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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神（一）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思想这一位自己向我们启示的神，我们今天所敬
拜的这位神，他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没有人能够自己去找到这位神，如果他不向我
们启示，人根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这位神。但是感谢主，他是一个向人启示的神，向
人说话的神。有很多无神论的人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神，讲这样的话实在是
很无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除非有一个人，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他
才能够宣告说没有神。如果他不是无所不在，他没有去过所有地方，宇宙，那么大的
宇宙，他没有去过，他怎么能够宣告说没有神呢？所以圣经说：「愚妄人心中说没有
神」，实在是说得不错。 
 
    我们从圣经第一章第一节，神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圣经没有说摩西他
花了多少时间，去揣摩，去思想，去探讨，去寻找，总算有一天，他找到神了。圣经
的开始不是这样，圣经的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神自己做一切，宇宙一切万物
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不是要来证明有神，圣经乃是启示神，让我们能
够认识。所以我们如果带着一個谦卑的心来看圣经，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一位又奇妙，
又完美的神。 
 
一、至聖至尊至善的真神 
    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是因为藉着圣经。到底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
一位神呢？ 
1. 神的本性 
    如果我们用一个代名词，就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的这位神，乃是宇宙当
中的完美者。我们从神的本性，能够看到他是何等的完美。如果我们简单的用几个词
语来描述这位神，我相信有五点是最重要的，第一点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
慈爱的，他是真理，他也是生命。这五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认识神。 
 
1) 神是圣洁的 
    第一点我们说他是圣洁的。中国的孟子讲了一句话：「圣而不可知之为神」，你要
「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到一个人没有办法了解、知道的那个程度，那个才
是神。我觉得孟子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我们中国人称为「圣人」，不是单单
干净而已，而是个完美者。才能够称为圣人。当然我们中国人称的圣人实在不够这个
条件，但是至少让我们看到所谓「圣」，就是完全的完美，没有一点的瑕疵。所以我
们这位神呢，很强调那个圣洁。你看其他宗教，其他的偶像，没有强调这个圣洁，因
为他们也不圣洁。如果我们稍微研究，特别中国人拜的偶像，你就知道是历史人物，
根本都是很不完美的。稍微好象比较好一點，就说噢，他死了以后成为神仙，成为神。
事實上我们都知道，这一些传说中的，或者历史上的这些人物都是，不是完美者。所
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他自己是那么样的完全，那么样的圣洁。所以他自
己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一点已经是偶像比不上的了，所以我们
看到神既然圣洁的，我们这一些人要来敬拜他，也要圣洁。所以为什么人不能自己到
神的面前来，要藉着主耶稣，他成就的救恩，他十字架流的宝血，把我们每一个人洗
干净了，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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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是公義的 
    圣经也说神也是公义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国
家，全世界都不是公义的，个人不公义；团体不公义；甚至连政府都不公义，所以常
常有很多的冤案，我们以为法庭是很公正的，事实上并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没有公义，真正的公义在神那裏。怎么看见神的公义呢？有两点可以表彰显出来，第
一个呢，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死，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死是罪的工價，罪的工價就
是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既然有罪，都应该死，很
公平。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你的学问怎么样；你的财富怎么样，都不管事，每
一个人都要死，神是何等的公义。不象现在的法庭，有的该死的，都没有判他死刑；
有的不该死的，反而判他死刑。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最公义的，因为每一个人，
都要死，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神这个公义从什么地方彰显出来呢？就是从救恩上，神
爱世人，愿意万人得救。每一个人在救恩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得救就是因
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例外的。而且呢，就是那么简单，只要「信」
就好了，不要「修」，不要做任何的好事。和他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没有关系的，得救
是白白的。甚至於连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就要断气了，他只要肯信就可以了，你
看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公义呢。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只有某一种人才能得到的，不是每
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甚至于我们看见不单单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一些人病在床上，
都不能够讲话了。人和他传福音，他只要点头，或者有一点点表情，表示愿意信，就
可以了。所以你可以说，如果有一个人要信耶稣绝对没有说不可能的，因为是没有条
件的。只要愿意信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多么公义，死，也是显出神的公义。得
救，这样的容易，也是显出神的公义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死亡和得救，是完全
平等的，再平等也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神实在是一位公义的神。另外一方面我们
也看到神的公义，就是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
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刚才说，我们信耶稣很容易。但事实上，神成就这个救恩不容
易，所以我们得救，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最难的那一部分，耶稣为我们做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那么容易的，就能够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见神本来，他是可以在
天上说，你们要信耶稣的人，好，我都赦免你们的罪，你们都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们
的罪价没有付出，就显不出神的公义来。所以神为了他的公义，他不得不把他的儿子
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满足他那个公义的要求，也可以说，满足
他公义的本性。 
 
