荒谬和不完全的结论。而这将会因为对比

而遭受巨大的痛苦。因为将近两千年以来，基督教世界

一直对永不满足和徒劳无益的盼望，掌握着完全的答案。

在此······寄托着成功人生的蓝图，带着乐观主义、心

理健康和满足”（菲舍尔 Fisher，273 页，蒙特歌马利作
了引用，1965年版，65页）。 

耶稣真的是主吗？ 

如果耶稣不能被指控为狂热门徒们所虚构的一个神

话，或一个说谎者，或精神失常者，那么，剩下的只有

一个选择。他一定是他所宣称的：基督、神的儿子和人

子。 

当耶稣在一间楼房里与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

了他们许多事情，其中他对他们说，“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是。”（约翰福音 13：
13）现在，我们有责任把握基督的宣告，克服其中的疑
惑和困难。最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可能会只是：耶稣

基督是不是主？一个人必须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情感

上都完全相信这一事实之后，耶稣基督才能在他个人的

生命中产生影响。 

只要耶稣仍然仅仅只是他们自己之外的一种智力上

的好奇，那么，他们与永活的神之间，就不会有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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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最终的一步是要接受他作为你的主，通过亲身体

验来认识他。 

在此，我们要努力表明的是，耶稣基督的证据在理

智上是完美的。四卷福音书的记载，揭示了他的完美、

圣洁的本质和谦卑。他的永不过时的信息，带着神圣权

威和神迹奇事，在历世历代中都具有历史影响，这是进

一步的证据。无论基督教传播到哪里，它都带去了对个

人的高度尊重，以及事奉神和服务他人的责任感。 

“在整个西方世界，每一次看日历，每一次宣告日

期，每一次铸造钱币，都是对整个历史中的那位中心人

物的一次见证。我们以公元前（B. C.，即基督降生之前）
或公元后（A. D.，拉丁文是 anno domini，即主年）来计
算年份。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信徒和非信徒，都要

以这种方式来欢呼他的诞生”[门齐斯（Menzies），88页]。 

来自历史、道德、心理和经验的证据，都明确地支

持耶稣是主。有些人可能会因为需要参与其中而拒绝这

种证据。但是，当你确定耶稣是什么人的时候，必定会

存在道德上的诚实。 

下面的图示是对本章节的总结，并形象地描述了关

于耶稣身份的各种选择。（见 D 注）请认真思考它。你
能接受他的宣告是真实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仍然

需要做出最为重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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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复活 

世界上四种主要宗教，在哲学意义上全部都有其起

源。这四种宗教都是建立在其创立者的个人影响的基础

之上的。它们是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亚

伯拉罕是犹太教之父，死于大约公元前 1900年。关于佛
祖之死的原始记载见于“Mahaparinibbana Sutta”一书，
它记载说，他死的时候便“完全消失，没有留下任何东

西”。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死于公元 632年，
享年六十一岁。他的坟墓经常有朝拜者造访。根据犹太

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其创立者都没有在身

体上从死里复活的经文记载（麦克多维尔，185-187页）。
而在基督教中，则有这样的经文记载！ 

从这个方面来说，基督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不仅

教导说他将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要在三天后复活。所

有这些都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那些记载耶稣生平

的人与其他许多人一起，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

活的事实，他们是值得相信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新约

的神迹奇事，它也是对全人类永远最为重要的神迹奇事。 

一直以来，都有精心设计的反对和贬损这一非同寻

常的历史事实的各种图谋。有些人说耶稣根本就没有真

正地死去，而只是因为痛苦和拷打而昏过去了。另一种

与从死里复活一样古老的观点认为，耶稣的身体是被他

的朋友和门徒们，从坟墓里偷走了（马太福音 28：13）。
其他人则说耶稣的身体是被他的敌人偷去了。有一种更

加狡猾的观点认为，坟墓并不是真正空的，而是耶稣的

门徒们产生了一种超自然的幻觉，基督从死里复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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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他们意识到基督的灵，临到了他们身上。换句话

说，这不是身体上真正的从死里复活，而是一种属灵的

复活。 

第四种看法认为，耶稣的门徒们如此的悲痛，他们

如此强烈地渴望看到耶稣活着，因此产生了幻觉，或者

说，他们成了视觉错误的牺牲品。有些人说，耶稣的身

体根本就没有放在坟墓里，也从来没有埋葬，而是与同

耶稣一道被处决的罪犯们的尸体，一起被扔进了一个坑

里。有些人认为，门徒和那些忠实的跟从者们是找错了

坟墓。 

所有这些阐释基督复活的观点都必须抛弃。为什

么？因为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 这些观点，体现了相互排斥和与所记载的故

事不一致的广泛看法。 

第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耶稣的门徒们是说

谎者、小偷、精神失常者，或者是愚蠢之人。 

第三，耶稣的复活在新约圣经中，得到了超过 500
人的证明，这些人都在耶稣复活后的若干场合中见到过

他。使徒保罗记载道：“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

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死）了的。”（哥

林多前书 15：6）（见 E注） 

第四，基督徒们说他们有真理、有光、有生命和有

力量。指责这样的人，向世界作出了诸如耶稣复活这么

大的一个恶作剧是不合乎逻辑的，如果耶稣实际上没有

从死里复活的话。而且，很多见证者宁愿他们自己被处

死，也不愿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他们不可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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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们所知道的骗局。确实发生了从

死里复活的事，这不是恶作剧，而是事实。 

这里多说一句，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有关他的死

的事实，还有另一个非常有趣的证据。神在旧约时期向

子民教导他的道的一个方式是，通过先知们向人们传达

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神通过他的使者，历世历代所

作的关于所应许的将来的弥赛亚或拯救者的许多预言。

所有这些关于他的降生、生活、事工、死亡和复活的预

言，都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成就。 

关于复活还可以说很多。或许，你可以通过阅读本

课后面所列出的资料来进一步学习。请允许我用新约圣

经学者伯纳德·拉姆博士的话，来对这个重要章节加以

归纳总结，他说：“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

史事实。他发现这可信，是因为他的基督教有神论思想；

其理由见于他的基督教神学；其历史真实性得到了新约

圣经中所记载的新约预言，以及教会历史上，神父们的

著作和最初的教义的持续一致的广泛证明”（拉姆，193
页）。 

耶稣的旨意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死在十字架上以

后又从死里复活，那么，其背后的真正意义和旨意是什

么呢？基督教的重心，在于个人亲自经历与耶稣基督的

相遇。 

或许，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旨意的最明确方式，

是考察耶稣与另一个人相遇的经典形式。这里，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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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耶稣最早的一位门徒西门，一个加利利渔夫，他的

性格的缓慢改变过程。 

西门是一位职业渔夫，因为在太阳下劳作而被晒得

黝黑，浑身散发着旷野的气息。他容易发怒、冲动。西

门的兄弟安德烈把他介绍给了耶稣。当他们相见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彼得，‘磐

石’。”（约翰福音 1：42，The living Bible）耶稣立刻知
道了西门将发生的改变，并通过把他的名字改为彼得，

意为磐石，来表明这种改变。耶稣知道将会发生这样的

改变，从一个容易激动和冲动的西门，改变为“像磐石

一样坚固”的彼得。 

耶稣就是这样明白每一个人。他知道他们的软弱；

当他们归向自己的时候，他要使他们变得刚强、完全和

有健康的个性。这是他了解我的方式，也是他了解你的

方式。 

你可能会说，“但是我没有接受耶稣。他怎么明白我

呢？”让我告诉你，你内心最深处的心思意念，对他来

说就像一本打开着的书。那里可能会有隐瞒着世界上其

他任何人的秘密，但是没有任何秘密可以隐瞒他。耶稣

知道我，他也知道你。耶稣明白每一个人的出生过程，

希望在某个时候引起他的关注。事实是，你能够坚持本

课程的学习到目前这种程度，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仿

效彼得与耶稣的经历。 

彼得生命中的这些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从根本上

来说，这包含了三个步骤。 

第一，意志在彼得身上起了作用。他自觉地委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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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当然，后来他也多次犯了错误。他不是一开始就

完美无瑕，曾经在好些场合说话不合时宜，鲁莽行事，

草率地做出承诺；可是当他决定委身于基督之后，却能

保持一直跟从、相信和信靠耶稣。慢慢地，随着基督在

他生命中的影响不断增强，他开始明白，开始改变。 

第二，彼得认识到，他必须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

从理智上接受基督。他首先使他的意志（心）和他的情

感（感情）顺服于耶稣。彼得还认识到他的智力和理性，

也必须顺服于耶稣。他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进行“智

力自杀”，而是决定信靠耶稣，尽管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

到解答，还有一些个人的困惑和一些逻辑上的异议。这

就是耶稣所说的“信心”。他教导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没

有看见耶稣就相信，那么，跟着就会得到确据、感悟和

知识（约翰福音 20：29）。 

第三，彼得让自己的余生，毫无疑问地完全顺服于

耶稣。这是对委身的终极试验，是在不完全知道旅程的

情况下，自愿跟从基督，也从不期望它是一次轻松的旅

程。 

这就是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所
说的“门徒身分”（邦胡尔弗，36页）。他是一位威望很
高的德国年轻神学家，他的著作已经被翻成了多种语言。 

与耶稣的相遇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这意味着要

把你自己的意志，顺服于神的意志。彼得开始跟从耶稣

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这样做的含义。随着

他所面对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大，他发现自己的信心也在

增长。他还发现，虽然归向耶稣之后仍然有各种困难，

但是生活却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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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旨意：藉着神的独生子成

为人子，而使人类的子孙成为神的子民。神希望子民们

永远分享他的生命和作为，而这也是他选择用来成就他

的旨意的方式。所有的人都像彼得一样，可以在耶稣基

督强烈而又亲切的影响之下，得到改变（参阅哥林多后

书 5：17）。 

关于门徒身份的进一步阐述 

本课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让你点头同意这一事

实，即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现在仍然是他所宣称的那

一位。智力上的认同并不足够。如果你像相信凯撒和柏

拉图那样相信耶稣，那就大大地远离了我们的目标。 

凯撒和柏拉图已经死了。这也正是无论热情地“支

持”他，还是“反对”他都永远不是一个问题的原因所

在。但是，耶稣基督是活着的。“现在仍然有人爱他，也

有人恨他。存在着热爱基督的强烈情感，也存在着要毁

灭他的强烈情感。对他有这么多的愤怒，正好证明了他

没有死。”（博维，8 页）。（见 F 注）这也是耶稣曾经为
人所充分理解的原因所在，对他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必须顺服他的权柄和接受他的教导；必须让

他的看法来形成我们的看法，用他的观念来影响我们的

观念。而这包括他的那些令人不舒服和不时髦的教导”

（斯托特，210页）。 

当我们受召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一种与他建

立独有关系的呼召。因此，门徒身份意味着对基督的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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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奉。基督教不只是知道大量的宗教信息，而是认识

耶稣，忠诚于耶稣，把他视为主。 

你觉得很难相信耶稣吗？或许，这是因为你抵触顺

服他。不要像那山间小溪，总是顺着阻力最小的线路流

动。潘霍华上吊自杀，是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与政府当

局产生了冲突。他阐述了“廉价的恩典”和“昂贵的恩

典”。“廉价恩典”就是没有担负门徒职责的恩典，没有

背负十字架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生命和道成肉身的

恩典。（潘霍华，36页）。 

基督谈到了自我否定，与我们同伴的和好，服侍他

人，热情地投身于生活之中，为了良善而对抗邪恶，甚

至在必要的时候遭受苦难。门徒身份意味着无论付出多

大的代价，都忠诚于得胜的基督，而不是成为一个脱离

社会的隐士。这意味着在吵吵嚷嚷和臭气熏天的市场，

也要坚持真理。 

你会认为廉价的恩典、浅薄的经历、随意的敬拜有

什么价值吗？你会认为那些不忠诚的门徒有什么意义

吗？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大量这样的基督徒。基督教没有

受到严肃对待，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不幸的是，有些

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自己也没有严肃地对待它。基督所

呼召的是完全的“门徒身份”：自觉地把意志、智力和情

感，奉献于全人类之主耶稣基督。 

一个挑战 

鲁益师（C. S. Lewis）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这个要求很好地概括了本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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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不过是一个人，却说出了耶稣所说的那些

话，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这个人说

自己是一个水煮蛋，由此可见，他要不是一个疯子，就

是地狱里的魔鬼。你必须自己做出抉择：这人过去、现

在是否是神的儿子，或者是一个疯子或比疯子更坏的某

样东西。你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傻瓜关起来，你可以向他

吐口水，也可以把他作为一个魔鬼而杀了他；或者，你

可以跪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和神。然而，让我们不要

相信任何高高在上的胡言乱语，说他的存在是一位伟大

的人类教师。他没有让那些东西向我们打开，也没有打

算那样做。”（ 鲁益师，56页） 

有太多的人随便挥一下手便拒绝了基督教，只因为

他们不愿意面对耶稣基督的挑战。如果此时此地你面对

着基督，不要惧怕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所包含的道德意

义。在你完全研究和思考其证据之前，请不要转身走开

而进入绝望的黑夜并弃绝他。这是很多人既害怕又懒于

去做的事情。惧怕面对基督徒行为准则和基督徒职责的

挑战的人，是一个逃避者。逃避会显得更容易，也更舒

服。 

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为了使人与神和好。正是基于这

种和好的精神，耶稣邀请所有的人，无论在何处，无论

种族、肤色、背景、过去的行为和现在的问题，所有的

人都受到邀请来归向他。 

因此，为什么人们要把耶稣贬低为一本没有打开的

书而避开他，就好像他不能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一

样？无论什么原因，请你自己不要那样做。相反，要深

入了解你自己，并在你向他迈出另外重要一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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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面这一祷告： 
“天父啊，不要让我满足于 
      只把耶稣视为 
      一位伟大的教师。 
  让他永远成为 

我最好的朋友， 
我永远的救主， 
我无穷的力量， 
我不灭的希望。 

请永远显明 
    耶稣对于我的意义。[格斯奇（Gesch），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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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A   正如上一课注脚中所阐释的那样，我用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的“我与你”这一词语，来阐述一个人
与神/人耶稣基督的相遇。在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是一个
基督教用语。 

B   有些资料出自该书的扉页。介绍这个伟大人物属灵
上的“最后意志和立约”。前言是由他的女儿尤尼丝·琼

思·马太斯（Eunice Jones Matthews）所写的。 

C   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他曾经参加过美国
纽约州的政治竞选。 

D   本图表是从麦克多维尔（McDowell）著作第 108页
中的那个图表，改编和扩大而来的。 

E   请注意，保罗要求调查，强调了这些见证人仍然活
着，可以接受询问。正如保罗在罗马法庭前作辩护时所

说的那样：“因（这）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使徒行传

26：26）。 

F   博维引自基奥凡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基
督生平》（1923年版）一书的第 6页。帕皮尼(1881-1956)
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是一位反对基督

教的人。1920年，他改变归向罗马天主教，现在他因为
写于 1921年的著名著作《基督生平》（Storia di Cristo）
而享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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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参考书目 

1、潘霍华所著的《门徒身份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美国纽约Macmillan公司，1959年版。 

2、博维·沃尔特·布塞尔（Bowie，Walter Bussell）的
《主》（The Master），美国纽约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公司出版，1958年版。 

