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系统神学

第十七课…

神的存在((上)
神的存在

神论最后一个主题 — 上帝的存在，
 上帝就在那里，讨论他在不在，对上帝来说是很可笑的事
上帝就在那里 讨论他在不在 对上帝来说是很可笑的事
 圣经对上帝的存在没有讲很多，
不过还是少数很重要的证据，可以来讨论
过 是少数很重 的 据
来讨论
一、上帝存在的直接证据
1. 人心，谈普遍启示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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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物…
罗一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从上帝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有 位作者
从上帝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有一位作者
 他是怎样的作者，也可以从他的作品有一些了解，
画得乱七八糟、非常忧郁、很精巧…
画得乱七八糟、非常忧郁、很精巧
从一个人的作品可以对作者有一些认识


这方面经文不是很多，但很清楚 —
罗一19 人心的本能；20 从万物可以晓得；
21 人是知道有神的，只是故意不把神
当作神来荣耀他，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
是人故意不承认、而不是真的觉得没有。

人心里已经有神造的一个本能，可以知道一些神的事情，
人心里已经有神造的
个本能 可以知道 些神的事情
 有设定一个范围 — 人所能知道的部分，
人是被造的有限者 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无限者
人是被造的有限者，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无限者，
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事情
 上帝在人心中的一种自我启示，
上帝在人心中的 种自我启示
让全世界人类普遍性、直觉的知道有神

3. 最强直接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
约十四9b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来 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
来一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

旧约借着众先知，把上帝晓谕、启示出来
2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新约时期借着耶稣基督直接把看不见的上帝表现出来
约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人的肉眼其实是看不见上帝的，
 耶稣把看不见的上帝，成为肉身就表现出来
耶稣把看不见的上帝 成为肉身就表现出来
 耶稣才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

二、上帝存在的间接证据
1. 圣经的宣告。
圣经是为上帝的存在做见证，
是为 帝的存在做见 ，
创世纪一章一节 就宣布：起初神创造天地
 圣经没有花很多功夫证明神的存在，
 直接宣布 — 神，他的作为、他创造天地
 直接宣布神的属性 —
介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


2. 信徒的见证。
信徒的见证
信主以后，照圣经的话来生活，
在基督徒人生过程，经历神的话是信实的，
督徒 生过程
神 话 信实的
借着耶稣跟上帝和好，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
信靠、求告、顺从神，经历神的陪伴、带领、作为…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无神论者呢？前言…
来十一6b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信有神

从上帝角度来看，他就存在那里，信他才是对的。
杯子装了茶，它就是有，相信才是对的…
那信能够用命令的吗
能够用命令的吗？罗
罗一21
 无论人心的本能、从上帝的作品，都可以认识上帝
 人不信、否定神，并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神，
而是故意逃避或否认神
诗十4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
恶人面带骄傲 说：「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恶人必须先骗自己没有神 才可以放胆的作恶
恶人必须先骗自己没有神，才可以放胆的作恶
十四1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这是他们的顽固 都是邪恶；上帝是最讨厌邪恶的
这是他们的顽固，都是邪恶；上帝是最讨厌邪恶的，
否认神，好像一切的恶都无所谓了，是人故意否认神

3. 历史的见证。
 人类历史，如果把上帝抽离，是一部荒唐的历史
人类历史 如果把上帝抽离 是 部荒唐的历史
 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你看神做成的事情 —
人的历史不断的改朝换代、不断的更替，
史
朝换
替
实际上，上帝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他一方面在任凭，一方面加以掌控
 最后成就了神所要成就的目的
神的国是在人的国里面发展 —
太廿四 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太廿八 传给万民；徒一 传到地极，
上帝的国，就照上帝自己事先的预告，发展到天下
历史还有别的见证，例如：上帝的法则，
所有罪恶跟不公义都是暂时的，暴政必亡，
只有合乎神法则的政府才能比较长久…

一、实践的无神论者，
 理论上承认有神，可是根本不把神当一回事，
理论上承认有神 可是根本不把神当 回事
生活、价值观、言行，自己作神、作主
 教会也有这种人 — 理论承认，
理论
实际上却好像过一个无神的生活
二、理论的无神论者，
无神论的国家，找很多理论来证明没有上帝，
赤化半个地球、洗脑七、八十年，
 中国文革后期、改革开放，
80、90 年代福音的大爆炸
 1992 苏联解体，一大堆人跑到教会
成为基督徒，包括东正教 —
广
广义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教派，产生兴趣跟敬虔
督
个
，产
虔
到如今，理论上大力要证明没有上帝的，已经比较少。