3) 神是慈愛的 
    我们再来看，「爱」，这个不用讲了。很多人说，如果你要把圣经用一个字来讲，
可用哪个字，就是「爱」；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圣经也说，我们本来
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世界上人都在讲爱，如果我们稍微详细的去研究思想一下，世
界上人讲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父母爱孩子，一定的，为什么只
爱自己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就不爱呢？可见得爱还是有条件的。我们说世界上最伟
大的就是母爱，母爱也是有条件的，不要说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孩
子，你都会有偏心。为什么偏心呢？可能这个孩子乖巧一点，你就爱他多一点；可能
这个孩子聪明一点，你就爱他多一点；一定会有偏心的。所以人的爱，不是神的爱，
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毫无偏心的爱。你一个聪明人他也爱，一个笨人他也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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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呢，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没有私心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藉着主耶稣把这个爱
显明出来。 
 
    爱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牺牲自己，没有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
来跟随我，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舍己，没有自己，那样的跟随我。所以我们看
见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就是每天在否定自己。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无论在教会也好；在社团里面也好；在任何一个环境也好。
我相信我们會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人物，也是一个传福音最有果效的人。一个舍己的
人，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口号，乃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可
以经历的。 
 
4) 神是真理 
    我们再看，神除了圣洁、公义、爱以外，他就是真理。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看
见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喜欢说，他讲的东西就是真理，他所高举的就是真理。很多人
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以为他自己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学术，就是真理了。以为有
一条什么路，就是真理了。 
    真理永不改變 
    世界上绝对没有真理，为什么？因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会改变的，真理有一个很
重要的特点，就是永远不改变。我们这本圣经，为什么说是真理？因为三千多年来，
从来不改变。连加一点，删一点都不需要。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一本书，不是给淘汰呢，
就是要增订，要稍微改写，补充。没有一本书能够说，我永远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只
有神的话，只有我们这位神是真理。耶稣說：「我就是真理」， 
    真理要叫人得自由 
    真理除了不改变以外，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耶稣讲的，他说：「真理要叫人得自
由」；所以真正的真理是要叫人得自由的。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有多少说是真理，结
果是叫人得捆绑。我常说，今天如果我们信耶稣，你觉得信耶稣是好象加入一个「宗
教」，受了捆绑，有教规在绑住你，那你就信错了。因为真理来是叫人得自由，我们
看到耶稣他来到世界的时候，历史家，这些世界上历史家，认为耶稣来到世界是创立
一个新的宗教。甚至于从教会历史来讲，基督教是新教，其实这个完全的错误。我们
特别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单单不是来创立一个宗教，反而是把人从宗教的枷
锁里面，给他释放出来。因为当时他所接触的那一班犹太人，都是宗教徒；法利赛人、
文士、祭司都是当时很严谨的守律法的犹太教的领袖。耶稣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不单
单自己在守这一些教规，还要把这一些去教别人遵守，以至于他说当时的犹太人就好
象负了轭一样，受了宗教的捆绑。所以耶稣来是要把宗教拆了，特别是他常常在安息
日医病，赶鬼，做很多善事，那个是宗教徒最不能够接受的；因为犹太教他们一定要
守安息日。本来安息日的日子是神定为的圣日，是要我们得自由，是要我们得享受，
那天不受工作的捆绑，不受任何事情的捆绑，能够安心在神的面前来享受。结果呢，
这些宗教徒，把安息日反而成为一个叫人受捆绑的日子。举个例子，耶稣曾在安息日
医了一个枯了手的人，你说这个人在安息日，他的手得医治才有安息呢？还是他来遵
守安息日的规条，参加安息日的一些礼仪，就这样回去，他的手还是枯的，他还是有
病，有安息呢？耶稣要叫人真正得安息，所以就在安息日里，把他的手医好了。也是
要给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徒看到说，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自己称说，
我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不是教条可叫我们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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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一天守一天叫我们得安息，乃是真正进到主耶稣的里面，才能够得安息。所以
我们看见，因为耶稣是真理，所以他说：「真理是要叫人得自由」。我们的神是真理，
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自由。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 
 
