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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懷疑論 ─ 懷疑不都是壞事情，
 科學精神就是
對於該懷疑的、要勇敢的懷疑
 用十八世紀休謨 Hume 做代表


他們的主張是 —

可以用感官、實驗儀器證明的，才是真實的知識
 人對上帝的瞭解 並不是可
並不是可以用感官、
用感官
實驗器材來確定，所以是可疑的
他把知識限定在可經驗的、可用實驗室來證明的，
這樣的理論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只是一個理論 ─
 本身也沒有經過感官、實驗室的證明
 實際上是一個抽象的哲學理論，
以此來否定認識上帝的可能性

最近二百多年來有很多哲學家認為不可能…
一、不可知論
知論
不是直接否定神，也不等於無神論，
只是認為不可能認識，
可以用赫胥黎 Huxley 做代表…
他跟基督教的關係是非常嚴重的對立，
 是進化論 (演化論) 最大的推銷員
 主張人不可能確定到底有沒有神，
即使有神 人也不可能認識他
即使有神，人也不可能認識他
不可知論最大的問題 ─ 怎麼知道神是不可知的？

三、實證主義 ─ 十九世紀中孔德 Comte 代表，
是實證主義之父 思想影響到廿世紀
是實證主義之父，思想影響到廿世紀，
主張什麼？眼見為憑，
強調要有物質 明顯的證據 才
強調要有物質、明顯的證據，才可以相信。
相信
影響中國很大的學者胡適之，就提倡實證主義，
把實證主義教育學家杜威，引介到中國，
實證主義非常唯物論，
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鋪路…
實證主義的問題 ─ 要有物質證據才可以相信
要有物質證據才可以相信，
 這句話本身並不是那麼物質、唯物的，是一個哲學的概念
 誰告訴你要有物質的證明才可以相信？
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用實驗室來證明，仍然是真實的，
親情、友情、愛情，能夠用實驗室來證明嗎？很難！
實證主義本身其實也沒有那麼實證

四、理性主義

五、人本主義

西方 ─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運動，

十七世紀末荷蘭猶太裔哲學家
p
做代表，
斯賓諾莎 Spinoza
認為人的理性是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權威，
是不能
的理性邏輯推
科學方法 實的
凡是不能用人的理性邏輯推理、科學方法證實的，
都不可以採信

實際上人的理性並不是真的那麼完全、客觀，
實際上人的理性並不是真的那麼完全
客觀
 常受到自己的立場、看事情的角度所影響
 真正的真理是客觀的
 聖經告訴我們 ─
人離開上帝 後 在各方面都已經殘缺了
人離開上帝以後，在各方面都已經殘缺了，
並不像理性主義所想像那樣完美的理性
偉大的學者也可能犯嚴重的錯，這是理性主義不理性的地方。

批判 ─ 理性主義其實並沒有那麼理性…
不可知論怎麼知道上帝是不可知的？是一種論斷…
知論 麼
帝
是 種論斷
 懷疑主義、實證主義，認為知識只是實證的範躊，
這樣態度有經過實驗室的證明嗎？也沒有
 排斥絕對的上帝，卻把理性主義絕對化，不是很矛盾嗎？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他的用途，可是有他的侷限，
對於超理性的上帝、屬靈的事情、十字架的救恩等等，
就需要超理性的啟示，這樣才對！


人本主義反對屬靈的傳統，把知識封閉在理性、物質的範圍，
義
真理不只是在唯物的、世界的範躊，是超自然的
 真正的信仰、理性，跟真正的科學是沒有衝突的，
真正的信仰 理性 跟真正的科學是沒有衝突的
那個衝突就是人把自己的理性絕對化了
單單用理性 實驗 物質的方法不能證明的事情
單單用理性、實驗、物質的方法不能證明的事情，
卻做了很絕對的論斷，這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恢復二千多年前希臘、羅馬輝煌的成就，
以為教會開倒車、落伍了
 實際上教會恢復神的形象，是提升、不是往下掉
實際 教會 復神的形象 是提升 不是 下掉


東方 ─


敬畏鬼神、獨尊儒家，
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不談怪力亂神，
 恢復人一切的美好、古代的美德
代
 對人有高度的信仰，認為好好修身、養性，
就可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世界大同
就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世界大同
 後來受佛教影響，一方面拜很多的菩薩，
方面強調靠自己的修行 就可以成佛
一方面強調靠自己的修行，就可以成佛
 道家靠自己的善行，就可以成仙、成道

聖經的觀點 ─
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向人類啟示祂自己，
帝
方式 來
啟 祂自
祂的自我啟示向人來顯明，引導我們認識祂…
一、人是上帝的形象
上帝造人的時候，把屬靈的智慧、認識神的本能，
放在人心裡，人不但可以認識神、而且應該認識神。
─
你父的神，你若尋求他，他必使你尋見。
賽一3 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
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意。
代上廿八9 我兒所羅門哪，你當認識耶和華