林前二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

三、无神论的论点
Q、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没有办法眼见为凭。
A、上帝是超自然的，科学研究自然界、万物还可以，
要研究比自然界更高、超自然的上帝，
却用一般研究物质科学的方法，是方法论的错误。
研究蚂蚁的世界，必须趴在地上、追踪、观察，
不可能坐太空梭去太空找蚂蚁
 超自然的上帝有超自然的方法，
属灵的事情要有属灵的智慧


蚂蚁没有人的心灵，不能明白人的世界
蚂蚁没有人的心灵
不能明白人的世界
 人比蚂蚁高，或许人可以了解部分蚂蚁的世界，
蚂蚁很难 解人类的心灵
蚂蚁很难了解人类的心灵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如果不是上帝把圣灵给我们，我们也很难认识上帝
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世上的灵来研究世上的事情是可以的
乃是从神来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林前二9 如经上所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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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为凭、听到了才算数、合乎人心的推理的法则，
在研究一般的科学是对的，研究神这样不对…

Q、万物是自发生成的，自然就形成了
A 这种自然或恒存的观念
A、这种自然或恒存的观念，
只是一种哲学，并不是有证据
早期就看到一块肉，以为虫会自己产生出来，
 十八世纪开始，很多科学研究这类似的事情
 十九世纪法国化学家巴斯德证明，
肉里面的虫不是自然产生，
是小虫在肉里面产卵，
孵化出来 繁殖
孵化出来、繁殖…
证明不是自然发生的
虫的生命，是从虫来的，不是自己跑出来的，
命产
命，
唯
解释，
生命产生生命，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没有看到任何例外。

上帝并不是显微镜下一个小小的生物，
用低阶方法来研究高阶的事情，是不通的，

神不是不科学而是超科学。

Q、最早的生命，是来自非生命吗？
A 这跟任何的事实不符
A、这跟任何的事实不符，
只是比较符合进化论，并不符合科学的事实。
生命的来源是什么？生命的来源是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一4 生命在他里头。
十一25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约十四6

耶稣是生命的本体，他不是受造才有的，
耶稣是生命的本体
他不是受造才有的
 他是生命的源头，
后来 切的生命就是从生命而来
后来一切的生命就是从生命而来
 这才是合乎事实，
没有 个生命可 证明它是自己产生的
没有一个生命可以证明它是自己产生的

Q、如果万物是从上帝来的，那么上帝又从那里来呢？
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提到很多神存在的问题— 要证明上帝不存在；
他小时候就提出这问题，没有办法在教会
出
有办法在教会
找到答案，他说他的信仰就整个崩溃了。
A、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
 如果上帝需要从另外
如果上帝需要从另外一个来源而来，
个来源而来，
他就不是上帝，他就是受造之物了，
那个来源才是上帝
 上帝是生命的来源、不是受造之物，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来源 本来就存在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来源，本来就存在
出三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不必回答的。

Q、万物是偶然产生的，进化论也很喜欢，
演化的过程 无穷长的时期 偶然 —
演化的过程、无穷长的时期，偶然
 无生命的产生类似生命的小东西，
低等的变成高等的
等 变成高等
 需要漫长的过程，期待很长的历史里面，
偶然出现的机会，再一个偶然又出现一个更好的机会…
A、对上帝来讲，没有任何是偶然的。
铜板丢到地上，它是正面、还是反面？
 虽然科学进步，还是没有办法算出后果，
只能说偶然、用猜的，猜中机会 50%
 但是上帝有办法，因为他是全能、全知的，
对上帝来讲没有任何是偶然的
归诸于偶然，只是因为有些事超过人智慧所能判断的，
万物不是偶然就可以产生的，是上帝使然 — 使它这个样子。

因果律 — 一切东西都有一个原因，
用在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对的
切受造之物
— 都有一个来源
 用在创造者是不对的 — 创造者就不是受造者，
 怎么要求创造者需要有一个来源呢？
这在逻辑上是错的
 他不但不是果、不是受造的结果，
反而是受造之因，而且说第一因


罗素这个逻辑搞不清楚，
 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活到
活在十九世纪末 十世纪上半 活到 1970，
是一个已经很不敬虔的时代，
大家很不希望有上帝
希
帝
 他是受时代风气、精神、哲学的影响，
并不是真正有哲学上的证据、更强的理由

Q、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跟不义呢？…
有上帝 怎么会让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呢
有上帝，怎么会让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呢？
A、这是情感性的无神论者，他的情感受伤了，
 没有比别人坏，却比别人遭受到更大的苦难
 被坏人陷害了，坏人很得意、猖狂，
自己却痛不欲生、被逼得好像要走上绝路
所以他会觉得上帝死了、没有上帝