5) 神是生命 
    我们也看到，神不单单是真理，他也是生命。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这条命是很短
暂的，一百岁好吧，一百二十岁好吧，都要过去的。这个是一个短暂的，会死的生命。
但是神的生命就是永生了。我们在讲说永生，到底什么是永生呢？神自己本身就是永
生。所以当我和神有了那个正确的关系，接受了神的生命，我就有永生。所以永生不
是将来死了以后到天堂才去享受的。今天你有神，你就有永生，你就在享受那个永生。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对死亡再没有恐惧了。因为他里面已经有神的永生在
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到天上才享受永生的福气，我们在地上已经可以
享受了。以弗所书说的，我们今天有的是属天的各样的福气。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生命，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今天就可以享受了！所以作基督徒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福
气。因为我們得了神的生命，我们已经在永生的里面了。 
 
    所以我们从这五点来看神，这位神是何等的完美，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
爱的，是真理，他也是生命。换一句话，当人犯罪，就是离开了这位神。所谓「犯罪」，
犯罪不是一块东西跑到我们里面来了，罪就是把我们和神隔绝。就象亚当，当初不听
神的话就和神隔绝了。所以当我们与神隔绝，换句话，就与上面这五点隔绝。第一，
我们与圣洁隔绝了，所以我们犯罪了，我们成了罪人。我们也与神的公义隔绝了，所
以我们里面很多不义的事情。我们也与爱隔绝了，所以人里面充满就是恨，恨多过爱。
因为自我为中心，所以呢，样样都维护自己，就失去了这个爱。还有，我们也没有真
理了，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就是那些不合理的一些的人的说法，而且误导人，把人
陷在更大的祸患的里面。还有，我们看到我们失去生命了，所以就会死亡。所以当人
离开这位神的时候，就是离开了神的完美，结果我们就堕落成为罪人。罪叫我们远离
神，成为一个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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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啟示的神 
    所以我们从神这五个特性，来看到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完美，世界上任何的宗教
的领袖，或者创教的教主，都没有这五个特性，只有我们这位神有的。我们感谢神，
他是那个完美者，神不单单是那个完美者，神也是个伟大的神，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一
位伟大的神？最简单的就是从他的创造里面，来看到神的伟大。 
 