3、布鲁斯·F·F（Bruce，F.F.）的《新约文献》（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美国密歇根州 Grand Rapids
的Wm. B. Eerdman出版公司出版，1960年版。 

4、菲舍尔·J·T和豪利·L·S（Fisher，J. T.，Hawley，
L. S）所著的《遗失的若干纽扣》（A Few Buttons 
Missing），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 J. B. Lippincott公司
出版，1951年版。 

5、福斯特斯，诺曼（Foerstes，Norman）编著的《美国
诗歌和散文》（American Poetry and Prose），美国马萨
诸塞州波士顿的 Houghton Miffin公司出版，1934年
版。 

6、格斯奇·雷·G（Gesch Roy G）所著的《救命啊！我
在上大学》（Help!I’m in College），美国密苏里州圣路
易斯 Concordia出版社出版，1969年版。 

7、琼斯·E·斯坦利（Jones E. Stanley）的《神圣的‘是’》
（The Divine Yes），美国纽约 Abingdon 出版社出版，
1975年版。 

8、路易斯·C·S（Lewis，C. S）的《纯粹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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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麦克唐韦尔·乔斯（McDowell，Josh）的《需要裁定
的证据》（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美国加
利福利亚州 San Bernadino 的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公司出版，1972年版。 

10、 门齐斯·威廉姆斯（Menzies，William）的《辩
护学：学习指南》（Apologetics: Study Guide），国际
函授学院出版，1976年版。 

11、 蒙特歌马利，约翰·沃威克（Montgomery，John 
Warwick）的《历史与基督教》（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美国伊利诺斯州 Downers Grove 的
Inter-Varsity 出版社出版，1965年版。 

12、 《历史向何处去？》（Where Is History Going?），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
公司出版，1969年版。 

13、 拉姆·伯纳德（Ram Bernard）的《新教基督徒
证据》（Protestant Christian Evidences），美国伊利诺
斯州芝加哥的Moody出版社出版，1953年版。 

14、 威廉·莎士比亚的《威廉·莎士比亚著作全集》

（Th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Gathered into one 
Volume），美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38年版。 

15、 斯托特·约翰·R·W（Stott John R. W）的《善
辩者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英格兰伦敦
的 Tyndale出版社出版，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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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潘霍华所著的《门徒身份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美国纽约Macmillan公司，1961年版。 

整本书都值得阅读，它影响了很多生命归向耶稣基

督。 

鲁益师（Lewis，C. S）的《纯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美国纽约Macmillan公司出版，1965年版 

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应该找时间，阅读由这位英国伟

大的文学批评家、作家和基督徒所写的这部精彩著作。 

麦克多维尔·乔斯（McDowell，Josh）的《需要裁
定的证据》（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美国加
利福利亚州 San Bernadino的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公司出版，1972年版 

这卷书充满了关于基督教的引语、事实和信息。5-10
章的内容中，包含了对耶稣基督的探讨。 

弗兰克·莫里森（Morison，Frank）的《谁移动了
那块巨石？》（Who Moved The Stone）英格兰伦敦的
Faber and Faber有限公司出版，1969年版。 

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作了很好的研究。 

伯纳德·拉姆（Ram，Bernard）的《新教基督徒证
据》（Protestant Christian Evidences），美国伊利诺斯州芝
加哥的Moody出版社出版，1953年版。 

第 6章和第 7章阐述了耶稣和耶稣的复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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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学习非常有价值。 

约翰·R·W·斯托特（Stott，John R. W）的《善
辩者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英格兰伦敦的
Tyndale出版社出版，1970年版。 

 一本很好的关于严肃的基督教学生价值观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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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新约圣经腓立比书 2：5-11。对于成为“人的样
式”的神，这段经文向你阐述了什么？ 

………………………………………………………………
……………………………………………………………… 

2、根据你自己的看法，评价关于判断耶稣的四种可能。
（对每一种可能都写一个句子。） 

传说………………………………………………………… 
说谎者……………………………………………………… 
疯子………………………………………………………… 
主…………………………………………………………… 
 
阅读基督复活的故事（马太福音 28：1-15；马可福音 16：
1-14；路加福音 24：1-41；约翰福音 20）。根据马太福
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记载，请指出下面两种人的不同反应：

门徒们（信徒们）和其他人（非信徒们）。 

门徒们：…………………………………………………… 

其他人：…………………………………………………… 

3、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相比，基督教的独特本质是基
督从死里复活，是活的。联系你与他的个人关系，这

对你具有什么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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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在耶稣于伯利恒诞生的几百年之前，旧约圣

经已经包含了关于耶稣的信息（路加福音 2：1-7）。阅读
下面这些旧约经文，看看你是否能够指出该经文所给出

的关于耶稣的具体信息。 

以赛亚书7：14……………………………………………… 

弥迦书 5：2………………………………………………… 

撒迦利亚书 11：12-13……………………………………… 

以赛亚书53：9……………………………………………… 

4、你对西门生命中所发生的改变，以及完全门徒身份的
挑战有什么感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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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1、耶稣披戴人的样式，成了一个人。他作为一个顺服的
奴仆而来到这个世界，甚至到了愿意顺服于死的程

度。现在，他作为奴仆的职责已经完成，有一天每一

个人都会认识到神/人的主的身份。 

2、你的答案。我的立场明确地来自于经文。 

3、    门徒们（信徒们）           
妇女们——猜疑（路加福音 24：4）       

惊怕（路加福音 24：5）         
       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马太福音 28：8）            
       明白（路加福音 24：8）            
        敬拜（马太福音 28：9） 

门徒们——不相信（路加福音 24：13） 
       困惑和忧愁（以马忤斯）（路加福音 24：13-24） 
       相信和欢喜（以马忤斯）（路加福音 24：31-35） 
       惊慌、害怕、疑心（路加福音 24：37-38） 
       欢喜得不敢相信（路加福音 24：41） 
       敬拜和疑惑（马太福音 28：17） 
       明白（路加福音 24：45） 
        欢喜和敬拜（路加福音 24：52-53） 
其他人(非信徒们) 

看守者——害怕和浑身乱战 (马太福音 28:4) 
守兵和祭司长——编造故事解释尸体不见了的问题。 
          （马太福音２８：１１－１５） 

4、一个人只能与某样确定的东西产生联系。如果耶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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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赛亚书 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 

弥迦书 5：2——伯利恒将是弥赛亚的出生地。 

撒迦利亚书 11：12-13——耶稣（弥赛亚）将以 30
块钱出卖（马太福音 26：14-16；马可福音 14：10-11；
路加福音 22：3-6）。 

以赛亚书 53：9——他将与财主同葬（马太福音 27：
57-60；马可福音 15：43-46；路加福音 23：50-53；
约翰福音 19：38-41） 

6、你的答案。你应该注意到，西门生命中所体现出来的
行为和态度上的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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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 

1、神在哪些方面回应了人类绝望的祈求？选出正确答
案。 

a) 他让人处于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之中。 
b) 他通过耶稣基督显明了自己。 
c) 他的本质已经在自然界中得到了充分揭示。 
d) 他已经进入了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 
e) 他已经显明了人在宇宙中是孤独的。 

思考题：对于神的性格，这表明了什么？ 
        关于生命的本质，这表明了什么？ 

2、把下面关于传奇式耶稣的各种观点，配上基督徒所做
出的回应。把答案的序号写在相应的空白处。 

….a 门徒们有意伪造故事。    1、这些人是怀疑者，
难以说服。 

….b 门徒们欺骗了他们自己。  2、不充足的时间和丰
富的亲眼见证，都

驳斥了这一点。 
….c 门徒们极其渴望弥赛亚。   3、称某个人为“神”，

有悖于犹太人的传

统。 
….d 门徒们狂热地制造了复  4、从道德上说门徒们   
活这件事。          不可能捏造传说。 

….e 门徒们赋予耶稣神性 
是为了使他变得更加  5、耶稣不像犹太人 
重要。          所想的那位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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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有充分的证据使你相信耶稣是历史人物吗？ 

3、下面哪个论据回答了耶稣有意骗人的看法？选出正
确的句子。 

a) 他宣称是披戴肉身的神。 
b) 他被广泛地推崇为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c) 说谎不符合他的性格。 
d) 他反对魔鬼，认为魔鬼是说谎者。 
e) 他祈求神的权柄和神通过他来动工。 

思考题：你同意反基督教者的说法，认为耶稣是一个好

人和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吗？ 

4、基督教创立者的复活，使之有别于其他宗教。选出表
示耶稣复活的合理证据的句子？ 

a) 门徒们所去的那个坟墓是空的；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耶
稣的身体。 

b) 耶稣的死和复活，与各种预言完全一致。 
c) 门徒们是如此地渴望耶稣复活，以至于它们相信了这
个事情。 

d) 门徒们宁死都不否认耶稣的复活。 
e) 五百位亲眼见证者可以对此作证。 

思考题：如果另一个历史事件也有这样的证据，你会相

信它吗？ 

5、下面有关西门彼得与耶稣相遇的句子，有些是正确
的，有些则是错误的。请区分这些句子，在正确的句

子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T，在不正确句子前面的空白处
写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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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突然变得完美。 
…….b 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耶稣。 
…….c 他相信廉价的恩典。 
…….d 他的委身是意志的作为。 
…….e 他从来不会容易激动，以后也不会冲动。 
…….f 他变成了一块岩石。 
…….g 他的生命是门徒职责的典范。 
…….h 他在智力上自杀了。 
…….i 即使在他还没有明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信靠

基督。 
…….j 他一直毫无疑问地顺服耶稣。 

思考题：耶稣拣选彼得是因为他的潜质，而不是因为他

以前的表现。你也如此判断自己和他人吗？ 

6、请完成下面句子，这些句子总括起来就是对于基督徒
门徒身份的定义。根据课文进程中的内容，找出你的

答案，并将它填空。 

a) 对……………………………………………充满热情。 
b) 接受他的…………………和……………………。 
c) 唯独………………………………………耶稣。 
d) 不仅仅知道大量的……………………………………。 
e) 明白耶稣是……………………………………………。 
f) 强烈地……………………………………生活当中。 
g) 与我们的同伴…………………………………………。 
h)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坚持…………………………。 

思考题：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与这种委身相似吗？

在其要求中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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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b)和 d)。 

2、a   4) 
   b   2) 
   c   5) 
   d   1) 
   e   3) 

3、b)、c)和 e)。 

4、b)、d)和 e)。 

5、a  F 
   b  T 
   c  F 
   d  T 
   e  F 
   f  F 
   g  T 
   h  F 
   i  T 
   j  T 

6、a) 耶稣。 
   b) 权柄和教导。 
   c) 眷恋。 
   d) 宗教信息。 
   e) 主。 
   f) 参与到。   g) 和好。   h)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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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圣经是神的话语吗？ 

 

唐纳德·约翰斯（DR. Donald F. Johns）博士是我所
喜爱的一位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对启示作了阐述。他

阐释道，人们对神的概念，由于其人文主义偏见，使他

们把圣经视为另一本书而已（约翰斯，19 页）。其实，
一旦接受了关于神的观念，也会接受关于启示的观念。 

首先，存在启示的“概率”。有能力创造宇宙的神，

也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向人类显明他自己。 

其次，存在启示的“盖然性”（亦称“或然率”）。在

造物中所显明的神的性格，使启示成为可能。神这位创

造主，或许会希望向他所创造的人类显明他自己，以使

他们明白自己。 

第三，有启示的“愿望”。历世历代的人和所有地方

的人们，都渴望有某种超自然的启示。每一种文化都总

会有一种宗教。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神创造人的时候，

赋予了人类他并不打算使之得到满足的愿望。 

第四，有启示的“必要性”。单单良知和理性，已经

足以使一个人认识到他个人的罪，但是，为了使人从罪

中得到拯救，还是必须有启示。只有某种神圣启示所揭

示的拯救计划，才能确保人类得到救赎而脱离罪的“刑

罚”和“权势”。 

我们已经探讨了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作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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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启示。然而，有什么原始资料或文献，向我们阐述了

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吗？那些文献资料可靠吗？当然有，

圣经就是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原始资料或手册。我们必

须探讨这本书，力求对它的背景和可靠性有一定的认识。

这是本课的主题。 

课文大纲 

 圣经出自何处 
 圣经中的难点 
 圣经的权威性 
 如何理解圣经 
 一个挑战 

思考题 

1、爱情故事与科学教科书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创作一本确实可靠的书，其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是
什么？ 

3、现代科学研究和发现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关于确实
可靠的圣经的观念？ 

4、你最希望在圣经中发现哪些错误？ 
5、如何运用逻辑来思考圣经的权威性？ 
6、你将如何对圣经作个人的深入学习？ 
7、你愿意严肃认真地研究新约圣经中的某些部分吗？ 
8、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了真理，你都会愿意接受它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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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学习 

预表（anti type）——  与某种预示相一致，或者是在某
种预像中所预示的某样东西。 

启示（apocalyptic）——圣经中的启示录；与预示这个世
界的终极命运有关的。 

亚兰语（Aramaic）——公元九世纪以来为人所知的闪米
特人的一种语言，并被多种非亚兰民族的人民接受为习

惯语，其中包括巴比伦时代被流放的犹太人。 

高等评鉴学（higher criticism）——研究圣经著作，以确
定它们的文化历史和作者们的意义和目的。 

人本主义（humanism）——宣称人有能力通过理性来自
我实现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常常排斥超自然主义。 

绝对正确（inerrancy）——不会犯错误的；毫无瑕疵的。 

预言（prophecy）——宣告神的旨意。 

预表论（typology）——认为基督时代的事情是旧约时代
的事情的象征对象，或者是由旧约时代的事情所预表的

一种教义。 

预示（type）——起到了表明某个事物，即将出现其作
用的某样东西。 

课文进程 

几年前，我在一所大学里遇见了一位人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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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在第三课中所阐述的意义，通过与耶稣基督的个

人关系，他刚刚成为一位基督徒。正在试图把人类学的

科学原理，与他的新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讨论了创世记关于人的起源的最初几个章节和

五经（旧约圣经的最初五卷书）的作者身份。他感到颇

为失望地说，“我只希望摩西多说一点点关于人类的起

源！” 

他曾经多次表达了对于圣经的类似愿望。重要的是，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认识到圣经是一部特殊的著作，是为

着一个特别的目的而写作的。它并不是为了法庭或者是

实验室而写作的。它不是这样一部侦探小说，人类掌握

着几条线索，努力追踪难以捉摸的神。 

对圣经的最佳描述是，它是一部关于爱的故事，是

一部对神与人因着爱和理解而走到一起的历史记载。圣

经呈现了神的真实性和神的人格。圣经的写作不是为了

引发争论，也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更不是为了向另

一宗教体系提供一部“神圣的书籍”。 

英国圣公会牧师米迦勒·格林（Michael Green）对
于圣经的特殊旨意，作了很好的阐述：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籍。这是一本阐述人与人、

人与宇宙以及人与神的总体关系的书籍。就其涉及到科

学领域的方面来说，它也是以普通的日常语言来表述的，

如讲到了太阳的“升起”和天空在“高处”。任何人和宗

教都没有权力，规定科学家对于物质宇宙的信念，要建

立在圣经的某一特别诠释的基础之上。相反，圣经鼓励

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要让人类掌管自然，在宇宙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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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造主的道（格林，43页）。” 

