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系統神學

第十七課…

神的存在((上)
神的存在

神論最後一個主題 — 上帝的存在，
 上帝就在那裡，討論祂在不在，對上帝來說是很可笑的事
上帝就在那裡 討論祂在 在 對 帝來說是很 笑的事
 聖經對上帝的存在沒有講很多，
不過還是少數很重要的證據，可以來討論
據
來
一、上帝存在的直接證據
1. 人心，談普遍啟示的時候有提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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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物…
羅一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從上帝的作品 就可以知道有 位作者
從上帝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有一位作者
 祂是怎樣的作者，也可以從祂的作品有一些了解，
畫得亂七八糟 非常憂鬱 很精巧…
畫得亂七八糟、非常憂鬱、很精巧
從一個人的作品可以對作者有一些認識


這方面經文不是很多，但很清楚 —
羅一19 人心的本能；20 從萬物可以曉得；
21 人是知道有神的，只是故意不把神
當作神來榮耀祂，並不是真的覺得沒有神。
是人故意不承認、而不是真的覺得沒有。

人心裡已經有神造的一個本能，可以知道一些神的事情，
人心裡已經有神造的
個本能 可以知道 些神的事情
 有設定一個範圍 — 人所能知道的部分，
人是被造的有限者 上帝是創造我們的無限者
人是被造的有限者，上帝是創造我們的無限者，
我們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事情
 上帝在人心中的一種自我啟示，
上帝在人心中的 種自我啟示
讓全世界人類普遍性、直覺的知道有神

3. 最強直接的證據，就是耶穌基督…
約十四9b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來 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
來一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

舊約藉著眾先知，把上帝曉諭、啟示出來
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新約時期藉著耶穌基督直接把看不見的上帝表現出來
約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人的肉眼其實是看不見上帝的，
 耶穌把看不見的上帝，成為肉身就表現出來
 耶穌才說 看見我、就是看見了父

二、上帝存在的間接證據
1. 聖經的宣告。
聖經是為上帝的存在做見證，
聖經是為上帝的存在做見證
創世紀一章一節 就宣布：起初神創造天地
 聖經沒有花很多功夫證明神的存在，
聖經沒有花很多功夫證明神的存在
 直接宣布 — 神，祂的作為、祂創造天地
 直接宣布神的屬性 —
介紹上帝是怎樣一位上帝


2. 信徒的見證。
的
信主以後，照聖經的話來生活，
在基督徒人生過程，經歷神的話是信實的，
藉著耶穌跟上帝和好，上帝成為我們的天父，
信靠、求告、順從神，經歷神的陪伴、帶領、作為…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無神論者呢？前言…
來十一6b 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從上帝角度來看，祂就存在那裡，信祂才是對的。
從
帝角度來看 祂就存在那裡 信祂才是對的
杯子裝了茶，它就是有，相信才是對的…
那信能夠用命令的嗎？羅
羅一21
 無論人心的本能、從上帝的作品，都可以認識上帝
 人不信
人不信、否定神，並不是真的覺得沒有神，
否定神 並不是真的覺得沒有神
而是故意逃避或否認神
詩十4 惡人面帶驕傲，說：「耶和華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為沒有神。
惡人必須先騙自己沒有神，才可以放膽的作惡
十四1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
這是他們的頑固，都是邪惡；上帝是最討厭邪惡的，
否認神，好像一切的惡都無所謂了，是人故意否認神

3. 歷史的見證。
 人類歷史，如果把上帝抽離，是一部荒唐的歷史
人類歷史
果
帝
是
荒唐 歷
 但如果把時間拉長，你看神做成的事情 —
人的歷史不斷的改朝換代、不斷的更替，
實際上，上帝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
 祂一方面在任憑，一方面加以掌控
 最後成就了神所要成就的目的
神的國是在人的國裡面發展 —
太廿四 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
太廿八 傳給萬民；徒一 傳到地極，
上帝的國，就照上帝自己事先的預告，發展到天下
歷史還有別的見證，例如：上帝的法則，
所有罪惡跟不公義都是暫時的，暴政必亡，
所有罪惡跟不公義都是暫時的
暴政必亡
只有合乎神法則的政府才能比較長久…

一、實踐的無神論者，
 理論上承認有神，可是根本不把神當一回事，
理論上承認有神 可是根本不把神當 回事
生活、價值觀、言行，自己作神、作主
 教會也有這種人 — 理論承認，
實際上卻好像過一個無神的生活
二、理論的無神論者，
無神論的國家，找很多理論來證明沒有上帝，
赤化半個地球、洗腦七、八十年，
 中國文革後期、改革開放，
80、90 年代福音的大爆炸
 1992 蘇聯解體，一大堆人跑到教會
蘇聯解體
堆 跑到教會
成為基督徒，包括東正教 —
廣義基督教的 個重要教派 產生興趣跟敬虔
廣義基督教的一個重要教派，產生興趣跟敬虔
到如今，理論上大力要證明沒有上帝的，已經比較少。