1. 藉著創造啟示 
1) 藉著所造的天地萬物啟示 
    圣经原来很强调，神是一位创造者，在旧约的先知书，特别在以赛亚、耶利米都
宣告说，不是创造者就不是神。不是创造者，所谓的神，一定会消灭，这句话讲得很
正确。因为神如果不是创造者，他就是被造者。就象我们中国人拜的那么多菩萨，都
是人造出来的。换句话是先有人后有神，这个合理呢？还是先有神后有人合理呢？先
有爸爸才有儿子合理呢？还是先有儿子，他来创造一个爸爸合理呢？所以我们看见圣
经特别强调说，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不单单创世记讲神的创造，还有旧约那些先知，
几乎每一卷书都会提到神是创造者。到了新约也是那么样提到神是创造者。甚至于连
耶稣也提到神是创造者，到了最后启示录，在赞美神的时候，也提到神是万物的创造
者。特别因为受科学影响的人，认为这个天地不是神创造的，很多的辩论。甚至有人
说，会不会创世记是个神话呢？就像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创造的故事，
会不会创世记也不过是这样而已呢？那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如果创世记是个神话，或
者是一个故事，我相信耶稣不会提了。难道主耶稣在创造世界以后的几千年，经过那
么长的时间，还是迷信这个是一个神话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都
提到是创造的话，可见得真得神是那个创造者。天地万物是他造的。而且我们以理论
来讲，如果神不是创造者，他就是被造者，难道你要相信一个被造者吗？所以圣经那
么强调说，惟有创造天地的那位才是神，所以这点很重要，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怎么样从神的创造，来认识这位神呢？来肯定这个天地是他造的。我们
中国人说是盘古闢天地。盘古怎么闢天地呢？你有没有看到世界上有科学家来研究这
个说，中国人讲天地怎么来，合不合理呢？没有，大家都知道這是神话。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地方，我相信都有这个关于天地的创造，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去把它研究
一下，但是我们感谢主，竟然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去研究创世记。甚至于那一些要反对
神创造天地的，他也去研究。进化论的学者也来说，用进化论和创造论來对比。如果
今天创造论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就像中国的盘古闢天地那个一回事，科学家不会拿
来去研究。所以，每一个学问，一定有相当的情况，有相等的地位和价值，才会来对
比。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人还是会把创造论当一个学问也好，当一个
理论也好来研究。可见得，它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科学家，进化论也好，在
一百五十年前，进化论出来了，我们这些神学家就很紧张了，以为进化论会把创造论
推翻了。感谢主，今天进化论已经不知道进化了多少了，它也是个进化论。本身就是
个进化论，因为他，达尔文出来那一个东西，已经给大家改来改去，不断的在进化，
不断在改变。但是我们的创造论，还是在那里，一点一画都没有改变。哪一个更可靠
呢？哪一个更合乎真理的那个原则呢？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神的创造是不能推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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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著有關創造的啟示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
造出來的。 
    我们还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创造论是不是可信，在圣经里有一节经文，我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这句话是说，我们相信天地万物
是神造的，神怎么造呢？是藉着神的话来造的，而且说造的是诸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而已。下面说，而且你今天看到的，能够看见的东西，都是从不显然之物，就是说不
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出来的。我们从这节经文来看几点，你就知道圣经启示的创造
论，是非常非常可信的。 
(1) 宇宙是用「神的话」創造的 
   第一点，这个作者说，我们相信，这个宇宙是神用他的话来造的，我们知道「神
的话」是什么呢？圣经说「神的话」就是能力。当天使去向马利亚说，你要藉着圣灵
怀孕，生神的儿子。马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可能呢？天使说：「出于神的
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能力。所以在诗篇说，
神说有就有，神要立就立。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能力。以物理来讲，
能力可以产生物质。能力运动加熱就可以产生物质，这个是物理学家承认的，这个物
理的定律。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创造天地不象传说当中的，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
法。就是他自己的能力被彰显的时候，万物就产生出来了。非常合理。 
 
(2) 神创造「诸世界」 
    接下去说，神创造是诸世界，这个「诸」字也非常重要。证明呢，这个宇宙当中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小宇宙，小世界，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世界，所以英文都要
加上一个＂s＂；天也是「诸天」；世界也是「诸世界」。科学家总算到现在，可以探
讨这个宇宙多大。还没有探讨完盡哟，不过已经告诉我们说，像我们太阳这样的银河
系，在天上是千千万万。以现在的望远镜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個，那个部分、范围，
科学家承认说，可能不过是百分之十而已；还有百分之九十，是人没有办法用科学的
方法探讨的。我所谓科学的方法； 
 
    因为你知道物理学家，怎么样来讲这个天体说，天上有个黑洞啊，有多大啦，都
是由推算出来的。没有我们所说的，科学的证据的。不过推算，大概是这样，慢慢才
是找证据。就像说，当你的望远镜越看越远的时候，你就看更多，你就看到原來宇宙
是那么样的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像。所以呢！圣经常常用那个好像「星那么多」
来形容很多。和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象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请问到底是
海边的沙，还是天上的星多呢？我相信我们一个人，普通的人都会说海边的沙多，你
看你拿一把沙起来，有多少你都数都数不完啊。但是，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天上的
星比地上的海边的沙还多。 
 