圣经出自何处 

我们通常认为，圣经由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两个部分

组成：旧约和新约。我们还可以说，圣经是一些短小的

书卷的汇集或集子，这也是正确的。它是“活的著作”，

是属灵珍品的百科全书。圣经的统一性当中蕴含着多样

性，这看似矛盾而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其超自然的出处。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探讨一下，与圣经有关的下面六个方

面。（整篇课文都可以用于这六个方面的主题）。 

（一）时间 

圣经的写作和编辑，大概用了 1600年左右的时间。
摩西大约在公元前 1500年的时候开始写作。使徒约翰大
约在公元 100 年的时候，写作了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
（“最后”是根据其在圣经中的位置和时间顺序而言的）。

巨大的时间跨度，极大地妨碍了产生一个统一整体上的

协作。然而，圣经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了神在带领完成

这一优美著作方面，发挥了持续的影响。 

（二）作者身份 

大约有四十个不同的人，参与了圣经的写作。这些

作者来自生活中的各行各业，其中包括牧人（阿摩司）、

智者（所罗门）、王（大卫）、农民（弥迦）、渔夫（彼得）、

医生（路加）、学者（保罗）、政治家（但以理）、税吏（马

太）和祭司（以赛亚）。你会看到，正如圣经的写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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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大的时间跨度一样，圣经的作者们，也同样在背景、

教育、词汇和经历上，有着巨大的不同。没有超自然的

带领，如此不同的一群人的联合写作，决不能成为一部

完整统一的巨著。 

（三）语言 

至少采用了三种语言，来向人类传达神的书面信息。

旧约圣经的主要语言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主要所采用

的是希腊文。在一世纪期间，希腊文是古代世界的国际

语言。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有些部分都使用了阿拉米

语（又叫亚兰语，译者注）。亚兰语曾经作为圣经世界的

主要语言达两百年之久（大约公元前 500-300年）。作者
们用他们当时最通行的语言来写作圣经，而不是使用神

所特别启示的语言或专业术语。 

（四）写作方式 

圣经使用了很多写作方式或风格。有各种各样的的

律法——民法、刑法、道德法和礼仪规则。有诗歌、历

史、比喻、寓言、哲学、自传、个人书信、教义、回忆

录和日记。当然还有预言和启示这些独特的圣经方式。 

（五）地点 

圣经的实际写作中提到了很多地方，几乎与行为本

身所发生的地方一样多。例如，摩西在西奈半岛的沙漠

中写作，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口述书信，大卫在巴

勒斯坦的山坡上歌唱他的诗篇，约翰则在小亚细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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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土耳其）沿海的拔摩小岛上写作，但以理在巴比

伦被掳的时候，看见了关于将来的异象，以赛亚在圣城

耶路撒冷作预言。圣经是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国家

和三个大陆上——亚洲、非洲和欧洲写作的。 

（六）内容 

圣经内容丰富，包含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所有感受、

情感、问题和感兴趣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从米迦勒·格

林的著述中注意到，圣经是“一本讲述人与人、人与宇

宙以及人与神的总体关系的书”（格林，43页）。这是事
实。一个人可以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主题，诸如宗谱、

道德、保持好健康的规则（身体上和精神上）、生育孩子

的建议、地理、历史、做领袖的原则、战争和战争策略、

友谊以及祷告。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以及对人重要的

任何东西都有所触及。如果不是直接触及，就是间接地

触及。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都被提出来，并得到了探讨。 

然而，圣经奇妙地“协调一致”。只有承认圣经是受

到默示的，才能解释这一点。圣经中被译为“默示”的

那个词（提摩太后书 3：16）是从希腊语“theopneustos”
直译过来的，所谓“默示”就是具有神性的本质，赋予

了其生命和意义。这一“神所默示”的特性，使得圣经

的写作历经数百年、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和版本，而没有

任何错误或漏洞。 

圣经中的难点 

当今最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圣经包含很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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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矛盾、夸张和神话。对于某些科学发现的解释

和破坏性的批评，使得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实际上

是不可能，过分地相信圣经。我坦诚地承认，部分圣经

经文的内容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经文

来说，这些问题是很小的，对圣经的神性本质和真理没

有任何影响。 

法国学者雷纳·巴赤（Rene Pache）探讨了圣经中
的难点问题。下面述评就是建立在他的观点和研究基础

之上的（巴赤,141-158页）。 

首先，有想象的难题。所谓“圣经中无法解决的问

题”一直被极度地夸大。这些问题通常是表面的，完全

是因为缺乏研究和从批评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导致的。

诸如“该隐的妻子是从哪里娶的？”以及“喉咙狭小的

鲸鱼，如何能够把约拿整个人吞进去？”，便是这一层次

的问题的例子。（Ａ） 

其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难题会在适当的时候，因

为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信息而迎刃而解。仅仅只因为与现

在的知识不一致，而指责圣经有差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例如，一个世纪以前，很多学者指责圣经的“历史

记载不准确”。然而，圣经考古学系统地排除了很多这样

的异议。旧约圣经中多次提到的赫人，长期以来受到了

历史学家的巨大怀疑。没有任何古代资料提到过这些古

人，只有圣经提到过。因此，人们认为圣经是错误的，

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然而，1906年在土耳其开始
的考古挖掘，证明 Boghaz-koi就是远古赫人王国的遗迹！ 

而且现代精神病学，也开始发现了圣经中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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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世纪以前的人类个性。声望卓著的心理学家霍巴

特·莫拉尔（O. Hobart Mowrer），引用了耶稣的话语来
说明现代心理学概念。他说，“一个人的罪将要从房上被

宣扬的观念，出自路加福音”。（Ｂ）因而，在引述了路

加福音之后，莫拉尔教授继续说，“这段经文信息，体现

了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见解，即罪疚是‘精神官能症’的

核心，如果这种罪疚之前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也没有

自觉地特意进行补赎，那么，它就会不自觉地‘被接纳’，

并表现为一种‘症状’（莫拉尔，96页）。” 

根据这一例子和其他例子，莫拉尔博士得出结论说，

耶稣基督是“一位卓越精明的医生。”（同上，97页） 

第三，有些难点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实的。情况

常常会这样，认真仔细地研究，会表明似乎矛盾的经文

信息实际上是互补的。正如巴赤所说的那样，“提供了使

两种阐述保持和谐一致之可能办法的任何解决方案，都

比不准确或错误的假设要好得多，无论那些阐述是出自

同一作者，还是不同的作者，这是历史学的一条最基本

原则。根据其他任何原则的做法都是假定错误，而不是

证明错误，这是众所公认的（巴赤，221页）。” 

例如有人指控，关于创世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记载，

一种见于创世记第一章，另一种见于创世记第二章。有

些人声称，这两种记载的语言不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提出了两种关于神的不同概念。 

仔细观察的时候，似乎成为问题的东西，实际上只

是目的上有所不同而已。这两章经文的目的是不同的，

因此，其使用稍微有所不同的语言风格，也是可以接受

的。创世记第一章，记载了宇宙的创造和其中的栖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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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而创世记第二章，则作

了更加详细的记述，诸如对人的环境的描写，对顺服的

试验，以及创造夏娃的细节。因此，创世记第二章的主

要目的，是描写导致人堕落的事物的本质，第一章只是

记载神的创造作为。这两章经文既不相互矛盾，也不是

简单的重复。（根据弗雷的著述，12-15页，29-31页）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的话，创世记的作者把这两章记

载紧挨着放在一起，会显得是多么愚蠢啊！这里的错误

只是批评家们的判断，而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 

第四，当然应当承认，对于圣经中的有些问题，圣

经学者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幸好这些问

题并不多，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例如，在不同的

古代手稿当中存在着一些变化，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变

化在数量上并不多，对整个信息来说也微不足道。尽管

如此，关于经文的评论文章，还是不断地研究它们，以

精确地发现圣经所说的是什么。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的若干世纪中，有少量错误是由

文士或缮写员所造成的。这些错误，通常只涉及到圣经

中的单个字母或单词，或许偶尔也涉及到某个词组或经

文段落。然而，这些错误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总是能够精确地发现希伯来语、

亚兰语和希腊语经文含义中的细微差别。因此，在语言

翻译中所使用的某个词语，可能会不是最精确的词语。

在某些经文信息中，各种事件的精确编年史或精确顺序

是难以确定的，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难题，不会

影响到圣经的重要教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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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各种圣经手稿中，只发现了少许微不足道

的错误，这进一步表明了其神圣的出处和保留。从圣经

所涵盖的时间跨度、文化和作者的多样性以及所阐述的

内容的丰富广泛性来说，这是非凡卓越的。而更加非凡

卓越的是，在教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圣经在很多时候

被翻译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也经常被翻译成某种单一

语言。然而，它仍然实质上保持一致，尽管它经过了全

球范围的流传和运作。 

圣经的权威性 （Ｃ） 

伟大的英国学者多德（C. H. Dodd）（D）说，基督
教不只是把圣经视为一本关于宗教文化或礼拜材料的集

子，“而是一直把它视为信仰和道德上的最权威教义，是

从神而来的，是正确可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督教，

一直以来都是关于启示的宗教”（多德，第 8 页）。这就
意味着光靠人的理性，是无法发现基督教的终极真理的，

必须有神的介入，藉着圣灵才能证明神的话语的真实性。

这一基督教立场，在十八世纪以前是毫无异议的。而从

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兴起了一场所谓的“破坏性批

评”或“否定性批评”运动，圣经的权威性受到了严厉

的攻击。很多书籍试图用人的理性来取代圣经的权威性。

由于神学家们试图摧毁历史上尊重圣经的基督教立场，

基督教社会遭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我要向众多的基督徒们，重申我对圣经的信

心，事实上，我信靠圣经。那些人多年来对圣经的攻击，

只不过更加巩固了圣经的地位。他们永远无法摧毁圣经

信息及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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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方法可以证实圣经的绝对正确性。 

（一）公开承认的方法 

公开承认的方法就是凭着信心，承认圣经是神的话

语。无需作出理性的辩护，因为理性无法用来证明高于

它的东西。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把当今的科学工

具用于圣经学习，而又不至于放弃对圣经的基本信心。

当然，这种方法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它有利于那些“容

易相信”的人，但是并不能满足那些多疑的人。 

（二）预先假定的方法 

预先假定的方法，首先假定三位一体的神：父、子

和圣灵，带着绝对的权威通过圣经对人说话。因此，圣

经是“自我证明”的。这种方法的推理过程如下： 

前提 A：圣经是神的绝对正确的话语。 

前提 B：圣经证实了其自身的绝对正确。 

前提 C：圣经的自我肯定是绝对正确的肯定。 

结论： 圣经是神的绝对正确的话语。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结论在第一前提中得到了明

确阐述。在逻辑学中，这称为“循环推理”，因为它“回

避正题”。为了肯定圣经的权威，它作了这样的前提立论，

然后相信这一立论，因为它是受到默示的。从表面上来

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论证，但是，我们完全处于这种

过程的逻辑界限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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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经断言其自身是神所默示的为前提，是完全可

以允许的。推理过程要求要依据前提来得出结论。圣经

不断地肯定它完全是神要对人所说的话。事实上，圣经

是“神的话语”这个观念，在旧约中的表达，就超过了

3800次之多。 

（三）古典的方法 

古典的方法既涉及到内在的证据，也涉及到外在的

证据。它的前提是“圣经总体上是可靠的”，然后得出“圣

经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其推理过程如下： 

前提 A：圣经是可靠的文献。 

前提 B：根据这一可靠文献，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前提 C：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绝对正确的权
威。 

前提 D：耶稣基督教导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前提 E：由于圣经出自神，因此它是完全可靠的，
因为神是完全可靠的。 

结论：根据耶稣基督是绝对正确的权威，基督徒们

认为圣经是可靠的或者说绝对正确的。 

请注意，古典的方法没有使用循环推理。每一个前

提，都包括了容易犯错误的理性的人类，所做出的归纳

和推理。它既不是一种预先的假定，也不是一种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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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跃进”。它既涉及到认真细致的历史调研，也涉及

到逻辑推理。我们有历史日期，有圣经资料，有拿撒勒

人耶稣的生平。这种论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正直诚实

的基础之上的（第三课的主题）。 

十九世纪的一位德国神学家马丁·客勒尔（Martin 
Kahler）曾经这样说，“我们不是因为相信圣经而不信靠
基督，而是因为我们信靠基督而相信圣经”（蒙特歌马利，

247页）。（Ｅ） 

卫理公会的创立者约翰·卫斯理对圣经的启示有一

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圣经一定是下列三类作家中其中

之一的创作：好人（或天使）、坏人（或魔鬼）、神。好

人或天使不可能创造它，因为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虚构一

本书，然后写作的时候一直在撒谎，说主这样说或那样

说，而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的创作。坏人或魔鬼也不可

能创作它，因为他们不可能创作这样一本书来主张正义、

劝阻犯罪和审判恶行。因此，很显然，结论是圣经一定

是在神的带领和默示之下写作的，正如圣经实际上所宣

称的那样。 

如何理解圣经 

因为圣经是可靠的神的话语，它的教导与真理直接

相符，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阅读它。而不

应该像阅读报纸、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是像阅读科学

杂志那样来阅读圣经，必须以认真、默想和灵修的方式

来阅读圣经。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根据我们的先入之见来诠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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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圣经。这样做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个人偏见，带入

到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当中，使得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适

合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合于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

或者是适合于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然而，如果我们

这样做的话，便是滥用圣经，也损害了圣经的果效。让

圣经来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的个

人生活方式。你知道，圣经启示的旨意并不仅仅在于一

个身体，而是在于面对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圣经上所传

播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使圣经内容具有了伟大深

远的意义。 

只有新约圣经直接说到了耶稣，这是事实。然而，

旧约圣经也提及了基督的到来。因此，耶稣是贯穿整部

圣经的“黄金主线”或主题，是圣经一致性和构思的依

据。思考下面说明了旧约与新约二者关系的图示：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从神开始                    从基督开始 
摩西和众先知                基督与使徒们 
外在形式的发展和      内在原则的发展和 
内在原则            外在形式 
旧约中所包含的新约           新约中所包含的旧约 
预表和预言                   预表与成就 
应许                         实现 
开始：“你在哪里？”         开始：“他在哪里？” 
（人——创世记 3：9）      （基督——马太福音 2：2） 

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就像两个人用一根棍子抬着

一大串葡萄。前面那个人（那就是旧约圣经）看一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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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葡萄，然后抬起来，在前面领路。后面那个人（那就

是新约圣经）可以完全看到前面那个人，也可以完全看

到属于他们的那串美妙的葡萄。旧约圣经所预表的“救

赎”，是圣经的主题，在福音书中得到了成就，在使徒书

信和启示录中得到了应用和实现。 

为了简单明了，理解圣经的原则可以归纳为下面三

个小标题，它们可以称为理解圣经的 ABC：精确性
（accuracy）、背景（background）和常识（common sense）。 

（一）精确性 

人物、地点、事件、物体和话语，必须在某一特定

经文信息中，得到精确的定义或定位。要明白谁在说话、

谁在听讲以及所说的内容是什么。你应该尽可能多地集

合，与你所阅读或学习的经文信息有关的重要事实。 

（二）背景 

必须根据经文信息的背景和上下文来诠释圣经。任

何经节或经文段落，都不能作为孤立的经文来诠释，也

不能拆开来诠释。对圣经最好的评注是圣经本身，记住

这一点颇为有益。我这样说指的是，通常某一位圣经作

者所介绍的概念，会为另一位圣经作者所详细说明，而

其最全面的含义，由其他一位圣经作者所阐释。虽然各

种观念或教导之间不会有冲突，但要理解经文信息的上

下文，以便全面地认识到这段经文信息，与整部圣经之

间的关系，这颇为重要。应该考虑到经文信息的文化和

地理背景，但是不应该过度强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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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用常识来阅读圣经就是要明白到圣经所说的含义，