三、無神論的論點

林前二11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

Q、沒有辦法用科學方法來證明上帝，沒有辦法眼見為憑。
A、上帝是超自然的，科學研究自然界、萬物還可以，
要研究比自然界更高、超自然的上帝，
卻用一般研究物質科學的方法，是方法論的錯誤。
研究螞蟻的世界，必須趴在地上、追蹤、觀察，
不可能坐太空梭去太空找螞蟻
 超自然的上帝有超自然的方法，
屬靈的事情要有屬靈的智慧


螞蟻沒有人的心靈，不能明白人的世界
螞蟻沒有人的心靈
不能明白人的世界
 人比螞蟻高，或許人可以了解部分螞蟻的世界，
螞蟻很難了解人類的心靈


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如果不是上帝把聖靈給我們，我們也很難認識上帝
12 我們所領受的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
並不是世上的靈

世上的靈來研究世上的事情是可以的
乃是從神來的靈，
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林前二9 如經上所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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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見為憑、聽到了才算數、合乎人心的推理的法則，
眼見為憑
聽到了才算數 合乎人心的推理的法則
在研究一般的科學是對的，研究神這樣不對…

Q、萬物是自發生成的，自然就形成了
A 這種自然或恆存的觀念
A、這種自然或恆存的觀念，
只是一種哲學，並不是有證據
早期就看到一塊肉，以為蟲會自己產生出來，
 十八世紀開始，很多科學研究這類似的事情
十八世紀開始 很多科學研究這類似的事情
 十九世紀法國化學家巴斯德證明，
肉裡面的蟲不是自然產生
肉裡面的蟲不是自然產生，
是小蟲在肉裡面產卵，
孵化出來、繁殖…
孵化出來、繁殖
證明不是自然發生的
蟲的生命，是從蟲來的，不是自己跑出來的，
生命產生生命 才是唯 合 的解釋
生命產生生命，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沒有看到任何例外。

上帝並不是顯微鏡下一個小小的生物，
用低階方法來研究高階的事情，是不通的，

神不是不科學而是超科學。

Q、最早的生命，是來自非生命嗎？
A 這跟任何的事實不符
A、這跟任何的事實不符，
只是比較符合進化論，並不符合科學的事實。
生命的來源是什麼？生命的來源是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一4 生命在祂裏頭。
十一25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在我 生命 在我

約十四6

耶穌是生命的本體，祂不是受造才有的，
耶穌是生命的本體
祂不是受造才有的
 祂是生命的源頭，
後來 切的生命就是從生命 來
後來一切的生命就是從生命而來
 這才是合乎事實，
沒有一個生命可以證明它是自己產生的
有 個 命
明它是自己產生

Q、如果萬物是從上帝來的，那麼上帝又從那裡來呢？
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
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
提到很多神存在的問題 — 要證明上帝不存在；
他小時候就提出這問題，沒有辦法在教會
找到答案，他說他的信仰就整個崩潰了。
A、這個問題本身是錯誤的，
 如果上帝需要從另外
如果上帝需要從另外一個來源而來，
個來源而來
他就不是上帝，他就是受造之物了，
那個來源才是上帝
 上帝是生命的來源、不是受造之物，
祂自己就是自己的來源，本來就存在
出三14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這個問題本身是有問題的，是不必回答的。

Q、萬物是偶然產生的，進化論也很喜歡，
演
演化的過程、無窮長的時期，偶然
無窮長 時期 偶然 —
 無生命的產生類似生命的小東西，
低等的變成高等的
 需要漫長的過程，期待很長的歷史裡面，
偶然出現的機會，再一個偶然又出現一個更好的機會…
A、對上帝來講，沒有任何是偶然的。
銅板丟到地上，它是正面、還是反面？
 雖然科學進步，還是沒有辦法算出後果，
只能說偶然、用猜的，猜中機會 50%
 但是上帝有辦法，因為祂是全能、全知的，
對上帝來講沒有任何是偶然的
歸諸於偶然，只是因為有些事超過人智慧所能判斷的，
歸諸於偶然
只是因為有些事超過人智慧所能判斷的
萬物不是偶然就可以產生的，是上帝使然 — 使它這個樣子。

因果律 — 一切東西都有一個原因，
用在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對的 — 都有一個來源
 用在創造者是不對的 — 創造者就不是受造者，
 怎麼要求創造者需要有一個來源呢？
這在邏輯上是錯的
 祂不但不是果、不是受造的結果，
反而是受造之因，而且說第一因


羅素這個邏輯搞不清楚，
 活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活到
在十九 紀末 十 紀 半
到 1970，
是一個已經很不敬虔的時代，
大家很不希望有上帝
 他是受時代風氣、精神、哲學的影響，
並不是真正有哲學上的證據、更強的理由

Q、如果有上帝，為什麼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跟不義呢？…
有上帝 怎麼會讓 界 成這 樣
有上帝，怎麼會讓世界搞成這個樣子呢？
A、這是情感性的無神論者，他的情感受傷了，
 沒有比別人壞，卻比別人遭受到更大的苦難
 被壞人陷害了，壞人很得意、猖狂，
自己卻痛不欲生、被逼得好像要走上絕路
所以他會覺得上帝死了、沒有上帝