    如果不是科学家引进了这个证明，我相信我们很难想像喔，怎么可能呢？可见得
这个宇宙多大啊，天上的星竟然比我们看到的海滩上，世界有多少的海滩，这个地球
上有多少的海滩，但是这些沙还不如天上的星那么多。多奇妙啊。科学其实就是研究
探讨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怕科学，因为科学它不敢说我来了最后的一个定
论呢，它那个荒谬的，好象进化论，一直给人家攻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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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不少的真理。因为这些真理就是符合了圣经的启示，好象说这个宇宙大到现在我们
还没有办法测透的，这个是很合乎圣经的。天上的星比海边的沙更多，感谢赞美主，
神是真理，是永远可信的。 
 
思考問題： 

1. 你認為人類所享有的，陽光、空氣、水，五榖、菜蔬、牲畜，以及地裏的礦產
這一切，都是「自然」該給我們的，還是神為我們人類所預備的？ 

2. 你認為被囚禁在時空之內，生來是有限的、相對的和短暫的人，可以了解宇宙
起源的奧秘嗎？若不能，為何人可以否定神呢？你同不同意圣经所說「愚妄人
心中说没有神」的這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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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啟示的神（繼續） 
2) 藉著有關創造的啟示（繼續）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
造出來的。 
(3) 神的創造是從無生有；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这句话里面，这节经文里面，还有一个最妙的，他说，我们今天肉眼看得见的东
西，都是由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出来的。啊，现在我们知道了，你研究任何一样东西，
分析任何一样物质，到最后，最小的单位就是原子，你看得到吗？我看得到吗？如果
不是多少倍的显微镜，把这个显出来，没有人能够看得到。神的话多奇妙，你今天看
得到的东西，都是从你肉眼没有看得到的东西来的。真的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竟
然有这樣短短的一节的经文，他就是简单的讲一讲神是怎么创造。已经那么合科学了，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如果他里面讲到一些和科学有关系的话，
绝对不会和真科学有冲突的。就像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竟然有那么奇妙的一个启示，所
以我们从这句话，也可以去回去看创世记。 
 
3) 整本聖經宣告神是創造者 
    我们常常觉得神好象把创世记讲的太简单了，所以很难，好像有个更具体的一个
研究。其实神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用科学的那个眼光，角度去看创世记。不过神是要
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你。就像希伯来书那么一句话，
原来里面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其实创世记里面，那个六天的创造里面，也有很多大道
理了。那，如果我们真的说，噢，这个宇宙是神造的，这个地球也是神造的。那么科
学家常常问一个问题了，到底这个地球有多久啊？ 
 
    照进化论说，这个地球是亿万年，没有办法计算，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也是
曾经傻傻的，去把圣经里面的年代都加起来，发现呢，六千多年，当然中间有一些没
有详细记载。也不会越过一万年，我看到一般的神学家，也是认为这样。有没有可能
呢？是不是和那个科学家讲的距离太远了？其实就算这个世界，只有六千年，也没有
什么了不起。有的人为了要解释说，这个地球应该是有千万年，就是说神的创造，创
世记是两次，其实不必要；圣经讲什么，我们就接受。还有的很多人说，当时的一天
和我们现在的一天不同，这些也都是想像出来的。如果没有进化论给我们挑战，我相
信我们不会想出这样的说，一天可能是千万年。因为圣经说「神看一天如千年，千年
如一日」。其实神藉着彼得讲这句话，并不是来告诉我们一天是不是二十四小时，目
的不是那样。目的是告诉我们，在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神那里的时间观念，和我
们在地上绝对不同。我们今天有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观念，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这
个太阳系，是因为根据这个太阳的旋转而有的。这个只是地球上的算法而已吧，所以
神造这个地球就是这个算法。所以呢，神是超越地球的，所以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
如千年。一点没有矛盾。就是说，神的时间观念，并不是受这个人的时间观念的限制。
地球几千、几万年、几亿年，其实这个都是推论，以人类的文化来讲，大家都承认这
个人类的文化不会超过六千年的。最早的文化不是中国，乃是埃及，也不会超过五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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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常常标榜，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事实上呢，有文献的才三千多年，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文献都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不象圣经那么完整。而且说五
千年文化，这个不过是传说而已，前面的两千年到底有什么证据，有什么可信度，还
是要等那些人去考究。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东西都是推测的，并不象圣经，是有一本书
让你来查考；不改变的一本书，讓你去探讨。所以那些讲几千、几万年的，现在还在
受挑战。尤其是进化论，它所以定出这样东西出土是多少万年，它是根据地质。那么
这个地质怎么样知道自己有几千万年呢？就是根据化石，换一句话说，它们两个就彼
此来推论，结果这两者，事实上到如今，还没有正确的科学证明这种推测是百分之一
百正确的。所以这些都是科学家将来他们要面对的问题。面对考验的问题，所以我们
还不如把这一些还没有定论的东西放在一边。我们还是单纯的相信圣经所启示的。 
 