并信以为真。然而要记住，还必须考虑到圣经常常使用

比喻和诗歌语言。例如，“地的四极”、“地球大圈”或者

“地是神的脚凳”所使用的都是比喻性语言。这样的语

言不应该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因为那样的话，圣经将

会与我们所认识到的球形地球和无限宇宙大相径庭。记

住，圣经所使用的是它那个年代的人们所共知的词语，

而不是介绍先进的科学术语，否则会有违于圣经的主要

用意。 

我曾经有机会多次向那些不相信圣经，以及不相信

圣经中所说的神的人们发表讲话。在我演讲的时候，人

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总的来说，那些反对意

见都是真诚的。在应对了他们的问题和困难之后，我常

常会有机会，以简单的日常语言来表达我个人所经历的

信心。通常情况下，我的听众都会做出这样的回应，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如此阐述基督教”，或者是“噢，

如果我具有你所说的那种简单的信心就好了”。你知道，

这不只是智力上的推理，而是关乎心灵、意志和情感的

事情。信心不是相信某本书，而是与一个人的相遇。 

我对你的建议是：花时间和精力，从头到尾完整地

阅读新约圣经。尝试制定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然后执

行这个计划。阅读圣经的时候，准备好纸和笔，放在旁

边以便于做笔记，把任何疑问、问题、见解和思想都记

录下来，以备以后深入研究思考或与某个朋友讨论。在

你学习圣经的时候，要请求圣灵，帮助你把所阅读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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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包含的真理和深刻含义，运用于解决你的各种问题

和你的生活当中。 

让我充满信心地告诉你，你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会

浪费你的时间，也不会浪费你的精力。要记住，看见光

明，虽然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会是黯淡的，但是比一直在

黑暗中跌跌撞撞要好得多。在接近你所看到的光明的时

候，你会发现它将临到你。当你经历光明的时候，那就

是相遇，就是本书的目的。使徒约翰提到耶稣的时候说，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 1：4） 

一个挑战 

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那么，又怎么可能相信圣经

所描述的耶稣呢？神知道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此，他

不仅差遣他的活的话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还

为我们真真确确地保留了他的书面话语（圣经）。当今世

界大多数东西都被视为是相对的，似乎这个世界上已经

没有绝对的东西了。我们必须重申，神是可以信靠的，

他的儿子和他的话语，也是可以信靠的。他们没有提供

一幅虚假图画，也没有提供 “迂腐” 的生活观念或陈
旧的生活目标。 

如果你的学习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设想你会

愿意按照刚才所给出的某些建议而继续学习。因而，下

一个问题是“从何开始？” 

“如果你真正地希望听到神通过圣经对你说话的声

音，”路易斯·卡塞尔斯（Louis Cassels）说，“你必须做
好准备，不仅仅只是阅读圣经，而且还要认真系统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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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它”（卡塞尔斯，33-34页）。 

通常情况下，学习一本书的正确方法，是从头开始

完整地阅读它。但是，你或许还记得圣经是一本由若干

书卷组成的集子。如果从新约开始，而不是从创世记开

始学习，你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圣经。 

从路加福音开始，然后接着学习使徒行传。这两卷

书是由同一个人写作的，而且它们只讲述了一个单一的

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Ｆ）在路加福音中，路加记述

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出生、事工、死亡和复活。

这是一本由非犹太人，向非犹太人读者所写作的书卷。

路加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位对耶稣生平事件的非常细心

的记录者。他对重要细节也有很好的鉴赏力。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记述了在耶稣复活和升天后，

基督教教会的开始。他描述了基督教，从耶路撒冷到古

罗马帝国各个偏远角落的传播和影响。他还特别记述了，

使徒保罗广游各地的令人兴奋的航程。 

阅读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后，接着你应该阅读

约翰福音。约翰强调了耶稣的话语，而不是他的行为或

他的生平事迹，尽管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耶稣的一些大

事件和他的若干神迹奇事。约翰的记载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他应该是耶稣最亲近的私人朋友。 

接着应该阅读的是保罗的书信。保罗所写的使徒书

信，是以收信人的名字或收信教会的名字命名的。罗马

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是写给新建立

的教会和新基督徒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把基督

教信心运用于解决他们时代的问题和情况。当然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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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对我们当今更好地了解基督教和把我们的信心运

用于我们的文化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通过学习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这些书卷，你一定会

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早期教会的实践，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至此，你可以根据你感兴趣的任何顺序，来阅读新

约圣经的其他书卷，但是我应该建议你把启示录留到最

后来阅读。约翰福音的作者，也是启示录的作者。它是

富有启示的著述，是以一种高度比喻的方式来写作的，

历世历代以来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和辩论的材料。启示

录是令人感兴趣的书卷，但不是应该首先阅读的书卷。 

当然，旧约圣经也不应该被忘记。在阅读完新约圣

经之后，你应该以轻松方式来学习旧约圣经。你应该从

诗篇开始，因为诗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灵修诗歌集。

此时，也可能对箴言感兴趣。 

然后，尝试阅读一些先知书，如以赛亚书、耶利米

书或以西结书。接下来是读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开始追

踪关于神介入他子民生活和事务的精彩记载。 

虽然，我建议把圣经中的某些书卷，作为首选列在

你的阅读清单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中的其他书

卷不重要，也不是意味着这一阅读顺序，是不可以改变

的，如果你特别有兴趣，把其它部分放在前面来阅读也

无妨。整部圣经都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有了我们所

建议的背景知识的话，有些部分将会得到更好地鉴赏。 

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些东西会紧紧地抓住人的心，

促使人去思考和行动。愿这也会成为你的发现，正如它

已经是我的发现和其他很多很多人的发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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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Ａ 有些学者认为该隐与他的姊妹结婚，但是不能以此

来指责他们乱伦，因为那个时候地球上只有寥寥几个人

（创世记 4：17）。至于鲸鱼，经文并没有说“鲸鱼”，
而是说“大鱼”（约拿书 1：17）。马太福音 12：40中所
使用的那个希腊词与在标准版圣经修订版中，被译为“鲸

鱼”的那个词，有着同等有效的选择，指的是“海怪”

和“大鱼”。当今生活着的某些种类的鲨鱼，确实能够把

一个人完整地吞吃进去。 

Ｂ 莫尔拉（Mowrer）指的是路加福音 12：1-4，耶稣
斥责了法利赛人的虚伪。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聆听。然

后耶稣转过身来对他的门徒们说话。这四节经文，就是

耶稣对他们的讲话的一部分。 

Ｃ 这个章节的大部分内容，是对约翰·蒙特歌马利

（John A.Montgomery）的《神绝对正确的话语》（God’s 
Inerrant Word）第十一章的归纳总结。 

Ｄ 多德（C. H. Dodd，1884-1973）1901年毕业于牛津
大学。他毕生致力于新约圣经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写

作了二十多本著作。 

Ｅ 蒙特歌马利引述了客勒尔《所谓历史上的耶稣与有

历史记载的圣经上的基督》一书（The So-Called Historical 
Jesus and the Historic Biblical Christ）。 

Ｆ 比较，例如比较路加福音 1：1-4与使徒行传 1：1-5。
请注意关于提阿非罗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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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路易斯·卡塞尔斯（Cassels，Louis）所著的《基督
教初级读本》（Christian Primer），美国纽约 Doubleday 
and Company公司 1964年出版。 

2、多德（Dodd，C. H.）所著的《圣经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英国伦敦 Nisbet and Co有限
公司 1938年出版。 

3、约瑟·弗雷（Free，Joseph P）所著的《考古学与圣
经历史》（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美国伊利
诺伊州Wheaton的 VanKampen出版社 1950年出版。 

4、迈克尔·格林（Green，Michael）所著的《逃离世界》
（Runaway World），英国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68年
出版。 

5、唐纳德·约翰斯（Johns，Donald F）所著的《基督教
之证据》（Proofs of Christianity），美国密苏里州斯普
林菲尔德的福音书出版社（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5年出版。 

6、约翰·华卫克·蒙特歌马利（Montgomery，John 
Warwick）编著的《神绝对正确的话语》（God’s Inerrant 
Word），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公司 1974年出版。 

7、霍巴特·莫尔拉（Mowrer，O. Hobart）所著的《新
集体疗法》（The New Group Therapy），美国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的 Van Nostrand 公司 196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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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雷纳·巴赤（Pache，Rene）所著的《圣经的默示与
权威》（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Scripture），美
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Moody 出版社 196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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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卡尔·亨利（Henry，Carl F. H）编辑的《圣经与启
示》（Revelation and the Bible），美国密歇根大急流域的
Baker图书出版社 1958年出版。 

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汇编，与本课程的主题密

切相关。 

奎特斯特（Kuitest，H. M）所著的《明白你所阅读的
内容吗？》（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Read？）美国
密歇根大急流域的 Wm.B.Eerdmans 出版公司 1970 年出
版。 

这本书最初在荷兰出版，在阅读和诠释圣经上颇有

裨益。 

约翰·蒙特歌马利（Montgomery，John Warwick）
编著的《神绝对正确的话语》（God’s Inerrant Word），美
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 公司
1974年出版。 

这本书对整篇课文都颇有价值，在本课“圣经的权

威”这个章节中，对该书的第十一章作了归纳总结。 

威廉·尼尔（Neil，William）所著的《对圣经的重
新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Bible），英国伦敦 Hodder 
and Stoughton公司 1965年出版。 

    第 1-13章尤其与本课有关。这本书是袖珍版的，是
一本非常方便查阅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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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巴赤（Pache，Rene）所著的《圣经的默示与
权威》（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Scripture），美国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Moody 出版社 1969年出版。 

这本由一位法国人写作的书，从学术和实际方面探

讨了圣经，是一本适合于进一步个人学习的好书。 

梅利尔·坦尼（Tenney，Merrill C）编辑的《圣经
——关于启示的永活话语》（The Bible----The Living 
Word of Revelation），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域的
Zondervan出版社 1970年出版。 

这本书有十章，是由十位主要新约学者分别写作的。

本书与本课主题密切相关，对本课的学习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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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使徒行传 1：1-5。请简单地阐述，关于耶稣基督，
作者路加告诉了我们什么。 

………………………………………………………………
………………………………………………………………
………………………………………………………………
………………………………………………………………
福音书作者约翰告诉我们说，他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些

“神迹”或神迹奇事，以使他的读者们可以相信耶稣就

是神的儿子（参阅约翰福音 20：30-31）。引述约翰福音
中两、三个这样的神迹奇事，说说这些神迹奇事，如何

使人相信耶稣的神性。 

a……………………………………………………………
……………………………………………………………… 

b……………………………………………………………
……………………………………………………………… 

c……………………………………………………………
……………………………………………………………… 

2、通过认真阅读提摩太后书 3：16-17，你认识到圣经的
总目标是什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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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希伯来书 1：1-4；彼得前书 1：10-12；约翰一
书 1：1-4。阅读这些经文信息之后，把你对于活的话
语（耶稣）与书面话语（圣经）之间关系的总体印象

写下来。 

………………………………………………………………
………………………………………………………………
………………………………………………………………
你愿意按照本课结尾所概述的那些建议来学习圣经吗？

如果愿意的话，把你所喜爱的顺序（最多选择 3项），写
在下面你所乐于阅读和学习的圣经书卷前面的虚线上。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约翰福音 
………罗马书/加拉太书 
………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 
………诗篇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创世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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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1、路加福音只是耶稣言行的开始。他用很多证据生动活
泼地阐述他自己。他在地上显现了四十天。他讲述了

神的国度，重申了关于圣灵的应许。他在向门徒们作

了教导之后升天（“被提”）。 

2、可以包括下列例子： 

1) 约翰福音 2：1-11：对自然力的超自然控制。 
2) 约翰福音 4：7-30：对个人的情况的超自然认识。 
3) 约翰福音 5：2-9：超自然的医治能力。 
4) 约翰福音 6：1-14：对自然力的超自然控制。 
5) 约翰福音 9：1-17：超自然的医治能力。 
6) 约翰福音 11：1-44：使死人复活的超自然能力。 
7) 约翰福音 13：21-30：对一个人的意图的超自然
认识。 

3、教导、谴责、管教和训练，以使神的子民得以完全和
预备好过门徒生活。 

4、希伯来书 1：1-4：人子（他是神的形象）是神说话的
终极方式，虽然旧约圣经记载了神说话的其他方式。 

彼得前书 1：10-12：人子是对圣经预言的成就。 

约翰一书 1：1-4：圣经是我们藉以与永活的话语——
神子，建立相交关系的一种方式。 

5、我的优先选择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然
后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或者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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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 

1、圣经具有深远的统一性。下面这些出现于圣经中的选
项，哪些在一般情况下有损于统一性？选出这样的句

子。 

a) 是神所默示的。 
b) 主题的多样性。 
c) 夸张和神话。 
d) 风格的丰富多样。 
e) 作者们之间的协作。 
f) 地方和时间跨度。 
g) 多种类型的作者。 
h) 使用了若干种语言。 

思考题：你很可能会读过一些诗集或散文集，这些诗集

或散文集，都是编者按照某一中心主题来编辑的。你认

为这些诗集或散文集的“一致性”，与圣经的一致性相比

如何？ 

2、下面哪些选项证实了圣经的精确性以及圣经中的难
点事实上是最小的？选出这样的句子。 

a) 历史记载的不准确。 
b) 心理学上的发现。 
c) 经文的批评。 
d) 考古上的发现。 
e) 肤浅的研究。 
f) 持久的一致性。 
g) 表面上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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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对原始语言的更多认识。 

思考题：在读到类似于“伊利亚特”这样的词语之前或

之后，你是否研究了经文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各种诠释中，

更加精细的观点？圣经对它作了不同的记述是公平的

吗？ 

3、请把确立圣经权威的方式，配上每一种方式所运用的
论据。把相应论据前面的字母，写在所提供的空白处。 

……a 圣经证明了其自身的绝对正确。  1）公开承认的
方法 

……b 圣经是可靠和可信赖的。        2）预选假定的
方法 

……c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3）古典的方法 
……d 圣经是自我证明的。 
……e 耶稣把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来教导。 

思考题：想象你刚刚发现了一批日记和信函。你认为它

们是你祖父写的，如何才能确定呢？你所做的那些检验

当中，有多少可以运用于确立圣经的真实性和权威？ 

4、通过 A（准确性）、B（背景）或 C（常识），来识别
下面与诠释圣经有关的各项活动。把 A、B或 C分别
写在每一项活动前面的空白处。 

………a 用页边注解来追溯某一概念。 
………b 用地图来确定某个城镇的位置。 
………c 以使用该词语的那个时代的含义来理解词语。 
………d 利用词语索引来查阅词语。 
………f 看看何时使用了形象化语言。 
………g 查阅关于某段艰深经文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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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通过查阅百科全书，来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和
风俗习惯。 

