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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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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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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