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相信神

八項無神論者會相信的事
看透「芝士」背後隱藏的危機

作者：Don Cain



看透「芝士」背後隱藏的危機
在封面圖中的「芝士」象徵「沒有神」，亦象徵個人自由（但這是自主帶來的

錯覺！）。捕鼠器的「夾子」代表生命沒有神的後果。可惜在科學的影響下，我們常
常放眼在「芝士」而忽略隨之而來的後果。
如果沒有神，生命一切也不重要。沒有神，餘下的只有：

● 沒有意義
● 沒有價值
● 沒有重要性
● 沒有目標
● 沒有盼望
（有人還認為會...）

● 沒有抵抗邪靈的能力
八項無神論者會相信的事
一　所有事情都沒有創造者
二　秩序從混亂而生
三　沒有生命的創造了生命
四　沒有知覺的創造了知覺
五　無人性的創造了有人性的
六　非理性的創造了有理性的
七　無視覺的創造了視覺
八　無聽覺的創造了聽覺

...還有很多很多

如果曾經有人告訴你科學、進化論、自然選擇、大爆炸理論皆證明神並不存在
——你被騙了。他們所說的並不是事實。

這些理論只是嘗試從沒有神的角度解釋事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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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科學證據可以證明過去發生的事情是基於一種無形力量A（進化）而不
是另一種無形力量B（神）呢？

要找證據，我們可以從何入手呢？這些事可以怎樣證明呢？這些事可以怎樣認
證呢？科學的方法很容易：蒐證的過程要先觀察，重覆考核，再由第三者認證。

很多科學家，教育家或高學歷的人士都想相信進化論和自然選擇都是證明沒有
神的真理。他們基於這些理論相信沒有神，並嘗試說服其他人這些理論是受認證的真
理（只要看看我們身處的社會並不難看到這是何等的荒謬）。

現今的研究並沒有方法證明或推翻進化論，但卻有很多知識分子相信它就是事
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換個角度看，如果有人本來就深深認為相信神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無論給他
任何有神存在的證據，他都不會被說服。「有神」的結論對他們而言是無法承受的。
如果一個人在做實驗前已經有了前設，他已有了偏見，並會用盡一切方法證明他的前
設——這樣的話，又有誰能質疑他呢？

你可能會認為偏見是個嚴重的指控。然而，這個說法並非空口無憑——舉個例，
智能設計論是由知名科學家提出的理論，卻在有證有據的情況下不被接納。這不正好
說明對不願承認有神存在的人而言，這理論並非一個好消息嗎？然而，反智能設計論
的人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證明他們的想法，但卻在毫無實質科學證明下一律完全不接納
這個理論。

這些人多年來都是權威。神的存在被否卻——在學校沒有神，悲劇的發生只能
靠門口的金屬探測器防範；在法院沒有神，監獄常常爆滿之餘，社會累犯率甚高。再
者，在有關墮胎、同性婚姻、公共廁所性別認同等政策大受言論，引起社會紛亂的聲
音 － 一切也是因為神的存在被否卻。隨這些一切一切的事情而來的是在道德、金錢甚
至個人安危皆付上沈重代價。

如果有神的介入，又會是個怎樣的故事呢？
不知你會否認同，但神的介入會令世界所有事情都不同！人對最基本三個問題：

身分（我是誰）、重要性（我重要嗎）、目的（我應該做什麼）皆會截然不同，甚至
和一開始在假設沒有神的情況下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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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出生是偶然嗎？我們是宇宙隨機發生的事情嗎？我們在追求自身益處外
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重大的目的嗎？

這一切背後是什麼呢？
以下是個有趣的方法——我們來看看你能否認同。邀請你花點時間看看這三項

證據——當你同時考慮到它們，你會發現聖經不可能是人的作為。

內在證據
聖經由四十多位作者在一千三百多年內寫成，共有六十六卷。在眾多作者之中

有牧羊人、稅吏、醫生、漁夫等，分別生活在歐洲、亞洲和美洲。
試想像一本有多位作者的書，而且大部分作者都互不認識。這些作者來自不同

的時代及文化，在不同時間寫作，卻對神有着相同的認識，又對上帝的計劃有連貫一
致的理解。沒有這樣的書存在。因此，聖經的存在本身就令人難以置信。大部分的書
在數十年後就已經過時了。

外在證據
在過去數百年間，考古學家投放於了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及時間於發掘聖地之中。
研究人員有很多發現，包括大量數千年前的人名和地名。在這些發現當中，沒

有一樣可以證明聖經有任何錯誤。
預言被應驗

聖經所載的預言被歷史應驗，確切證實了聖經是超凡的。
批評者質疑但以理書中有關彌賽亞及聖殿被毀的預言（於公元七十年被應驗）

是在事後撰寫的。
然而，但以理書及其他舊約聖經是在公元前二百年就已從希伯來文及亞蘭文被

譯做希臘文的。這證實了書中的預言是在預言被應驗前數百年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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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詩篇第二十二章及其他舊約聖經都預言了彌賽亞的降生。
你大可以在網上搜尋「彌賽亞的預言」。

