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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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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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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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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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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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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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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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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