    进化论也好，很多的科学到如今，不敢说是已经到了定论了。不过是一个继续在
研究当中的学问而已，所以让他们慢慢的去研究吧。我相信有一天，只要他们很诚实
的，我们知道科学家很多不诚实的，因为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论，为了他们的一套
利益。他们有时候就反而把真实的事实隐瞒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诚实的科学家出来。
他们只要老老实实的，真真实实的去研究学问，没有个人的雄心，个人的野心在其中。
相信有一天最后的结论，一定能够符合神的启示的。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天。 
 
附錄一：六日造天地？ 
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说，神真是用了六天那么短的时间，创造了宇宙。 
 
    你想一想主耶稣当时在迦南婚宴变酒，他用了多久？倒下去，再倒出来，就是酒。
可能只要一秒钟啊。但是他倒出来酒是什么？是好酒啊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是好酒，陈
年美酒，要很多年啊。 
    我们想想，那个酒出来，从一个葡萄，你要去种，种了几年，产生葡萄。葡萄出
来再酿酒，酿了酒要去藏在地库里面，藏了多少年？法国的美酒都是百年以上的，所
以你看一秒钟就等于百年；一百多年呢。所以我们说神不可能在一天造那么多东西，
那耶稣有没有可能在一秒钟叫水变酒啦。如果神能够叫水变酒，一秒钟，怎么不可能
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呢？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要限制神的能力啊，不要说神六天创
造天地有可能，神一天都有可能。在神无所不能啊，他大能里面要一天就造完，也可
能呢。 
 
    那么我们再看看创世记里面，第一章，其实给我们不少的启示，关于创造的，当
然神创造了万物以后，说「各从其类」，这个已经是给科学家所承认了，「各从其类」。
每一样东西不能掺的，掺了以后呢，你最多是一代，第二代不会自然生产。所以我们
看见呢就是说，「各从其类」已经是被接纳。但是很奇怪，人就是那么样的愚妄。明
明都知道各从其类不能变，但进化论又说能变，所以他又来一个突破，这个真是人自
己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地步里面，想出这个不合理的说法。还有呢，很多人都问神先
造鸡，还是先造蛋？如果我们看到神叫果树从地里长出来，是先长一个种子慢慢给它
大呢？还是神造的那一天，就马上一棵树呢？很清楚，神造的是个成品，不是一个慢
慢来进化，或者来生产的一个产品。是完全的一个已经成就的，就像造亚当，是一个
大人，不是一个 baby 要吃奶，才长大。所以呢，神造那个是一棵树，在上面，在创
世记写的很清楚啊，这个树上面已经有果子，这果子里面還什麼？还有核，所以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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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鸡，还是有蛋啊？所以我们很清楚，是先有鸡，鸡里面，肚子里面已经有蛋。所
以看到神造的，都是成品。 
 
    还有呢？神造天，造地，造山，造河，造水。到第二章说，那个山里面已经有矿
了！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地质学家来讲，矿是要经过多少千万年才形成的，但是神当天
造的时候说，就让山里面有矿。河里面有珍珠，珍珠当然年代没有矿那么样的长。但
是也是一粒沙在那个珍珠的里面进去了，珍珠吐那个吐沫，它的那個吐沫把它包起来，
就成为珍珠。这个也是要相当长的年代。 
 