思考题：当你购买汽车的时候，会收到一本制造商提供

的手册。如果圣经是神关于人生的手册，努力系统地学

习圣经是值得的吗？ 

5、你应该如何学习圣经？选出最适合的方法。 
a)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从创世记读到启示录。 
b) 明智和系统地学习。 
c) 尝试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圣经。 
d) 阅读的时候，祈求神的帮助。 
e) 首先从路加福音开始阅读圣经。 
f) 在听讲的时候阅读。 
g) 让圣经影响你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思考题：你认为妨碍你开始用我们所建议的方式，来阅

读圣经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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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b)、d)、f)、g)和 h)。 

2、b)、c)、d)、f)和 h)。 

3、a  2) 
   b  3) 
   c  1) 
   d  2) 
   e  3) 

4、a   B 
   b   A 
   c   C 
   d   A和 B 
   e   A和 B 
   f   C 
   g   B和 C 
   h   A和 B 

5、b)、d)、e)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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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基督徒经历有效吗？ 

 

著名的瑞士医生和精神病专家保罗·图尔尼尔博士

（Dr. Paul Tournier）在他的《人的医治》（The Healing of 
Persons，第 42-43 页）一书中，记述了一个男病人，这
个病人存在很多个人问题。在他的诸多问题当中，其中

包括他是一位酗酒的父亲，抗拒为他安排好的职业，他

结婚后仅仅一年死了妻子，第二次婚姻矛盾重重，还有

不少财务问题。 

在接受图尔尼尔医生的治疗过程中，这位年轻人被

“带到了耶稣基督面前”。他打开了他的生命，开始披露

他最深层次的需要。图尔尼尔医生说，“这一宗教经历，

使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这一经历并没

有立刻解决他的所有困难，因为“宗教经历不会一下子

解决一个人的所有问题，虽然这种经历是意义深远的。”

只有经过若干年反复的成长之后，这个人才能借助于对

基督的信心而建立他的家庭，找到真正的幸福。图尔尼

尔医生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作出了下面具有现实意义

的忠告：“经历并不是认可某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好像

是只需要灵的运行就可以确保道德的生活，免除各种困

难，确保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完全健康。但是经历仍然表

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多么地依赖于得胜，而

这种得胜，只有在属灵的国度中才能赢得。”在同一本书

的后面（第 240 页），图尔尼尔医生指出，“……宗教经
历不只是一个精神亢奋的问题。一旦最初的热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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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仍然会继续结出有益于一个人的精神平衡的果子，

在他的生命中产生各种具体的结果。当这些结果，包括

了承认严重错误、和好以及建立道德约束的时候，把他

们的果效，归因于自我暗示所带来的某种振奋状态是幼

稚的。” 

当今的很多人，试图把个人的宗教经历，阐释为不

过是一种帮助、软弱的标志或者是逃避现实的手段。然

而，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正好相反：

面对现实生活，而且是带着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心和委

身来面对现实生活。一个人经历耶稣会拓展他的生命，

因为神与人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充满意义的关系。

这种经历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已，而是开始了一种持续

的相交。有了这种相交，便开始了朝着更好的方向产生

巨大改变；通过这种相交，藉着圣灵的大能，会不断地

发生改变。我们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便开始减弱，变得可

以处理了，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神的灵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开始缓慢而又千真万确地变成我们潜在的样子——

神的儿女。 

课文大纲 

 光有经历并不够 
 信仰的四个层次 
 宗教转变 
 关于归主的若干个杰出例子 
 意志型的人 
 一个挑战 
 经历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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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你如何评价个人的宗教经历？ 
2、主观经历与客观现实有什么关系？ 
3、你认为可能存在不同层次的信仰或信心吗？ 
4、大多数宗教所认为的“宗教转变”与基督教所认为的
“宗教转变”之间有着什么根本的不同？ 

5、你可以对与宗教经历有关的转变做出自己的定义
吗？ 

6、“潜意识孵化”这个术语，关于宗教转变对你而言是
什么？ 

7、你认识某个人，在我们所探讨的意义上来说，会认为
他是一位基督徒吗？如果是的话，对你而言，这个人

的信仰生活的特点是什么？ 
8、你是否达到了正在认真思考自己，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的程度？ 

词汇学习 

叛教（apostasy）——放弃某种宗教信仰。 

归主（Christian conversion）——与明确和决定性地接受
基督教密切相关的经历。 

客观的（objective）——强调或体现现实本质，排除个
人的反映或情感。 

更新（regeneration）——再次塑造的行为；属灵上的重
新恢复；向着更好的方向的巨大改变。 

 145



主观的（subjective）——属于个人所认为的现实，或具
有个人所认为的现实特点；与个人的心理特点或状态有

关的经历或知识。 

课文进程 

有一位重要官吏，正在两个大城市之间的主干道上

旅行。他手上有一封授权他搜捕基督徒的信件，无论在

哪里发现有基督徒，都要把他们带回来交给耶路撒冷当

局。几乎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毫无防备地突然被

一道亮光所围绕。这位官吏跪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停了

下来。他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感到震惊，问道，“主啊！你是

谁？”那个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

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扫罗踉踉跄跄地从地上起来。虽然他睁着

眼睛，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在其后的旅程中，他只好让

人拉着他的手前行。这一经历从根本上动摇了扫罗个人。

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把这段时间一直用

来祷告，直到有一位自愿的使者，来向他揭示了来自神

的超自然教导，这位使者是他受遣前去捉拿的基督徒之

一（参阅使徒行传 9：1-25）。 

眼睛看不见和禁食都是暂时的，但是他在去大马士

革的路上与基督的相遇，永久和完全地改变了他的生命。

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他生命的整个主旨发生了根本性

的改变。扫罗后来成了名闻遐迩的使徒保罗（A）。除了
主耶稣基督本人之外，对基督教的贡献没有人能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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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这种无与伦比的宗教经历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

常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效力。保罗由此而

导致的对基督的事奉，以及他后来因为基督的事业而遭

受的苦难，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

这正是因为他个人与神人——耶稣基督的激动人心的相

遇。 

还有另外一位官吏，在访问了耶路撒冷之后正在回

家的路上。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追求真理的人，曾经希

望在耶路撒冷能够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但是，随着追

求的进一步深入，他在皱着眉头阅读各种经卷。宗教专

家们并不能向他阐释他们自己的经卷，他又怎么能够明

白呢？神在哪里？他所阅读的关于“受苦的仆人”这个

预言的含义是什么？难道没有答案吗？ 

一个孤单的过路人打断了他的思想。他实际上是要

帮助那位官吏，解决他的各种问题！随着他们交谈的进

行，显然这个人，掌握着打开那些令他如此困惑的经节

的钥匙。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当这个陌生

人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与他的个人情

况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位官吏在非常认真和渴望地聆听。

那些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此，真理存在于此。 

我们不知道这位官吏的名字，只是知道他是埃塞俄

比亚政府的一位部长，并不像保罗那样有经历耶稣基督

的异象。然而，他也确实有一次真正地遇见了耶稣。从

智力上的理解，转变为一种意志的行动：他在离自己最

近的那个绿洲接受了洗礼，以此来表明自己完全信靠耶

稣。当他离开那个陌生人即传道人腓利的时候，我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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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他是一位转变了的人，满怀喜悦地回了家。他的理

智得到了满足；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理由（参阅使徒

行传 8：26-40）。（B） 

这位埃塞俄比亚官吏遇见耶稣，并没有什么戏剧性。

然而，这次相遇正如保罗的相遇一样，具有超自然和强

烈的果效，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来

说，其果效恰到好处。 

光有经历并不够 

所有的宗教经历都是有效的吗？宗教经历本身并不

是我们所倡导的。有一位基督徒作家坦率地说：“仅仅把

经历作为基础来建立基督教体系，是太站不住脚了……
宗教感觉本身只能证明其自身”（皮诺克，第 69页）。如
果我声言只是在我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存在神，那么，我

的声言就会没有任何客观依据。所能声称的只能是我已

经有了某种经历。其焦点将会是我所能观察到的发生在

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神所言所行的客观事实。在主观

经历的背后，必须有客观事实的支持。 

当然，基督徒们相信主观经历的有效性。基督教存

在着大量独特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只追求经历，或

者是为了经历本身而追求经历。有效的宗教经历必须建

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必须得到神的话语的支持。正如

圣经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的独特性在于耶稣基督其人

和他的作为。 

虽然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多缺点，但是它也有一个非

常有说服力的观点：“被视为真理的东西，都必须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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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历直接相关。”（拉姆 Ramm，第 208 页）。“与生活
直接相关”指的是它必须涉及到、关系到生活与经历。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非常一般的情况。如果我有过宗

教经历，它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经历，也可能不是一个有

效的经历。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经历——几乎所有的宗教

都能指出一些经历。关于经历的论据可以用来为任何东

西辩护，可以为吸食毒品辩护，为参与巫术辩护，为禅

宗辩护。正如之前已经阐述的那样，基督教并不是为了

经历本身而追求经历。基督教把它融进了一个检验和平

衡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起到了防止它走向极端的作用。

个人的宗教经历（本质上是主观的），必须得到圣经阐述

的证明、证实、支持和检验，以及得到神的认可。 

评价宗教经历的证据是什么？或许，最好问问你自

己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这一主观经历相一

致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当你能够用“圣经中所阐述的

耶稣”来回答这第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有多少人有与同样的客观事实有关的相同或相似的

经历？”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个证据，运用于保罗在大

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和那位埃塞俄比亚官吏的经历。 

首先，保罗的经历与客观事实相符吗？是的，是相

符的。对他来说，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此后，当他讲述

那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的经历，与复活

的基督以及主呼吁悔改和顺服联系在一起（C）。至于那
位埃塞俄比亚官吏，他既没有看见异象，也没有听到声

音，而是腓利把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使徒

行传 8：35）。可是，当他接受了这一教导的时候，他要
求受洗，并郑重地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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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 8：37）。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这次相遇的
全部情况。传统信仰表明，当他回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

他分享了耶稣的信息；其结果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

基督教教会。 

其次，是否有其他人具有与耶稣有关的相同或相似

经历？是的，有很多其他人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不要

忘记，前面所提到的那两次相遇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就

是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被改变了的生命，

都为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事实增添了证据，在历史的篇幅

中，充满了那些与耶稣相遇后而改变了生命方向的人的

例子。伴随着保罗的相遇的物质现象是独特的，也是暂

时的。而他生命的改变则是永远的。与耶稣基督的个人

相遇，可能会伴随着这样独特的外在感觉，也可能不会

有这样的外在感觉。与那位埃塞俄比亚官吏的经历相似

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尽管如此，这种经历永远都是一

种改变生命的经历。这些见证是无法抗拒的，我们还将

在后面继续探讨若干这样的见证。 

信仰的四个层次 

在讨论宗教转变的具体事例和进一步分享这些事例

之前，我必须首先强调我们试图确定为事实的那类转变。

美国心理学教授沃尔特·休斯敦·克拉克博士（Dr. Walter 
Houston Clark）说，宗教信仰（D）是“宗教发展过程中，
最为细微和重要的问题之一”（克拉克，第 219 页）。它
不仅仅只是坐下来思考，得出某些可以接受的结论，并

以此来建立你的信仰。理性具有其自身的作用，但是，

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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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要发现一个人是否有宗教信仰，似乎显得

很容易，问问他就是了。研究人员、学者和民意调查者

常常这样做，发现大多数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信

徒”，相信神和死后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更加深入仔

细地研究宗教信仰问题，“我们会发现情况更为复杂”（同

上，第 220页）。因此，探讨克拉克博士所谓的信仰的四
个层次，对于我们的学习颇为重要。（E） 

第一个层次：口头信仰 

信仰的第一个层次，术语上称为“刺激反应之言语

表达”，热衷于言语的力量和言语的使用。许多人的信心

是建立在这个言语的层面上。宗教只不过是一个词汇表，

是利他主义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是先验主义的象

征符号。这个层次上的信仰、信心或宗教经历，对于一

个人的生命和品行，并非至关重要。他可以接受它，也

可以放弃它，而无论是接受，还是放弃，几乎没有什么

不同。 

第二个层次：理性信仰 

信仰的第二个层次，克拉克称之为“理性理解力，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操作层次。进入了这个层次，各种各

样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据（记住我们在第二课中，把这些

证据称为“指示物”）都失去了效力。理性和逻辑才是主

要工具。然而，如果只依赖于它们的话，理性和逻辑是

不完全的。这种信仰很可能会“与生活毫无关系，也对

它没有丝毫影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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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理性在信仰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

但是其中还必须涉及到意志和情感。圣经强调了我们可

以也必须明白神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很多经节明

确地阐述了神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神赐给所罗门极大

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列王纪上 4：29）“因为耶和
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 2：6）
圣经中确实有很多这样激励人的经节，表明了在我们认

识神的过程中，理性能力的重要性。使徒保罗也强调了

理性的重要性，他在要求哥林多信徒们的时候这样说：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

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哥林多前书 14：20） 

理性理解力脱离了意志和情感是软弱无力的，这样

的理解力，不可能与具有人格的神联系起来，也不可能

提供改变生命的经历。 

第三个层次：行为信仰 

信仰的这个层次被称为“行为体现”：把理性理解与

行为结合在一起。克拉克说，“一个人的行为，远远比他

的言语，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真实信仰”（克拉克，第

233页）。耶稣所讲述的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阐
述了这类信仰的一个经典例子（路加福音 10：25-37）。
这个故事中的那个人，不仅从智力上承认人的尊严，而

且以他仁慈的行为表明了这样的信仰。对于基督教而言，

这已经非常接近于真理。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活出信心，

是有效基督徒经历的一种明确表示。 

与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层次的主要问

题是，它对于体现了一套受到尊敬的道德或人道主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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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任何信仰，都是有效的，无论它们与对主耶稣基督

的个人信仰是否有关。“即使是产生德行的时候，我们也

无从确定它是根据某种积极的宗教信仰”（克拉克，第

223页）。 

第四个层次：完全信仰 

第四个层次称为“全面融合”：是“理性信仰”和“行

为信仰”的一种结合，是把个人信仰，与对耶稣基督所

揭示的真理的委身结合起来。前面三种层次是片面的。

如果只取其一，它们都不能令人满意。 

“只有当用言语表达的信仰，通过批判性和创造性

的思想体现出来，并很好地与行为融合为一个整体，形

成一种甚至于能让愤世嫉俗的观察者信服的完美的格式

塔心理（又称完形心理，是现代欧美心理学主要派别之

一。——译者注。）那么，信仰会变得完全有益和令人爱

慕。真正的圣人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同上） 

一个具有成熟信仰并根据他所明白的真理来行动的

人，他坚持寻求关于各种令人困惑和头疼的问题的答案。

他把理想与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出一种方式，使他所相

信的东西，与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保持一致。正如

奥尔路·斯（Dr·Orlo Strunk ）所说的那样：“我们的
神学必须成为我们的心理”（斯特鲁恩克，第 140 页）。
这体现了一种成熟的信仰，体现了一种不断长进的信仰，

体现了一种建立在实施基础上的信仰。这是一种以历史

为中心、以现实为根基的信仰。它关注生命的现实，同

时体现了完全相信神，成就他在地上之旨意的大能，也

体现了完全相信神，将在每一个给他机会的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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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就其旨意的大能。这种信仰具有一种关于现实的