苦難的原因，有些是人類共同 — 非基督徒、基督徒都有…
1. 遺傳而來的，比如：身體基因的缺陷
1
遺傳而來的，比如：身體基因的缺陷，遺傳下來，是垂直的
遺傳下來 是垂直的
2. 水平的，被傳染、被感染、被人家連累的，
某些苦難不是你自己作錯了，可是卻被人家連累了，
例如：北京城沒有沙漠，可是西北沙漠沙塵暴
可以飄到北京、還可以飄到更遠的地方，
這不是北京人自己製造的

3. 自己有意、故意做了壞的事情，產生壞的後果，
比如
比如：婚姻有外遇，開始可能是快樂的，
有外
是 樂
聖經說是罪中之樂，這個快樂不會太長久，
會造成很大的麻煩跟痛苦的後果。
自己有意的錯，後來就按照神的法則、不好的後果
4. 無意的錯，不是故意要犯錯，可是產生痛苦的後果。
例如：我長得比較瘦，吃東西吃得很自由，
覺得胖的人才需要小心，
後來健康檢查，發現膽固醇還有點高呢！
這是我無意的錯，還是會有不好的後果
基督徒也可能有時候軟弱，沒有親近神，
基督徒也可能有時候軟弱
沒有親近神
 有意的錯被上帝管教，會有一些苦難
 也有無意的錯，錯就是錯，還是會被神管教
還好我們靠神，在神管教的時候歸正、事情會改善的。

6. 被魔鬼、撒旦攻擊。
基督徒 果 帝許
基督徒如果上帝許可，也有暫時的攻擊，
也有暫時的攻擊
還好，我們靠上帝可以勝過魔鬼的攻擊 —


事先求上帝，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求上帝讓我們脫離惡者，這是聖經都有的禱告



上帝偶爾許可撒但對我們暫時的攻擊，一定有神的美意，
靠上帝把負面的東西，化為上帝給我們的試煉 —
 上帝不主動的把苦難給我們，但偶爾許可
苦難 — 撒旦攻擊、被人連累，暫時臨到我們，
我們靠上帝去面對，最後會產生好的結果
 約瑟受了那麼多的苦難，最後約瑟說：
「是上帝要藉著我，救以色列人不要被餓死。」
撒旦的攻擊是苦難的來源，但基督徒可以轉化。

5. 天災，有很多其實是人禍，比如：
 沙塵暴，其中一個原因是草原、森林被破壞，
沙塵暴 其中
是草
森林被破壞
過度開發，不但有沙塵暴，而且會有泥石流
 以前冷氣所用的冷媒，化學的成分是有問題的，
就產生臭氧層破壞，對人的皮膚是很不好的
有些破壞就很難彌補，只能說不要擴散的那麼快就好了。
上帝造的世界 原來是美好 幸福的
上帝造的世界，原來是美好、幸福的，
是因為離開上帝以後才產生這一切 —
創
創三18a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

我相信蒼蠅、蚊子、有害的生物，都是那時漸漸產生的
我
蒼
有
都是那時漸漸產 的
 大洪水以前人的壽命活好幾百歲是很正常的，
大洪水 後 生態進 步被破壞
大洪水以後，生態進一步被破壞，
人類壽命快速下降，剩下六、七十，七、八十歲…


7. 最高級的 — 自願為別人受苦。
 非基督徒也有，
非基督徒也有
 親情、友情、愛情都是很偉大的，
有些大愛，願意犧牲自己成全別人
 最常見的是親情，
很多父母願意犧牲自己成全小孩，
為小孩子受很多的苦都願意


基督徒更應該有，
太十六24 耶穌對他的門徒們說：

「如果有人想要來跟從我，他就當捨棄自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後跟從我。」
背起自 的十字架
我
十字架就是為別人受苦的記號，靠上帝受苦，
十字架就是為別人受苦的記號
靠上帝受苦
並不是咒詛，而會成為對別人、對自己的益處。

8. 神的試煉，這給基督徒的，
上帝不主動試煉我們 是 暫時許 魔鬼
上帝不主動試煉我們，是祂暫時許可魔鬼、世界、
界
遺傳的東西，暫時臨到我們，目的要讓我們
在經過鍛鍊之後，體驗上帝進一步的恩惠。
就像約伯，受過那麼大的試煉，也沒有完全明白原因，
倒是最後約伯有一個重要的體會 —
伯四二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看到你。

這個試煉，神許可，
煉 神許
 我們靠上帝面對，最後卻產生了祝福
 約伯本來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經過這些試煉以後，
約伯本來就是敬畏上帝的人 經過這些試煉以後
 得到更大的敬虔 — 不但相信神、敬畏神，
親眼看到神 這是屬靈方面的 不是講肉體
親眼看到神，這是屬靈方面的、不是講肉體
 對神的關係更加真切、深刻而豐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