苦难的原因，有些是人类共同 — 非基督徒、基督徒都有…
1. 遗传而来的，比如：身体基因的缺陷，遗传下来，是垂直的
1
遗传而来的 比如：身体基因的缺陷，遗传下来，是垂直的
2. 水平的，被传染、被感染、被人家连累的，
某些苦难不是你自己作错了 可是却被人家连累了
某些苦难不是你自己作错了，可是却被人家连累了，
例如：北京城没有沙漠，可是西北沙漠沙尘暴
可以飘到北京 还可以飘到更远的地方
可以飘到北京、还可以飘到更远的地方，
这不是北京人自己制造的

3. 自己有意、故意做了坏的事情，产生坏的后果，
比如 婚姻有外遇 开始 能是快乐的
比如：婚姻有外遇，开始可能是快乐的，
圣经说是罪中之乐，这个快乐不会太长久，
会造成
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跟痛苦的后果。
麻
痛苦
自己有意的错，后来就按照神的法则、不好的后果
4. 无意的错，不是故意要犯错，可是产生痛苦的后果。
例如：我长得比较瘦，吃东西吃得很自由，
觉得胖的人才需要小心，
后来健康检查，发现胆固醇还有点高呢！
这是我无意的错，还是会有不好的后果
基督徒也可能有时候软弱，没有亲近神，
 有意的错被上帝管教，会有一些苦难
 也有无意的错，错就是错，还是会被神管教
也有无意的错 错就是错 还是会被神管教
还好我们靠神，在神管教的时候归正、事情会改善的。

6. 被魔鬼、撒旦攻击。
基督徒如果上帝许可 也有暂时的攻击
基督徒如果上帝许可，也有暂时的攻击，
还好，我们靠上帝可以胜过魔鬼的攻击 —


事先求上帝，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求上帝让我们脱离恶者，这是圣经都有的祷告



上帝偶尔许可撒但对我们暂时的攻击，一定有神的美意，
靠上帝把负面的东西，化为上帝给我们的试炼
靠上帝把负面的东西
化为上帝给我们的试炼 —
 上帝不主动的把苦难给我们，但偶尔许可
苦难 — 撒旦攻击、被人连累，暂时临到我们，
撒旦攻击 被人连累 暂时临到我们
我们靠上帝去面对，最后会产生好的结果
 约瑟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最后约瑟说：
约瑟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最后约瑟说：
「是上帝要借着我，救以色列人不要被饿死。」
撒旦的攻击是苦难的来源，但基督徒可以转化。

5. 天灾，有很多其实是人祸，比如：
 沙尘暴，其中一个原因是草原、森林被破坏，
沙尘暴 其中 个原因是草原 森林被破坏
过度开发，不但有沙尘暴，而且会有泥石流
 以前冷气所用的冷媒，化学的成分是有问题的，
以前冷气所用的冷媒
学 成 是有
就产生臭氧层破坏，对人的皮肤是很不好的
有些破坏就很难弥补，只能说不要扩散的那么快就好了。
很 弥
扩
那
上帝造的世界，原来是美好、幸福的，
是因为离开上帝以后才产生这一切—
创三
创三18a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我相信苍蝇、蚊子、有害的生物，都是那时渐渐产生的
 大洪水以前人的寿命活好几百岁是很正常的，
， 态
步
坏，
大洪水以后，生态进一步被破坏，
人类寿命快速下降，剩下六、七十，七、八十岁…


7. 最高级的 — 自愿为别人受苦。
 非基督徒也有，
非基督徒也有
 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很伟大的，
有 大爱 愿意
有些大爱，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自 成全
 最常见的是亲情，
很多父母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小孩，
为小孩子受很多的苦都愿意


基督徒更应该有，
太十六24 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

「如果有人想要来跟从我，他就当舍弃自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跟从我。」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然后跟从我 」
十字架就是为别人受苦的记号，靠上帝受苦，
架
并不是咒诅，而会成为对别人、对自己的益处。

8. 神的试炼，这给基督徒的，
上帝不主动试炼我们 是他暂时许 魔鬼 世界
上帝不主动试炼我们，是他暂时许可魔鬼、世界、
遗传的东西，暂时临到我们，目的要让我们
在经过锻炼之后 体验上帝进 步的恩惠
在经过锻炼之后，体验上帝进一步的恩惠。
就像约伯，受过那么大的试炼，也没有完全明白原因，
就像约伯
受过那么大的试炼 也没有完全明白原因
倒是最后约伯有一个重要的体会 —
伯四二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
我从前
有你
在我亲眼看到你

这个试炼，神许可，
 我们靠上帝面对，最后却产生了祝福
 约伯本来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经过这些试炼以后，
畏
，
，
 得到更大的敬虔 — 不但相信神、敬畏神，
亲眼看到神，这是属灵方面的、不是讲肉体
 对神的关系更加真切、深刻而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