大概念，这一大概念超越看得见和暂时的东西，而进入

看不见和永恒的领域。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进入信仰的

这个层次，现在我们必须对其作为宗教转变，来做更加

详细地探讨。 

宗教转变 

本课所阐述的宗教经历，总的来说指的是转变。有

些心理学家认为，宗教转变只是过渡性的。一个寻求的

人，发现与他所持有的观念相比，会更加喜欢某一套新

的思想观念，因此，他接受了新观念。这可能是一个突

然的决定，也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转变

可以像放弃宗教那样容易地归向它。叛教或弃绝信仰，

可能会像转变归主那样为人所认同。实际上，这个词语

也可以应用于非宗教领域。例如，一个人可以从右翼政

党转向左翼政党，一个人可以从致力于无政府主义和革

命，渐渐地改变他的态度，转而接受外交手段与和平妥

协，在每一种情况中，都包含了某种转变经历。 

属灵上的转变则更加复杂。它不只是过渡性的，虽

然也存在着从一套价值观念，向另一套价值观念的转变。

转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

活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过程有着若干个可以识别的阶

段。最初的两个阶段，很难分开列举出来，因为这两个

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会首先发生。因此，我

们可以说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包括了一个躁动过程，也就

是有些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孵化”。 

在躁动时期，有一种没有价值或不完全的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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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某个人的生命中，缺失了某样东西的奇怪感觉，

可能还有一种毫无意义或悲观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的

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心灵中起作用，缓慢

而又确定地使一个人认识到，充满活力的宗教信心才是

生命中各种重要问题的答案。在这两种情况中，接受耶

稣基督，被认为是必须采取的合乎逻辑、适当和必要的

一步。 

或许这也是你现在所处于的状态。阅读本课程正是

为了试图找到某些答案。如果你给神机会进入你生命之

中的话，你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

课程是我写作的，而是因为这里所探讨的内容，将会对

你有所帮助。 

第三个阶段是危机阶段或者说是决定阶段。无论躁

动和孵化时期是长还是短，“在终极关怀的危机中，转变

都会成为焦点”（约翰森 Johnson，第 117页）。当个人接
受了问题的答案和脱离了躁动的时候，就是发生转变的

时候。回过头来看就会认识到神一直同在。面对未来就

会相信神也在那里。最后还会认识到神事实上现在也与

我们同在。我们停止奔跑，终止了智力上的捉迷藏游戏。

我们停止了从道德和属灵困境中，使我们的方式合理化。

我们愿意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救赎我们、爱

我们和使我们改变。 

保罗·图尔尼尔讲述了他的一位犹太朋友的故事，

他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与那位犹太朋友有过多次交

谈。这位朋友在追求属灵的真实性。他们长时间海阔天

空地交谈。有一天，这位朋友来到图尔尼尔博士那里，

并告诉他发现基督正是自己所寻找的事实。这个人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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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位基督徒，那位基督徒说他是一位“智力上的贪婪

者”。这使得他深刻地反省自己，认识到自己只需要简单

地委身于基督，然后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图尔尼尔用这

样的话，概括了他朋友的经历：“检查他的良知，突然明

白到他没有穷尽的宗教讨论，虽然可能很有趣，但是只

不过是一种放纵，毫无意义可言，这些讨论反而阻碍了

他转变归主”（图尔尼尔，第 114页）。 

认识和接受的时刻，对每一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于

某些人来说，这个时刻可能会伴随着某种物质现象。伟

大的英国牧师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
把他的转变归主，描述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其

他人可能会有某种心理体现。有一个人这样描述这个时

刻：“好像有一种强大的生命流，突然浇灌到我身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会在他们的情感上有某种改变。

他们感到平安；感到了爱；充满了喜乐。这些个人经历

都是好的。但是，只有当它们与某种客观事实相符的时

候，才是有效的。每一个生命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圣经

应许这样的改变，虽然它没有应许，这种改变会有任何

特别的体现。这种改变是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圣经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描述了这一点：新生、
得着儿子的名份、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新生命的恩赐、

自由，等等。 

所有这些词语都表明，转变这件事既是结束也是开

始。潜意识的孵化和躁动，使新生（这个事件）成为可

能，而新生则反过来导致长大成熟。因此，“持续性”是

转变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是终生的。有些基督徒们的

转变，经历了一种玫瑰红的余辉：在若干天时间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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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美好的。然而，请记住图尔尼尔的忠告，宗教经历

不会使我们的所有问题自动消失。 

那么这种经历有什么好呢？首先，基督徒的生活融

合在一起，开始变得有意义，而不是各种支离破碎的喜

乐和痛苦的汇集。其次，可以向神诉说我们的各种痛苦

和问题，他有能力和智慧医治和解决它们，或者是帮助

我们应对它们。第三，尽管有各种问题，仍然有内在的

平安感，因为神在那里，也因为有了生活的理由。第四，

孤独感已经消失，因为耶稣是永不离开的朋友，也因为

有其他基督徒的交往。第五，神的话语提供了持续一致

的生活标准（F），而不是油嘴滑舌的答案。最后，基督
徒的时间观包括了永生，因此，在面对莫名其妙的挫折

和不公义的时候，用不着逃避现实，也能消除紧张。 

我所说的转变并不是某种宗教经历，在宗教经历中

你的情况如何，或者是你感觉如何是最终的权威。但是，

转变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宗教经历回避了神学

要求，回避了智力追求的要求，成了一种短暂的时髦，

而如果这种时髦符合人们的兴趣，他们就会接受它。诺

克斯（R.A.Knox）在《热情》（Enthusiasm）中，雄辩地
表明了只过度依赖于经历之信仰的陷阱，但是并不简单

地因为某种信仰，包括了经历而拒绝它。 

关于转变归主的若干个杰出例子（G） 

基督徒转变归主的有效性的一个证据是，所有不同

国籍、文化和时代的人，都有着这同样的经历。另一个

证据是，它起作用！可以引述成千上万的事例和文献资

料，来说明和证明基督徒转变归主的影响。这里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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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出发

点和不同的个性。他们转变归主所经历的过程也不一样，

但是其果效是一样的：一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

界观和新的生活方式。 

挪威的哈列斯比教授 

已故的哈列斯比（Dr. Hallesby）博士写了一本书，
题目叫《我为什么是一位基督徒》（Why I am a Christian）。
这本书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他从怀疑一切，到具有坚定的

基督教信心的属灵传奇故事。由于他的受教育程度，他

像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疑惑。他相

信，如果一个人不能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明白基督徒生

活，理解上的困难，很快就会使他成为一位怀疑主义者。 

他认为抱怀疑态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怀

疑当中，因为他们的怀疑主义，可以保护他们免受良心

的谴责。”他认为，这种怀疑，永远都无法通过逻辑论证

来克服，因为它是建立在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只有个人经历，可以使这样的怀疑者得到信心。根据哈

列斯比的著述，第二种怀疑者，因为他的怀疑和对不确

定的厌倦而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他感到这就是他所处的

地位。他真诚地希望从理智上确实明白。哈列斯比博士

对真诚的怀疑者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会说，“我

自己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怀疑状态，体验过其中的极度

痛苦。但是，我也知道走出怀疑而进入信心的道路，这

条道路向所有的怀疑者敞开着，不会有损于人类的任何

能力，即使是对于我们的推理能力，也不会有任何损害。” 

哈列斯比博士找到了走出怀疑的道路，因为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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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地希望明白真理。圣经教导我们说，真诚地希望明

白的任何人，都将会明白。“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

翰福音 7：17）在这里，耶稣应许在经历的基础上赐予
个人的确据。唯一的条件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 

耶稣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关于怀疑的某些事情非常

重要，这不是因为教育或智力上的重要成就，也不是由

于感到如此缺乏知识而无法认识真理的谦恭，这是另一

个极端。“导致你怀疑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某样东西，”

哈列斯比说，“你缺乏一定的经历。这就是你发现自己处

于怀疑和不确定当中的原因所在。” 

这个人的转变归主，不像使徒保罗那样引人注目，

但是他的转变，却是同样的明确和完全。正如那位埃塞

俄比亚官吏一样，他真诚地渴望明白真理，而这种知识，

以一种平常而又明确的方式赐予了他。他的生活，体现

了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的改变。由于所经历的转变，他找

到了生命的意义，也找到了各种问题的答案，他还有能

力，帮助其他真诚地寻求真理的人。 

印度的圣人桑德·辛 

圣人桑德·辛（Sadhu Sundar Singh）是近来藉着耶
稣的异象而改变生命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印度青年基

督徒，曾经遭到极其痛苦的逼迫，桑德·辛成了二十世

纪最为杰出的布道家之一。 

作为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锡克教徒，桑德·辛极

其敬虔，但是他的宗教并不能满足他对事实的寻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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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生活，为各种悲观失望所困扰。他母亲的生病和

去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失望。他决定呆在自己的房间

里三天三夜，等待某种真理的启示。如果在这个特定的

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启示，他决定到飞速前进的火车

前面的轨道上自尽。 

过了三天两夜也没有得到任何启示，距离他与死亡

的约会，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的心灵极其痛苦，他呼

喊，“神啊，请在我死之前把你自己启示。” 

那天晚上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在梦里耶稣基督

向他显现，并用兴都斯坦语对他说：“你正在祈求明白正

确的道路，为什么不接受这条道路。我就是道路。”那天

夜里，桑德成了一位基督徒。他说：“我只能事奉耶稣，

而不能事奉其他任何一位！” 

从他与耶稣相遇的那个时刻开始，他成了另外一个

人。他悲观失望的情绪消失了，他的生命里有了一个目

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放弃对事奉基督的渴望。

无论是请求，还是提供财富，甚至于逼迫，都不能使他

放弃。他的家庭不认他，还试图毒死他，但是他康复了，

并逃离了这个家庭。他受了洗，把他的余生，都用来事

奉基督和帮助他人。作为一位独身主义和神秘主义者，

他被其他基督徒视为行为古怪的人。然而，实际上他是

一个改变了的人，因着那种最为残酷的逼迫，他见证了

耶稣基督的大能。他什么时候去世没人知晓；最后看见

和听到他的消息是在 1929年，那时他试图进入西藏，目
的是为了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那方禁地。印度政府于

1933年宣告认定他已经死亡。他坚定事奉的一生，仍然
是基督在个人生命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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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倪柝声 

倪柝声 1903年出生于中国，他母亲是一位被迫结婚
的女仆。他的童年非常艰苦，在十八岁的时候，他面对

了耶稣基督。倪柝声以一种非常直接、平常的方式接受

了他。通过这一意志的决定，他完全委身于基督，终生

顺服地跟从他。他奉献和自我牺牲的人生，充分体现了

他的委身。 

尽管由于他的信仰而遭受了逼迫之苦和牢狱之灾，

他仍然向他的人民传播福音。当他不能继续布道和教导

的时候，便开始写作。倪柝声最为当今非亚裔基督徒社

会所认知的名字是倪更夫（Watchman Nee），这是很多关
于属灵生命、教会、个人灵修和其他属灵主题书籍的作

者名称。 

他 1972年死于监狱中，终年六十九岁。除了他所经
受的许多艰难困苦，他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几乎没有什

么为人所知。对于自己，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自己

一无所求，我所求的一切都是为了主。”毫无疑问，这位

东方殉道者的一生，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激励；它表

明了作为一位完全委身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请不要忘

记，倪更夫的转变归主，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外在标

志来证实它，然而，这一改变了的生命和冲破重重困难

而付诸实践的崇高理想，充分表明了他经历耶稣基督的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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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鲁益师 

鲁益师（Lewis 1898-1963）是本世纪拥有最多读者
的基督徒作家之一。他在大不列颠出生和长大，是牛津

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后来他成了牛津大学Magdalen学院
的一位校董和剑桥大学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的教授。 

鲁益师教授在把基督教信仰，作了最为艰难的智力

试验之后，成了一位基督徒。他开始相信神存在的时候

已经四十岁了。他的属灵自传《令人惊奇的喜乐》（1955）
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回答我如何从无神论转归基督教的

各种问题”。首先他变成了一位有神论者，接着是经历了

一个时期的寻求，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滥用圣殿、

各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残暴的举动。他认识到没有任何

宗教，像基督教这样具有历史性的宣告。然而，鲁益师

仍然认为神是不具有人格的，他也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

的旨意和必然性。他开始参加礼拜，虽然这个主意并不

吸引他。不过，他很快就明白到如果有神，那么他就必

须是这样一位神，有关爱、感受和拯救人的能力。只有

这样，基督教的整个信息，包括基督的道成肉身，才有

意义。他这样表达这种认识：“此时此刻神话一定已经永

远变成了事实；道，肉身；神，人。这不是‘宗教’，也

不是‘哲学’。这是他们全部的实际情况和总结。” 

他以非常个人的词语，描述了自己与基督的相遇。

它既不是一次强烈的情感经历，也不是在其发生之前，

自己所认为的重要事情。事实上，他说，“我所找到的是

我不想要的东西”。然而，无论如何“已经迈出了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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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步”， 鲁益师成了一位基督徒。 

在晚年，他仍然在文学批评领域声名卓著，还写了

很多基督教“经典著作”，其中包括《令人惊奇的喜乐》

(Surprised  by  Joy)。我们已经在第三课中，推荐了他
的论述基督教思想若干方面的系列著作之一《纯粹的基

督教》(His Mere Christianty)；他的 (Screwtape Letter )
和《太空三部曲》(Space trilogy)[超越沉默的行星(Out of 
the Silent Planet)、皮尔兰德拉（Perelandra）和那可怕的
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闻名于世；即使是为孩子们
写作的系列著作，现代纳尼尔神话（the modern Narnia 
mythology），也让成年读者心醉神迷。鲁益师以及他的
诸多朋友，如托尔基恩（J·R·R·Tolkien）和多罗西·塞
耶斯（Dorothy·L·Sayers），表明了学者和艺术家，也
可以成为基督徒，并且这还会提升，而不是摧毁他们的

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 

鲁益师是真诚地寻求真理的典型。他深信，在神掌

管的宇宙中，真诚的寻求者将会找到真理。“我喜欢经历

是因为这种事情是如此的诚实。你可能会多次拐错弯，

但是，只要你保持睁开眼睛，就不会在警告牌出现之前，

让自己走得太远。你可能会欺骗自己，但是，经历不会

欺骗你。宇宙听上去是真实的，只要你公正地测验它。” 

上述关于经历转变归主的例子表明，有些人与耶稣

基督的相遇是突然的，是由情感所主导的；而另一些人

的经历耶稣基督，是逐渐温和地承认。有些人在听到耶

稣基督宣告的时候，很容易相信；有些人是有了超自然

证据的帮助，才做出决定，而还有一些人，必须借助理

性推动力才能得到信心。重要的是，这些具有广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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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全部都经历了耶稣基督，并发现他满足了他们

