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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疑论 ─ 怀疑不都是坏事情，
 科学精神就是
对于该怀疑的、要勇敢的怀疑
 用十八世纪休谟 Hume做代表


他们的主张是 —

可以用感官、实验仪器证明的，才是真实的知识
 人对
人对上帝的了解
帝的了解 并不是可
并不是可以用感官、
用感官、
实验器材来确定，所以是可疑的
他把知识限定在可经验的、可用实验室来证明的，
这样的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只是一个理论 ─
 本身也没有经过感官、实验室的证明
 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
以此来否定认识上帝的可能性

最近二百多年来有很多哲学家认为不可能…
一、不可知论
不是直接否定神，也不等于无神论，
只是认为不可能认识，
可以用赫胥黎 Huxley 做代表…
他跟基督教的关系是非常严重的对立，
 是进化论 (演化论) 最大的推销员
 主张人不可能确定到底有没有神，
即使有神 人也不可能认识他
即使有神，人也不可能认识他
不可知论最大的问题 ─ 怎么知道神是不可知的？

三、实证主义 ─ 十九世纪中孔德 Comte 代表，
是实证主义之父 思想影响到廿世纪
是实证主义之父，思想影响到廿世纪，
主张什么？眼见为凭，
强调要有物质 明显的证据 才可以相信
强调要有物质、明显的证据，才可以相信。
影响中国很大的学者胡适之，就提倡实证主义，
把实证主义教育学家杜威，引介到中国，
实证主义非常唯物论，
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铺路…
实证主义的问题 ─ 要有物质证据才可以相信，
 这句话本身并不是那么物质、唯物的，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谁告诉你要有物质的证明才可以相信？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实验室来证明，仍然是真实的，
亲情 友情 爱情 能够用实验室来证明吗？很难！
亲情、友情、爱情，能够用实验室来证明吗？很难！
实证主义本身其实也没有那么实证

四、理性主义

五、人本主义

西方 ─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

十七世纪末荷兰犹太裔哲学家
p
做代表，
斯宾诺莎 Spinoza
认为人的理性是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权威，
性 辑
科学 法
，
凡是不能用人的理性逻辑推理、科学方法证实的，
都不可以采信

实际上人的理性并不是真的那么完全、客观，
实际上人的理性并不是真的那么完全
客观
 常受到自己的立场、看事情的角度所影响
 真正的真理是客观的
 圣经告诉我们 ─
人离开上帝以后 在各方面都已经残缺了
人离开上帝以后，在各方面都已经残缺了，
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想象那样完美的理性
伟大的学者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这是理性主义不理性的地方。

批判 ─ 理性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性…
不可知论怎么知道上帝是不可知的？是一种论断…
不可知论怎么知道上帝是
知的 是 种论断
 怀疑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只是实证的范踌，
这样态度有经过实验室的证明吗？也没有
样态 有
实
也没有
 排斥绝对的上帝，却把理性主义绝对化，不是很矛盾吗？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他的用途，可是有他的局限，
对于超理性的上帝、属灵的事情、十字架的救恩等等，
就需要超理性的启示，这样才对！


人本主义反对属灵的传统，把知识封闭在理性、物质的范围，
真理不只是在唯物的、世界的范踌，是超自然的
 真正的信仰、理性，跟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冲突的，
那个冲突就是人把自己的理性绝对化了
单单用理性、实验、物质的方法不能证明的事情，
却做了很绝对的论断，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恢复二千多年前希腊、罗马辉煌的成就，
以为教会开倒车、落伍了
 实际上教会恢复神的形象，是提升、不是往下掉
复
，


东方 ─


敬畏鬼神、独尊儒家，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谈怪力乱神，
 恢复人一切的美好、古代的美德
 对人有高度的信仰，认为好好修身、养性，
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世界大同
可 修身、齐家、
、平
、 界
 后来受佛教影响，一方面拜很多的菩萨，
方面强调靠自己的修行，就可以成佛
一方面强调靠自己的修行，就可以成佛
 道家靠自己的善行，就可以成仙、成道

圣经的观点 ─
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他的自我启示向人来显明，引导我们认识他…
一、人是上帝的形象
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属灵的智慧、认识神的本能，
放在人心里，人不但可以认识神、而且应该认识神。
代上廿八9 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