    但是神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河里面的蚌螃，里面有珍珠。还有呢？不单单有
矿；煤矿，金矿，还有宝石。宝石是时间更长了。所以神可以在一天里面，把这些都
造好了，如果我们这样想呢，那现在科学家说，噢，地里挖出来的东西，证明是多少
千万年也是合理的；没有说不合理啊！，絕對没有冲突。不过神造的时候，并不是让
它慢慢来形成，他是一造就把它造好了。所以有一句话，那个六天的天地，以我们现
在的人来讲，是一个老的天地，就像说亚当不是个 baby，亚当不是个小娃，亚当乃
是一个成年人。神造他是一个大人，一个有思想的，一个完全的，成长的，发育或者
理性都是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所以他就可以负起管理这个世界的重任。 
 
    我们从这些启示看到，这位神真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从圣经启示神是怎么创造
的那些过程，那些方法，可以看到，完全可信，而且是科学方面没有办法駁倒的。 
 
3) 藉著作為啟示 
    我们再看神除了从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神也藉着他的作为。神不是把天地造好
了就不管了。在使徒行传提到说，这位神还是天地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
生活动作，都是在他管理底下。如果这个神真是把这个世界完全放弃的话，我相信这
个世界一定乱七八糟。到现在为止，神没有放弃，还在管。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神，
让神来管。配合神的旨意，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就象圣经说，才能够安然度日。我们
现在有很多的难处，就是我们没有按照神创造天地的律来生活。简单的很，如果今天
起了凉风，我们就应该穿衣服，如果我们不穿衣服，我们就会生病。我们的饮食也是
这样，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口号說，我们要回到伊甸园。因为发现我们现在吃的方式，
和神所定的律有违背，所以产生那么多的疾病。所以现在有病的人，都开始吃素了，
开始吃那个植物了，不吃动物了，就是回到伊甸园。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真理，永远不
会废去的。虽然人不听话，偏行己路，結果弄得自己身體不健康，地球受了污染，整
個生態就受影響；人活在这个世界真是很多的患难。但是如果我们肯悔改，归向神。
神还是愿意管理我们，神还是愿意帮助我们。神定的律如果我们活在其中，一定会顺
利，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证明他，这个天地是他造的。证明我们如果符合了他创
造万物的那个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各方面思想、意念、
行为都与世界上人不同。所以今天神还在那里作为，有那么多的人信耶稣，我们能够
把福音传开，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听到福音，都能够有一些人照着神的原则来
生活，还是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福音还是不断的传开，虽然魔鬼藉着各样的方法要
压制，但是神的话是不会受捆绑的。所以神还在这里，作他的工。一个人，最可怕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神说我不管你了，我任凭你了，就像他任凭法老那样，那就糟糕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受到神的管教，我们还要感谢他，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仍然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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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为，感谢主。 
 