的各种期望。 

意志型的人 

鲁益师深信，我也同样深信，寻求真理（鲁益师所

谓的“经历”）将会最终导致耶稣基督的相遇。这个问题

常常伴随着理性上的不诚实。但是我相信，你能够学习

本课程到目前这个程度，表明你是真诚地愿意接受真理

的，无论你在哪里发现了真理。而且，我还相信，你同

样真诚地准备好，把你所接受的真理付诸实践。 

在课程简介中，我提到了三种人：智力型的人、情

感型的人和意志型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具有这些

特点。前面两种类型人的毛病，在于他们忽视或拒绝承

认他人的重要性。智力型的人不认可情感的效力，也不

接受宗教经历的有效性，因为宗教经历可能会包含一些

非理性因素。情感型的人不愿意约束自己，以便透彻地

思考事情，同时也不能忍受理性的方法，因为不能明白

与之相应的客观事实，以至于自己的宗教经历也有所欠

缺。 

我们把意志型的人，视为明达和委身的基督徒，那

么意志型的人又怎么样呢？意志型的人把智力和情感两

个方面结合起来，又超越智力和情感而做出自觉的决定。

如果他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处于情感阶段（像保罗那样），

那么，他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经历，面对缜密的智力质

询。正如皮诺克（Pinnock）所说的，“对于理智上认为
错误的东西，心不可能喜乐” [引自麦克多维尔
（McDowell），第 3页]。如果他开始于理智阶段（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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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埃塞俄比亚官吏那样），那么，就会准备好超越口头上

的赞同，光是口头上赞同，就像纯粹的智力上的认识一

样，是最低层次的信仰。意志型的人，会把他所明白的

真理付诸行动。 

耶稣基督最初的门徒们得到了“众民的喜爱”（使徒

行传 2：47）。他们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对耶稣的了解和
对天动地摇的圣灵降临经历的感受（阅读使徒行传 2：
1-42中的详细记述），通过意志结合在一起，并转变为其
他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外在行动。如果这是真的，转变

归主的经历，将会带来一种与真理的涌流相一致的生活

方式。而真理就是所经历的那一位。下面这个图示，表

明了转变归主和行为一致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就是基

督徒们所称为的门徒职责。 

                  真理 

                 耶稣基督 

智力                          情感 

  智力上的认同                      宗教经历 

    抽象概念                       错误 

不相关的神学                      痴迷狂热 

意志 

                      经历相遇 

一致的行为 

门徒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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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既不是依赖于情感经历的天真的热心者，也

不是对无关规则做出口头赞同的智力上的侏儒。基督徒

就是经历了耶稣的人，就是明白和接受他的宣言的人，

就是有了新的不同生活观的人。他不会宣称有了所有的

答案，也不会自动地变得完美。但是，他坚持寻找答案

以解决他的各种问题，并藉着神的帮助，来克服不讨神

喜悦的那些个性特点。基督徒努力把理想与实践结合起

来，开始培养一致的行为方式。对基督徒来说，所相信、

所存在和所付诸行动的真理，都体现于同样的客观事实

——主耶稣基督。和谐一致的生活，也体现在满有他的

样式！ 

一个挑战 

在第一课中，我要求你完成本课程的学习。现在你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第二课和第三课中，我要求你在

寻求真理的时候，祷告和祈求神的帮助，那样基督就可

能会向你显现。第四课则要求你阅读新约圣经。 

现在出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所涉及的内容比其他任何挑战更多。它们是对

你的时间的挑战，对你的骄傲的挑战，对你过去的偏见

的挑战。现在我要求你接受耶稣基督，认同他，经历他

的改变生命的大能，并决定在生活中，实行新的生活方

式和新的生活方向。 

然而，在执行决定的时候，明白这些决定过程的意

义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弗兰克·科尔奎豪恩

（Frank Colquhoun）曾经写了一部很有帮助的著作，书
名叫做《完全的基督教》（Total Christianity）。他在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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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说，作为一位基督徒涉及到四件事情。首先是个人

经历耶稣基督，或者是他所谓的“委身”。我们已经在本

课中，广泛地探讨了基督教的这个方面。其次是交通或

参与。这体现为走出去帮助其他基督徒和其他普通人。

在这方面，当地的基督徒聚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教会

是基督的肢体，尽管教会并不完美。因此，我们应该参

加教会。第三是教义或信仰体系。我们所有的态度和行

为，都必须有完美的理性和属灵基础。教义、神学或具

体的信仰，必须为我们的经历和委身提供内在根据。第

四是品行或道德。作为基督徒，我们事奉一位新主人。

我们对他具有道德和属灵的责任。真诚的基督徒，具有

与他所声称的信仰相一致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道德规范、

行为方式。 

因此，要成为一位“完全”的基督徒，需要委身（个

人的宗教经历）、需要交通（参与教会）、需要教义（建

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信仰体系和运用我们的心智）、需要品

行（生活道德）。这样的信仰并不容易，但是它是最好的

方式。它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是经验性的，也

是理性的。它触及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你是如何接受耶稣基督的？如何才能经历他？如何

才能转变归主和开始与之相一致的生活？这不是一个菜

谱，而是一些建议，你可以把这些建议作为归向神的步

骤。圣经向你保证，神随时准备着与你相见，如果你按

照他的带领而行动的话：“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耶利米书 29：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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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向神的步骤 

1、认识到你自己没有能力，带来内在的和谐与平安。承
认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你是有罪的，你需要帮助（罗

马书 3：23）。 

2、认识到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 14：
6），因此他是唯一能够帮助你和给你带来平安的那一
位。而且，认识到耶稣的生命、死和复活，是你藉以

得到赦免和重生的唯一途径（使徒行传 4：12）。 

3、祈求耶稣临到你，洁净你，赦免你，改变你，更新你，
赐给你新生命（哥林多后书 5：17）。 

4、通过意志的决定，把你整个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让
他可以帮助你，使你的生命，变得比你曾经梦想的还

要更加美丽。决定跟从耶稣，意味着你在一切事情上

愿意顺服他，把他的道放在首位。 

5、通过祷告、读经和找到敬拜聚会的地方，来履行这个
应许。委身之后，要遵守圣经，接受洗礼，与其他委

身的基督徒一起，参加主的晚餐。 

6、最后，作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位新人，要不断地长进，
按照彼得后书 1：5-8 中的教导，过有效的基督徒生
活。 

经历的含义 

如果你慢慢地、真诚地和有目的地采取这些步骤，

神的圣灵将会使其在你的个人经历中，变为现实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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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重要性。 

如果你已经决定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之中，

我鼓励你继续坚持你的新信仰。一段时间以前，我指导

大学生们的圣经学习。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举

手提问，她向我提出了一个个人问题。仅仅几个星期之

前，她决定成为一位委身的基督徒，而不仅仅只是“文

化上的基督徒”。现在，由于最近的委身而导致她面对着

好些问题。她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你曾经对圣经、对耶

稣或对基督教，有过任何怀疑或问题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当然有。但是，作为

一位基督徒，我根据住在我里面那位的观点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根据外面的某个人的观点，来解决问题。我对圣

灵会保守他的话语有着极大的信心，因为耶稣说圣灵将

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不会等到每一个问题都解决了

的时候，才有信心。对基督徒来说，首先是要有信心，

之后才会有理解。” 

我有一位神学院里的教授，他说：“一个问题得到了

适当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从本质意义上

说，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正确地提出问题。本课程尝试

提出各种问题，至少其中的一些问题，向你指出正确的

方向。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可以告诉你做一个基督徒满了

喜乐。这不仅仅是一个周末旅程，而是一个终生的天路

历程；这不是阅读小说，而是经历事实；这不仅仅在一

个单调乏味的世界中的存在，而是一种攀登山峰的心旷

神怡；这不是逃避世界遁入幻想，而是坚定地面对生活；

这不是坐在体育场里，而是进入竞技场亲自参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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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接受了经历耶稣基督的邀请，这就是你的生活。 

提示： 

请不要忘记按照本课程信息中所作的说明，完成学生

互动练习。请记住，互动练习 A是对复习本课程内容的
一种指导。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应该做好这部分的练习，

特别是要注意“自测检查”中所包含的内容。完成了互

动练习 A之后，请按照说明将它邮寄。 

你已经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你在互动练习 B中所
发表的意见，显得特别宝贵。请坦诚和完整地填写这部

分练习。这将帮助我们注意到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样我

们才能提供补充材料来帮助你们。 

你可能会注意到互动练习 C，要求记录你对经历耶
稣基督的看法或者是要求你进行私人联系。我们不希望

你感到有压力，我们要说的是，欢迎你回答互动练习 C
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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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A   圣经中的人名具有重要意义。“圣经中的人名是对
个人、他的地位、影响、环境以及他的盼望等等的总体

描述，因此‘一个人的名字’常常代表了这个人”（新国

际版圣经百科全书，“名字”）。当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

产生了巨大变化或与神相遇，他通常会得到一个新名字。

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应该在第三课的学习中，

记住耶稣把西门的名字改为彼得。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名字是人本身的一种象征，一

个好名字会激发人的信心和自尊，而一个不好的、尴尬

的或者是奇怪的名字，会增加一个人与自我价值有关的

各种心理问题。 

B   请注意紧接着这个记载的是对使徒保罗的记述。因
此，在使徒行传中，你可以并列地看到两个非常清楚明

确而又颇为不同的归信主的经历。 

C   保罗的归主经历已经引述过。后来在他成了一名基
督徒而被捉拿之后，他又讲述了他的这一经历来为自己

辩护。参阅使徒行传 22：1-21和 26：1-23，并把它们与
使徒行传 9：1-25作对比，你就会对保罗与耶稣的相遇，
以及这次相遇对他的生命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 

D   克拉克所使用的“信心”一词，与我们曾经阐述的
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宗教经历”颇为相似。最近，我用

“归信主”这个词，来描述信靠耶稣基督的宗教经历，

这种经历包括了成为一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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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克拉克在他书中的第 220-224 页，阐述了这四个层
次。虽然在这本书中，我使用了他关于信仰的心理学方

面的基本观点，但是我用自己的思想，对其作了补充。 

F   记得第一课中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或许，翻回
到阐述“一致性”的那几页内容，会不无好处。 

G   下面的见证，引自哈列斯比·路易斯的自传或圣人
桑德·辛 和倪柝声传记中的记述。每一个例子只从一本
书中引述，我们已经在课文后面的“参考书目”中，列

出了其出处，但是没有指出所引述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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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参考书目 

1、沃尔特·休斯敦·克拉克（Clark，Walter Houston）
所著的《宗教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美国纽约Macmillian 公司 1958出版。 

2、弗兰克·科尔奎豪恩（Colquhoun，Frank）所著的《完
全的基督教》（Total Christianity），美国伊利诺斯州芝
加哥Moody 出版社 1965年出版。 

3、西里尔·戴维（Davey，Cyril J.）所著的《圣人桑德·辛
传》（Sadhu Sundar Singh）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Moody出版社 1963年出版。 

4、哈列斯比（Hallesby，O）所著的《我为什么是一位
基督徒》（Why I Am a Christian），英格兰伦敦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68年出版。 

5、保罗·约翰森（Johnson，Paul E）所著的《宗教心理
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美国纽约 Abingdon出
版社 1959年出版。 

6、安格斯·基尼尔（Kinnear，Angus I.）所著的《反潮
流》（Against the Tide ），英格兰伊斯特本的胜利
（Victory）出版社 1973年出版。 

7、诺克斯（Knox，R. A.）所著的《热情：宗教历史的
一个重要章节》（Enthusiasm: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英格兰牛津 Clarendon出版社 1973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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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易斯（Lewis，C. S.）所著的《令人惊奇的喜乐》
(Surprised by Joy)，英国伦敦 Collins Fontana图书公
司 1973年出版。 

9、乔斯·麦克多维尔（McDowell，Josh）的《需要裁定
的证据》（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美国加
利福利亚州 San Bernadino 的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公司出版，1972年版。 

10、 克拉克·皮诺克（Pinnock，Clark）所著的《公
开你的病症》（Set Forth Your Case），美国伊利诺斯州
芝加哥Moody出版社 1973年出版。 

11、 伯纳德·拉姆（Ramm，Bernard）所著的《新基
督教徒证据》（Protestant Christian Evidences），美国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Moody 出版社 1966年出版。 

12、 奥尔路·小斯特鲁恩克（Strunk，Orlo，Jr.）的
《所谓的无神论抉择》（The Choice Called Atheism），
美国田纳西 Nashville 的 Abingdon出版社 1968年出
版。 

13、 保罗·图尔尼尔（Tournier，Paul）的《人的医
治》(The Healing of Persons)，美国纽约 Harper and 
Row出版公司 196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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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戈登·奥尔波特（Allport，Gordon W）的《个人与
宗教》（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美国纽约
Macmillan出版公司 1960年出版。（平装本） 

本书对宗教作了心理学阐释，颇为有益。尤其是第

五和第六章，对信心和疑惑的本质作了很好的阐述。 

约翰·贝利（Baillie，John）的《天路历程之邀》
（Invitation to Pilgrimage），英国伦敦 Penguin图书公司
1960年出版。 

这本书是为“基督徒不可知论者”而写作的。所谓

“基督徒不可知论者”就是一个人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而没有信心或没有经历基督。作者针对这种人的阐述，

既清晰又系统。 

弗兰克·科尔奎豪恩（Colquhoun，Frank）所著的
《完全的基督教》（Total Christianity），美国伊利诺斯州
芝加哥Moody出版社 1965年出版。 

英格兰教会的一位牧师，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成为

一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这本书，特别值得向那些希望

明白基督徒生活要求的新基督徒推荐。 

西里尔·戴维（Davey，Cyril J.）所著的《圣人桑德·辛
传》(Sadhu Sundar Singh)，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Moody
出版社 1963年出版。 

这是一本关于一位伟大的印度基督徒神秘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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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本课对他的生活作了概述。 

雷蒙德·艾迪门（Edman，V. Raymond）所编辑的
《危机经历》（Crisis Experiences），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
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 公司出版，没有出版日
期。 

这本书 96页，记述了九个著名基督徒的生活经历，
这九个基督徒，绝大多数是美国人或英国人。这本书是

对杂志系列文章的重印。 

哈列斯比（Hallesby，O）所著的《我为什么是一位
基督徒》（Why I am a Christian），英国伦敦 InterVarsity
出版社 1968年出版。 

在这本优秀著作中，哈列斯比教授运用他自己生活

中的例子，回应了对于基督教的怀疑和反对。 

安格斯·基尼尔（Kinnear，Angus I.）所著的《反
潮流》 (Against the Tide)，英格兰伊斯特本的胜利
（Victory）出版社 1973年出版。 

 这是一个关于倪更夫（Watchman Nee）的动人故事，
是一本优秀的传记，研究深入细致，文笔优美。 

基特伍德（Kitwood，T. M. ）所著的《人类是什么？》
（What Is Human？），英国伦敦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作者探讨了关于人的三种观念：人道主义者、存在

主义者和基督徒。他简单地评价了前两种哲学，他的著

述适合于任何“还没有找到道路进入完全的基督教信仰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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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益师（Lewis，C. S. ）所著的《令人惊奇的喜乐》
（Surprised by Joy），英国伦敦的 Collins Fontana图书公
司 1973年出版。 

这是上个世纪一位最具创造性和最有争议的基督徒

作家的一本自传，追踪了他寻求属灵意义的过程，表明

了他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属灵意义。鲁益师所写作

的任何一本书，都颇有阅读价值。 

小保罗（Little，Paul E.）所著的《明白你为什么相
信》（Know Why You Believe），美国伊利诺斯州 Downers 
Grove的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71年出版。 

这是一本优秀书籍。第 12章尤其与我们所阐述的内
容相关。本课的标题《基督徒经历有效吗？》便是从这

一章中摘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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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下面经节——罗马书 3：21-23，6：23，10：8-13；
约翰福音 1：12；约翰一书 1：9。根据这些经节，简
单地阐述下列关于归信主方面的每一个重要词语。 

