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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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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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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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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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