─
你父的神，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
赛一3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
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何六3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领受的！

约十七3 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是用命令的语句，而且影响太重大…

约壹五20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我们也知道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耶稣基督成为媒介 我们借着他可以认识神
耶稣基督成为媒介，我们借着他可以认识神。
创一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没有明确解释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
弗四22‐24 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真正的
并不是讲人间的义 — 自以为义，是相对的
 神的义 — 真正的义、绝对的
不断更新变化，就会愈来愈像神、有神的义、认识神的心意。


二、神的启示有什么特性 ─ 透过神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神。
1. 来源：就是神自己，
除非神乐意把他的奥秘向我们显明，
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认识他的…
 你的家有很多房间、宝藏，除非你愿意
开门带人进去，不然人家是不能了解的
 上帝乐不乐意呢？他乐意！
2. 媒介：他借着一些方法，
 他的作品 ─ 所创造的万物
 他的作为 ─ 所行的神迹
 他的言语 ─ 圣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圣经 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最高峰、最伟大的媒介 ─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住人间卅多年，
道成肉身住人间卅多年
让我们对神的爱、神的恩典、真理有充足的认识

三、认识神，跟一般的知识很不一样

3. 启示的目的 ─
除了让我们寻求神、敬畏神，
还有就是与神和好…
 认识自己离开神以后、浪子的污秽，
向神悔改
 回家以后，与神和好
回到神的家，
 可以更充份的、真切的认识神，
更加可以荣耀神
 认识神以后，照神的心意来生活，
更加可以表现他的荣耀
这是目的 ─ 除了得救，也是来荣耀神。

一般的知识

神的启示

1. 受造之物可以明白今生今世，

关乎永生，境界差很远

包括人类暂时的历史、地理
2.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殷勤努力， 必须在神之下谦卑受教，
就可以得到收获，
才可以真正的认识
无神论也可以很有学问
欣赏高山，必须把头抬起来，用仰望…
要认识上帝，必须要抬头仰望。
圣经强调在神面前回转、舍己、谦卑，上帝抵挡骄傲的人，
 我们骄傲的以为凭着研究、理性、怀疑主义…
我们骄傲的以为凭着研究、理性、怀疑主义
就可以认识有关神的真理，这是差太远了！
 这是
这是一个向上的
个向上的、超自然的启示跟真理，
超自然的启示跟真理
必须有谦卑仰望、受教的态度，才有可能明白

3. 除非神向人显现，我们没有办法以他为研究的对象，

然后就真的认识他了，认识神的前提
然后就真的认识他了
认识神的前提 ─
是要看见自己的有限、
用仰望的态度来求神 窍
用仰望的态度来求神开窍…
4. 世界上一般的知识，用理性、各种感官、实验仪器，

就可以对要研究的对象有一些了解；
但是神的启示，对神的认识，
就不是这么肤浅的、唯物的。
对神的认识是与神相交、与他相遇，
又称为信心的知识 ─
 回转接受主、神的灵进来，
与神相遇、与神合好，就真正认识神
 就像真正跟一个人深交，才有办法了解他真实的状况

保罗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林前一21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那时最聪明的哲学家瞧不起十字架的道理，
林前一、二对人的理性很重要的回应，两个回答 ─
 上帝的愚拙比人聪明，有点讽刺的
 认为是愚拙的吗？其实他有拯救的大能，
这就是神的智慧 比人类高深的理论更有力量来拯救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比人类高深的理论更有力量来拯救人
林前二9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十字架的道理是很高超的，
所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聪明来认识。

对于「人可能认识神吗？」简单的结论…
一、认识神是人生第一要务
二、他是那么重要，
但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就可以认识的，
伯十一7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伯十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赛五五8-9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怎样高过地
样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要有属灵天上而来的聪明，
来了解属灵天上而来的事情、至高的神。

三、唯有透过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才可以认识神
林前二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人喜欢养宠物，有些宠物好像很有灵性，
对你有感情 有一些认识
对你有感情、有一些认识，
但没有人的灵，最基本的历史、地理、生活常识都没有…
四、有生之年所有的了解，都还很有限
林前十三12 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当时是铜镜，只能看到轮廓跟大概。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将来去见主的时候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