4) 藉著历史啟示 
    我们看见，除了从创造，神的作为来知道有这位神，也从历史来认识这位神。有
人说，神是一位历史的神。这本圣经非常奇妙，圣经所讲到的时间，包括的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整个神的计划，都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而且这
些预言呢，应验得已经很多了。所以我们从人类的历史能够看到这位神，他实在是掌
管历史的神。就象我们给一个小孩子，因为怕他年纪太小了，有危险，我们可以畫一
个框框，或者围起来让他在里面玩。这个孩子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玩，爬上爬下，他
不会受伤害。他還是有一个活动的范围，應該是这个范围里面他是非常的自由的。今
天也是，神给我们也是有个范围，我们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来生活，我们就不会有危
险。所以历史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很简单，尤其是为什么神要藉着以色列的历史，来
启示他自己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他们是认识神的，知道神
的话语的。所以从这个民族看到他们和神的关系，就能够看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所以犹太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人敬畏神，听神的话，他们这个国家就兴盛；
当他们离开神，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离开神以后，这个国家就衰败，就有问题。所
以你有时候看那个旧约觉得好像很无聊，这个皇帝怎么怎么样，那个皇帝怎么怎么样，
其实那里都有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常常说历史能够给我们教训，所以从犹太人和神的
关系，能够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实物教材。所以神藉着历史来启示他自己，尤其是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整个的变化，现在最紧张的地方，就是中东，这个就是
圣经的预言。将来世界最后的政治舞台，不是在美国，不是在东方，乃是在中东，现
在已经看到这个形势了，在那边有什么动静，就会影响全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
慢慢的移向神所预言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变化，不是
神预定要我们遭殃，而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必然有的结果。很多人说，噢，这个
世界都是神预定的，我们就好象是给他安排了就这样走去了。这句话有问题。如果一
个医生和一个抽烟的人说，你再不停止抽烟，有一天你会肺癌，这个人不听医生的话，
他继续抽烟。过了几年以后，他就有了肺癌。当他来找这个医生，会不会责备这个医
生说，都是你讲的，都是你预定的，预定我要生肺癌，所以我现在真的肺癌了。他不
会这样讲，但是他所遭遇的就是医生所预言的。所以医生没有预定他要肺癌。医生是
警告他，如果你不停止抽烟，你有一天会肺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也是一样，
你这个人不悔改，你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你有一天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这个结果不
是神预定的，是你自己所造成的。我希望我们大家对圣经的预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个人得不得救，完全是我们自由的选择，因为神既然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当然给我
们自由选择。所以当有一个人将来在地狱里面，他不会上诉的，他不会说神啊，你判
错了。或者说你预定我不得救，所以我没有办法得救。绝对不会的，因为他知道是他
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会走向将来神所预言的，是因为神知道，人如果
偏行己路，人不听神的话，不悔改，这个就是人的结局了。所以神预知，而把这个预
知放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现在念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一位历史的神，从历史、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能够认
识这位神，实在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实在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美国太空总署主
任他讲过一句话，他大概的意思说，科学就象一班人，这些科学家就像一班人在爬山，
他们已经爬到很高了，就要到顶了，最后一块石头，他们要攀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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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现在的科学是几乎到顶峰了，但是这个智慧人怎么说，当这班科学家攀过这块石
头去到那个顶峰的时候，他发现很多的神学家，早已经在那里了。啊，真的感谢主，
有这样一个，所谓不信主的一个科学家，讲这么样一句公道的话。你想一想，现在，
特别是基因的成果已经宣告，所有的人类是从一个妈妈来的，这个是两千年科学界一
个最伟大的发现。因为发现人類基因的图谱，证明现在全世界，无论你是什么颜色的
人，都是从一个妈妈来的。请问这个是科学家在两千年的时候发现的，但是我们这些
信耶稣的，不要说神学家了，凡是基督徒都已经说了，人类的第一对是神创造的。是
不是？信耶稣的、神学家，比科学家还早一步呢。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科学有什么新的
发现。任何新的发现，不会超过神的启示。他们讲对了，我们就感谢主。他们没有讲
对的，我们就忍耐，相信他们继续的研究下去，有一天，如果神愿意启示他们的话，
愿意让他们找到的话，一定是更加的和圣经吻合的；我们感谢主。 
 
5) 藉著主耶穌啟示 
    我们这位神除了这本圣经为他作见证，这个世界的创造，他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來为他作见证。我们也看到历史，为他作见证。他的作為也在证明，天地之间有位神。
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亲身到地上来为神作见证。神是看不见的，
所以呢，神是个灵，他是看不见的，但是藉着耶稣，让我们能够具体的认识，就像约
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没有见过神，但是神怀中的爱子，把他彰显出来，我们感谢
主。 
 
思考問題： 

1. 有人認為「相對真理的總和就是絕對真理」，你同意嗎？人類生活在物質世界
裏，是否真能窮透超越物質的神的作為呢？ 

2. 有一些人認為，只有那些通得過他們「理性」的，他們才能相信；你認為你三
歲的時候是否已經有「理性」？那麼到底是什麼「東西」？讓現在你所擁有的
「理性」，能成為評斷真理標準呢？哪一本書？或哪一套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