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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神決定人最基本的宇宙觀

• 有沒有創造者–神，影響我們對實存的認識：
實存是否只有物質的層面，還是也有屬靈層面

• 有沒有神，決定宇宙存在有沒有意義
• 有沒有神，決定生命有沒有其本質的目的
• 有沒有神，決定絕對真理是否存在，善惡有沒
有決對標準，苦難有沒有意義，死亡是什麼



討論上帝的困難

• 若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祂與被造物必
截然不同（祂在自然系統外面)，怎能辨
識，上帝非客觀實存，難以由經驗來認知。

• 所以人心中得先造一個「神」才能討論神
• 若說不信神，先得說明不信什麼樣的「神」



近代的無神論者（物質人本主義）
• 費爾巴哈–近代的無神論之父，上帝是人創造的《基督
教的本質》: Man is what he eats 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

• 弗洛伊德–宗教是一種幻覺，被壓抑意識的再現，是一
種心理病態: 「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稱為博愛的宗教，對
於那些不屬於它的人們，也一定是冷酷無情的。」

• 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宗教是人民精神的鴉片，統治
者的工具。

• 尼采：《快樂的科學》：上帝死了，暴露人類道德危機
• 新無神論者–宗教是邪惡的；以伊斯蘭教、天主教為最



無神難以實證

• 既然是「無」神，便是不能「實證」
• 若「有神論」證據的不夠充足，並不構成「無
神論」成立充足的理由

• 沒有「存在」的證據，不是「不存在」的證據
• SETI （search for extra-terresteral intelligence 搜尋
地外文明計劃）至今沒有找到有外星文明，不
代表沒有外星文明



無神論的推證（The Mackie Triangle）

• 前題1: 苦難存在
• 前題2: 上帝是全愛、全善、全能的
• 前題3: 上帝若存在，必會並能夠將苦難除去
• 結論：苦難既然存在，所以上帝不存在



無神論難以推證

• 推證建立在「前題」的假設上，前題的本身是一
種信念，合理但不能證明：人都會死，張三是人，
所以張三會死！

• 聽說人都會死，但是否「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所有的人都會死」？張三能否是第一個不死的人？

• 張三看起來像人，但他是否真的是人？
• 若前題都正確，張三才必死



苦難意義的推證

• 前題1: 苦難存在
• 前題2: 上帝是全愛、全善、全能的
• 前題3: 上帝沒有把苦難立時除去
• 結論：苦難存在，必有神所賦予的目的與意義



數學家哥德爾以本體論明神存在

• 用「模態邏輯」推理，證明含有一切的「正特質」
者可能存在。我們稱這含有一切「正特質」（良善、
慈愛、公義、智慧…）者為「上帝」。

• 這樣的「上帝」若可能存在，就必須存在，並且是
獨一的。

• Kurt Gödel "Ontological Proof". Collected Works: Unpublished Essays & 
Lectures, Volume III. pp. 403–40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歌德爾證明神存在模態邏輯的長相

基本的操作符號有：「非」（¬）、「與」（∧）、「或」（∨）、「條件」（→）以及「雙條件」（↔）等



信無神論的麻煩

無神論不能從「實證」得知
也不能全由「推斷」來建立
無神論又沒有任何實用價值
接受無神論需要很大的信心



信心，科學，與真理

科學證偽不證實－費曼
出於實證的要求，必是有局限性的

真理存在於信心的領域－羅素
能超越人經驗和理性的限制



科學家與無神論

• 1916年James Leuba 發現 41.8%科學家信神－
American Men and Women of Science 1000 (數學、物理、
生物）

• 1997年《自然雜誌》發表統計現有 40%科學家
信神－Larson & Witham 



科學家與無神論

1916 1996

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存在 41.8% 39.3%

不相信有神 41.5% 45.3%

不知有沒有神 16.7% 14.5%

相信人靈魂不滅 50.6% 38.0%

Edward Larson and Larry Witham, Nature 386 p435-436 (1997)



神樂意人研究科學

• 創2:19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
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麼。那
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 命名～分類學（英語：Taxonomy）科學的開始



愛因斯坦–圖書館裡的孩子

我不是一個無神論者…我們像是一個小孩子，進
到一個很大的圖書館裡，其中裝滿了許多各種各
樣不同語文的書籍。這孩子知道這些書都一定是
有人寫的，但是他卻不知道怎麼寫成的。這孩子
也猜想到這些書籍是按著某種神秘的規矩存放的，
但是他卻不知道那規矩是什麼。對我而言，就算
是最有知識的人，這也該是他對上帝的態度。
–Einstein and Religion by Max Jammer, Princeton Press, 1999 



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詩111:2）



神的啟示

• 羅1:19-20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
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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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真神的條件

我們不能創造神，故只能藉神的啟示認識祂

• 神的啟示是必需的，神的啟示也是必然的
•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
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羅馬書1:20）

•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
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希伯來書1:1-2）



福音–人的處境與神的恩典

•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 信教與信神



信心–人認識神的「器官」

• 神是真理的來源–真理是要相信的（羅素）
• 信心～超逾人理性與經驗的限制，掌握永恆的真理；
能實證的上帝未免太侷限了

•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
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 有神～God is（祂必是「自有永有」，不在人所訂的
框架裡）



信神與信教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



巴斯卡賭注

有神－信有神
有神－不信神
沒神－信有神
沒神－不信神



「智慧」的物理公式

人是唯一會為將來打算的動物

人是唯一知道自己會死的動物

F=T▽S𝜏𝜏
Intelligence = a Force that Maximizes 

the Future Freedom of Action (2013 P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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