何六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
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是可以認識的、是可以領受的！

─ 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是用命令的語句，而且影響太重大…

約十七3 認識你

約壹五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
我
道 神 兒
來到

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
耶穌基督成為媒介 我們藉著他可以認識神
耶穌基督成為媒介，我們藉著他可以認識神。
創一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造人。」

沒有明確解釋神的形象是什麼意思…
弗四22‐24 就要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真正的
並不是講人間的義 — 自以為義，是相對的
 神的義 — 真正的義
真正的義、絕對的
絕對的
不斷更新變化，就會愈來愈像神、有神的義、認識神的心意。


二、神的啟示有什麼特性 ─ 透過神的啟示我們可以認識神。
1. 來源：就是神自己，
除非神樂意把祂的奧秘向我們顯明，
要不然我們不可能認識祂的…
 你的家有很多房間、寶藏，除非你願意
開門帶人進去，不然人家是不能了解的
 上帝樂不樂意呢？他樂意！
2. 媒介：祂藉著一些方法，
 祂的作品 ─ 所創造的萬物
 祂的作為 ─ 所行的神蹟
 祂的言語 ─ 聖經，把祂自己啟示給我們
 最高峰、最偉大的媒介 ─ 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住人間卅多年，
讓我們對神的愛、神的恩典、真理有充足的認識

三、認識神，跟一般的知識很不一樣

3. 啟示的目的 ─
除了讓我們尋求神、敬畏神，
還有就是與神和好…
 認識自己離開神以後、浪子的汙穢，
向神悔改
 回家以後，與神和好
回到神的家，
 可以更充份的、真切的認識神，
更加可以榮耀神
 認識神以後，照神的心意來生活，
更加可以表現祂的榮耀
這是目的 ─ 除了得救，也是來榮耀神。

一般的知識

神的啟示

1. 受造之物可以明白今生今世
受造之物可以明白今生今世，

關乎永生，境界差很遠
關乎永生
境界差很遠

包括人類暫時的歷史、地理
2. 用自己的聰明才智
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殷勤努力，
殷勤努力
必須在神之下謙卑受教，
必須在神之下謙卑受教
就可以得到收獲，
才可以真正的認識
無神論也可以很有學問
欣賞高山，必須把頭抬起來，用仰望…
要認識上帝 必須要抬頭仰望
要認識上帝，必須要抬頭仰望。
聖經強調在神面前回轉、捨己、謙卑，上帝抵擋驕傲的人，
 我們驕傲的以為憑著研究
我們驕傲的以為憑著研究、理性、懷疑主義
理性 懷疑主義…
就可以認識有關神的真理，這是差太遠了！
 這是
這是一個向上的、超自然的啟示跟真理，
個向上的、超自然的啟示跟真理，
必須有謙卑仰望、受教的態度，才有可能明白

3. 除非神向人顯現，我們沒有辦法以祂為研究的對象，

然後就真的認識祂了，認識神的前提
然後
真
識
認識神的前提 ─
是要看見自己的有限、
用仰望的態度來求神開竅…
4. 世界上一般的知識，用理性、各種感官、實驗儀器，

就可以對要研究的對象有一些了解；
但是神的啟示，對神的認識，
就不是這麼膚淺的、唯物的。
對神的認識是與神相交、與祂相遇，
又稱為信心的知識 ─
 回轉接受主、神的靈進來，
與神相遇、與神合好，就真正認識神
 就像真正跟一個人深交，才有辦法了解他真實的狀況

保羅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林前一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

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那時最聰明的哲學家瞧不起十字架的道理，
那時最聰明的哲學家瞧不起十字架的道理
林前一、二 對人的理性很重要的回應，兩個回答 ─
 上帝的愚拙比人聰明
上帝的愚拙比人聰明，有點諷刺的
有點諷刺的
 認為是愚拙的嗎？其實他有拯救的大能，
這就是神的智慧，比人類高深的理論更有力量來拯救人
林前二9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未曾
未曾想
十字架的道理是很高超的，
十字架的道理是很高超的
所以人沒有辦法靠自己的聰明來認識。

對於「人可能認識神嗎？」簡單的結論…
一、認識神是人生第一要務
二、祂是那麼重要，
但不是靠自己的聰明就可以認識的，
伯十一7 你考察就能測透神嗎？
伯十

你豈能盡情測透全能者嗎？
賽五五8-9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要有屬靈天上而來的聰明，
來了解屬靈天上而來的事情、至高的神。

三、唯有透過神的自我啟示，我們才可以認識神
林前二11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

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人喜歡養寵物，有些寵物好像很有靈性，
對你有感情、有一些認識，
但沒有人的靈，最基本的歷史、地理、生活常識都沒有…
四、有生之年所有的了解，都還很有限
林前十三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
模糊不清

當時是銅鏡，只能看到輪廓跟大概。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將來去見主的時候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該知道的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