罪…………………………………………………………… 

认罪………………………………………………………… 

信心………………………………………………………… 

神的儿女…………………………………………………… 

2、思考本课所阐述的“潜意识孵化”这个概念。你可以
列举出发生在生活中，影响到你对基督教和本课程看

法的一些事情吗？ 

………………………………………………………………
……………………………………………………………… 
你认识某些在我们所描述的方面，成为基督教榜样的人

吗？如果认识的话，请你列举出他们信心生活的主要特

点。 

………………………………………………………………
……………………………………………………………… 

3、如果你现在希望成为一位基督徒，这是可能的。只要
祈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一切过错，使你成为在他眼里

是可以接受的人就行。像与某个朋友交谈那样祷告，

你就会成为一位基督徒。在下面的空白处，阐述你为

什么愿意接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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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如果你希望得到帮助，来开始作悔改和认罪祷告，可
以运用下面的祷告文，然后在这篇祷告文的最后，加

上你自己的话。 

“主耶稣，我承认我需要你，渴望把我的生命和

未来交托给你。请赦免我的一切过错，并洁净我的生

命。使我成为神的孩子，帮助我每天都为了你的荣耀

而生活。我诚邀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存在的中

心。请赐下圣灵来带领我，坚固我，赋予我能力。我

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写下你祷告时的印象，及其对你的生命有哪些影响。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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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1、 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可
以得到赦免。 

认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认识并悔改），耶

稣就会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认识和公

开表明，这是这个词的第二层含义），我们将会从罪

的后果中得到拯救。 

信心——信心是心灵（意志）方面的事情，信心使

得我们可以无羞无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在神

面前保持平等，信心也是我们领受能力，以变得更加

像神（他的孩子）的途径。 

神的儿女——随着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主和相

信他所说的身份，我们便成了神的儿女。然而，这也

是他的大能，把我们变成他的样式的一个过程，这样

我们才能具有“家庭成员的相像”。 

2、你的答案，应该包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你的个人需要
的各种事情（友谊、生活的方向、赦免，等等），以

及与博学和忠心的基督徒保持接触。 

3、你的答案；或许这些基督徒们，已经体现出了关心、
一致性和委身之类的品质。 

4、你的答案；或许你现在已经认识到赦免的需要，以及
只有基督的大能，才能满足这一需要。或许你已经厌

倦毫无意义的生存，渴望耶稣所赐予的新生命和旨

意。或许你已经认识到，神已经慢慢地对你显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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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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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 

1、在学习了那位埃塞俄比亚官吏和扫罗的归信主经历
之后（使徒行传第 8和第 9章），请把下列人名和与
之相应的事件相匹配，按照时间顺序，把它们标上

x-1，y-1，y-2等等。 
…….a 得到医治和受洗。        x) 埃塞俄比亚官吏 
…….b 在一次异象中，与耶稣    y) 扫罗 

基督相遇。           
…….c 受洗以表明信心。 
…….d 逼迫基督徒以讨好神。 
…….e 接受一个基督徒的解释。 
…….f 看到一道光亮和听到一个声音。 
…….g 在圣经里经历了耶稣基督。 
…… h 宣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i 顺服耶稣。 
…….j 学习圣经寻求真理。 

思考题：在你开始一段友谊的时候，你能发现寻求与相

遇相关连的各种基本因素吗？或许你是孤寂的，遇上了

某个有吸引力的人，等等。有某种模式吗？你能够把这

些，鲁益师同你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状况作比较吗？ 

2、归信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经历。对于那
些已经归主的人来说，下面哪些因素是特别的或非同

寻常的，哪些因素是平常的？在非同寻常的因素前面

的空白处写上 N，在平常的因素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U。 

…….a 看到了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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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潜意识孵化。 
…….c 躁动不安的时期。 
…….d 寻求属灵的真实。 
…….e 哭喊和颤抖。 
…….f 认识到需要耶稣基督。 
…….g 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流。 
…….h 感到异乎寻常地温暖。 
…….i 接受了来自基督的新生命。 
…….j 得到新生。 
…….k 自动戒除了毒瘾。 
……..l 决定永远跟从耶稣。 

思考题：归信主与你曾经有过的其他激烈的个人经历有

何不同？你如何回应那些不同之处？ 

3、作为归信主的榜样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了很
多品质。把最好地体现了下列品质的人们，他们名字

的首个字母，写在所提供的空白处；如果没有人体现

了某个品质，则在该品质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x；如果
所有的人都体现了该品质，则写上 ALL。 

….a 智力上的怀疑         哈列斯比（O. Hallesby） 
….b 极其需要神    圣人桑德·辛（Sadhu Sundar Singh） 
….c 智力上的傲慢自大       倪柝声 （Ni To-Sheng） 
….d 委身和事奉             路易斯（C. S. Lewis） 
….e 真诚地渴望真理 
….f 在受逼迫的情况下忍耐 
….g 新的旨意 
….h 把伟大的理想付诸实践 
….i 逃避生活 
….j 杰出的学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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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思考一下那些主导你生活的品质。你有哪些负

面的特性需要帮助克服？有哪些正面的特性需要帮助培

育？ 

4、请把下列各个层次的信心，配上与之相应的术语及其
定义，并把表示该术语和定义的序号，填写在所提供

的空白处。 
a  …… + ……口头信仰 
b  …… + ……理性信仰 
c  …… + ……行为信仰 
d  …… + ……完全信仰 
1) 行为体现 
2) 全面融合 
3) 智力上的理解 
4) 刺激反应之言语表达 
5) 口头表达和理解的信心与行为一致 
6) 言语与生活方式脱节 
7) 行为上所体现的理解 
8) 理性的信仰与行为脱节 

思考题：在不同的时候和对各种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会

持不同层次的信仰。在你的生活中，找出属于每一个层

次的某些事情，然后问问你自己，在你所花费的时间量

上，与你所持的信仰层次之间是否有关系。 

5、请指出下面的哪些描述，与意志型的人这个概念相一
致，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追求情感上的经历 
b) 追求经历真理 
c) 把情感的经历附属于理智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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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所感到和所理解的真理来采取行动 
e) 弃绝任何情感经历 
f) 渴望把信仰和经历结合起来，体现在一致的行为上 
g) 不能容忍对待宗教的理性方法 
h) 接受情感的有效性 
i) 宣称有了全部答案 
j) 决定认同耶稣基督 

思考题：在人的心灵里，理智、情感和意志这三个领域，

显然是难以分割的。然而，请思考，你自己一直以来主

要是一个“理智的人”，还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你是

否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意志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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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检查题答案 

1、a  y-5      b  y-3       c  x-5        d  y-1 
   e  x-2      f  y-2       g  x-3        h  x-4 
   i   y-4      j   x-1 

2、a   N      b   U       c   U       d   U 
   e   N      f   U       g   N       h   N 
   i   U       j   U       k   N       l   U 

3、a   OH，CSL 
   b   SSS 
   c   X 
   d   ALL 
   e   OH，SSS，CSL 
   f   SSS，NTS 
   g   ALL 
   h   NTS 
   i   X 
   j   OH，CSL 

4、a  4) + 6) 
   b  3) + 8) 
   c  1) + 7) 
   d  2) + 5) 

5、b)，c)，d)，f)，h)，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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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互动练习 

学生互动练习 A 

1、请把下列关于真理的标准，配上最佳地描述了该标准
的句子。把相应句子的序号填空。 

…….a 情感           1）实际，但是常常过分高 
…….b 直觉              度概括。 
…….c 实用主义       2）具有稳定的影响力，但是 
…….d 感官认识          过度依赖来源和传播。 
…….e 系统一致性     3）太过主观，又是人个性 
…….f 传统               的一个重要部分。 
                     4）与事实密切相关，又体现了

一致性。 
                     5）所经历的真理的根源，但是

有时候会不完全和不准确。 
                     6）强有力，但是会因为环境而

改变。 

2、即使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下
定义。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看，什么是真理？ 

………………………………………………………………
………………………………………………………………
………………………………………………………………
………………………………………………………………
……………………………………………………………… 

3、请从下面每一个栏列中，选出适当的序号，把关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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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价值论的             1）设计论证据 

b….. +….. 宇宙学的             2）第一原因证据 

c….. +….. 本体论的             3）神的观念之证据 

d….. +….. 目的论的             4）价值论证据 

5）安瑟伦（Anselm） 

6）阿奎那（Aquinas） 

7）康德（Kant） 

4、虽然第三道互动练习题所列举的论据，被认为是“科
学知识”，但是这些论据不能证明神的存在。这类论

据的缺点是什么，根据基督教，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

的存在。 

………………………………………………………………
………………………………………………………………
………………………………………………………………
……………………………………………………………… 

5、下面哪些句子，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请选出
相应的句子。 

a) 门徒们需要某个人成为弥赛亚。 
b) 耶稣的降生、死和复活，完全与预言相符。 
c) 耶稣的特性证明了他自己的宣言。 
d) 耶稣称呼神为“天父”。 
e) 从道德上来讲，门徒们不可能编造耶稣复活的故事。 
f) 宗教领袖们认同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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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有五百名见证人，可以证明他的复活。 
h) 耶稣预言了他自己的死和复活。 
i) 耶稣的身体从来没有被找到；那座坟墓是空的。 
j) 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标志着神的赞许和他的权柄。 

学生互动练习 B 

无论你的看法如何，请发表你对本课程的意见。在

你停止学习本课程的时候，无论是否完成了学习，请尽

可能完整地完成互动练习 B。 

总的来说，我认为本课程…………………………… 

具体地来说，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课…………………………………………………… 

第五课…………………………………………………… 

个人学习和自测检查…………………………………… 

…………我已经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 

…………我从第…..课之后，停止了本课程的学习。
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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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我希望本课程更多地阐述……………………… 

………………………………………………………………
………………………………………………………………
………………………………………………………………
我对类似于下列主题的研究感兴趣……………………… 

………………………………………………………………
………………………………………………………………
………………………………………………………………
………………………………………………………………
签名………………………………………………………… 

姓名………………………………………………………… 

地址………………………………………………………… 

电话…………………………………………. …………… 

学生互动练习 C 

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完成这一试卷，并把它寄给指导

老师。 

你不必感到任何压力来完成这一试卷；把那些你真

诚地认为描述了你个人情况的句子打上钩号。是否完成

这一试卷，是你自己意志的聪明决定。 

……. 我已经在圣经中，阅读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情况。 
……. 我已经明白到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独一无二的儿

子，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 我已经认识到，我需要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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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祈求耶稣基督赦免我过去的罪，并赐给我
新的生命。 

……. 我已经决定，把整个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 
……. 我已经决定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 关于成为一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得到更

多阐释。 
……. 希望与某个人谈谈我理解上的各种困难。 
……. 希望得到我在本试卷背面，所写出来的各种问题

的答案。 
……. 我希望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其他委身的基督徒。 

签名……………………………………………………… 
名字 ……………………………………………………… 
地址 ……………………………………………………… 
电话 ……………………………………………………… 

6、人们常常通过他们不是什么来判断基督徒。请写一段
话，阐述成为一位基督的门徒意味着什么。 

………………………………………………………………
………………………………………………………………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与文学作品没有任何不同；而

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圣经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因为

它是神对人的启示。下面哪些方法可以推荐用来聪明地

学习圣经，因为它是“文学作品”（在其前面的空白处标

上 L）？下面哪些方法，可以把它作为特别的“圣经”
和神的话语来推荐（标上 B）？哪些方面则根本就不推
荐（标上 X）？ 
…….a 阅读创世记第 1 章和启示录第 22 章；猜测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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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b 聪明和系统地阅读。 
…….c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查阅百科全书和字典。 
…….d 首先阅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e 当你阅读的时候，祈求神的帮助。 
…….f 根据新约圣经来理解旧约圣经。 
…….g 把你的观点强加于经文。 
…….h 努力用作者使用该词语的本意，来理解话语。 
…….i 阅读各种评注，但不阅读经文。 
…….j 在阅读经文之前，先解决它的难点。 
…….k 让你的生命接受经文信息的影响。 
…….l 区别叙述语言和形象语言。 
…….m 在你不理解某些事情的时候，进行祷告。 
…….n 阅读从而明白神对你讲了什么。 

7、请列举出，哪些论据可以用来说明圣经是绝对的权
威？并在你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下面画上下划线。 

………………………………………………………………
………………………………………………………………
………………………………………………………………
……………………………………………………………… 

8、这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妇女归信主的经历。请认真阅
读，然后开始甄别后面的问题。 

1）她曾经是一位文化上的基督徒，对她来说，参加礼拜
不过是一种机械行为。 

2）在学生时期，她接受了唯物主义哲学，放弃了参加礼
拜。 

3）她涉猎了催眠术和招魂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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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她有很多家庭问题，已经到了自杀的边缘。 
5）她开始接触一位外国学生，这位外国学生是一位博学
和委身的基督徒。 

6）她对这位学生，为了某一粗心行为道歉而感到好奇。 
7）她用逻辑论据，来反驳这位学生关于基督的见证。 
8）虽然仍然与那位学生保持联系，但是她有意忽视他劝
自己阅读圣经的激励。 

9）七个月之后，她突然得到了关于自然美的启示。 
10）带着这个启示，她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福音书。 
11）她迅速地阅读了福音书，但是没有真正理解。 
12）虽然她觉得圣经令人乏味，但还是愿意继续阅读它。 
13）她认识了越来越多博学和委身的基督徒，他们的平
安和成就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14）她认识到生活可以是充满意义的，她的各种问题是
可以解决的。 

15）有了本质上对于神的宗教经历和对她所交往的基督
徒们的效仿，她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 

16）她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位基督徒，因为她没有改变
生命的重生经历。 

17）她感觉和明白到需要耶稣基督，并自觉地决定把自
己委身于基督。 

18）她阅读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向她指出了成为
一位基督徒的若干步骤，她遵从了这些教导。 

19  没有出现任何归信主的外在表现的时候，她产生了
怀疑，但是她做出了抵制这些怀疑的自觉决定。 

20）她开始根据某种学习，指导慢慢地阅读圣经。 
21）通过学习圣经和学习指导书，她的各种问题开始得
到解决。 

22）她与“大学行动”中的基督徒们，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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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通过阅读圣经，她深信自己必须接受洗礼，并参加
其他委身的基督们的圣餐。 

24）她有了新的自我价值观念，这种新观念取代了她过
去的自卑情结。 

25）她学会了接受她的各种家庭困难，建立了稳定的家
庭关系。 

26）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了满足，也受到
了赏识，并致力于培育一种和谐一致的基督徒生活

方式。 

你认为上述哪些句子，清楚地说明了归信主的某个

方面？把相应句子的序号填空。 

…….a 躁动时期 
…….b 潜意识孵化 
…….c 寻求真理 
…….d 归信主 
…….e 一致性 

你认为上述哪些句子，明确地表明了下面每一个句

子所阐述的真理？把相应句子的序号，填写在空白处。 

…….f 宗教经历必须与耶稣基督的客观事实密切相关。 
…….g 很多人的信心，都只是停留在口头层面。 
…….h 当信仰明智和自觉地转变为行动的时候，才能导

致归信主。 
…….i 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自动脱离所有问题；

但是成为一位基督徒，确实是有了盼望。 
…….j 对基督徒们来说，首先要有信心，接着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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