聖經的預言毫無疑問已被歷史證實。這可以大大扭轉一個無宗教質疑者對世界
以及一切的觀念。

有人質疑新約聖經的可信性。他們相信大部分新約聖經都不是與其中所記載的
事情在同期寫成。他們指出，大部分新約聖經都是事後寫成的——可能是事後一百年，
甚至是數百年後才寫成。

歷史記載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及其聖殿被毀。然而，在新約聖經卻沒有記載
此事。聖殿對當時的猶太人而言遠比今天世貿中心對大部分美國人而言更重要。

世貿中心大得擁有其專有的郵政編碼及地下鐵路站。假設你找到一本關於世貿
中心的旅遊小冊子。小冊子內會介紹有多少人在中心內工作、中心每天有多少遊客、
也許還會介紹中心有多少間餐廳及其每天所提供的餐點數目。

試想像你找不到有關九一一或在當天大廈倒塌的記載，這代表甚麼呢？難道最
合理的解釋不是這本小冊子寫於九一一之前嗎？

聖殿被毀證實了耶穌的預言。這可以證明耶穌有先知的能力。新約聖經沒有記
載聖殿被毀的最佳解釋就是新約正如聖經所言，乃由見證耶穌預言的人在公元七十年
前所寫。

其他宗教又如何呢？人們不是說各種宗教「殊途同歸」嗎﹖
當然，這個問題引來另一個討論﹕
如果說各種宗教殊途同歸，究竟同歸何處？
印度教相信這世界有數百萬個神。佛教相信沒有神。基督徒相信聖經所記載的

神。
想像在銀幣時代，一個罪犯決定參與造假幣。在籌劃之時，他立時便可以放棄

以木頭造假銀幣的打算。除了小孩子，大概沒有人會被騙。木幣與銀幣並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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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用了金屬造假銀幣。他成功欺騙了一些人。然而，如果他決定在假幣
中摻入一些銀，他可以欺騙更多人。加入的銀越多，假幣就越似真幣，而被欺騙的人
也會更多。

在假幣中的銀就如在虛假宗教中的真理。真理越多，被騙的人數也會越多。所
有的真理都是由神而來的。正如耶穌在曠野被試探時一樣，魔鬼也可以用聖經來達到
他的目的。

我們都要小心半真半假的陳述。偽造品證實真相確實存在。
現代科學來自西方，基於基督教世界觀，相信有一個合理的神及神會創造一個

合理、可理解及理性的世界。東方的宗教與此截然不同。
神的存在解釋了最基本的三個問題：身分、重要性及目的。
實際的應用可以改變生命。我應該如何對待他人？人類是隨機機制下的結果嗎？

如果我可以利用他人獲得巨大利益又如何？如果我可以輕易剝削他人呢？如果我被試
探，何不隨試探而行呢？假設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沒有重要性，又或者我們狡猾得可以
避過這些問題，受到試探之時，我們的回應只有一個﹕「何不隨意而行？」

如果其他人也是如此對待我呢？我知道世上有更強及更聰明的人。我還可以相
信誰呢？罪案率令我不安。

如此，我們可以看見將神抛諸腦後的嚴重後果。
作為一個人的意義為何？「無神」的意思是我們只是自然中的一個意外。在這

個觀點之下，我們只是隨機機制的產物。
人生苦短。即使活了八十三歲多，還不過是一千個月。每個月都眨眼即過，只

有有限的時間去付賬單、平衡銀行存摺等。正如俗語所說，人生有百分之九十是生存，
只有百分之十是生活。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沒有神的話，很難找到一個長久的生存意義。我們
應該如何看待他人？如果他們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的話，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價值及給
予他們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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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權利從何而來？如果是由政府所賦予的，政府自然也有權利將之取去。
這似乎就是史太林和希特拉所相信的。歷史記載，在二十世紀有一億人口是被極權主
義謀殺的⋯⋯至少部分是因為無神主義。

史太林和毛澤東的無神共產主義假定人民所有權利均由政府賦予。由於人民的
生命並無持久及固有的價值或權利，無數市民因被視為國家的敵對者而被殺。

沒有神的話，這一切又有何問題？我們又如何可稱之為錯誤呢？
你必須有基礎才可以真的質疑這些事情的對錯——否則這只是你的意見！
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杰斐遜及其他國家創立人確立了「⋯⋯我們擁有

由創造者所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每一個人都會不時預見試探。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引誘我們犯錯的試探？
只要這個世界有神，我們就當知道終有一天我們需要為每次屈服於試探向神解

釋。我們需要解釋我們為何利用他人、為何說謊、盜竊或因不法的事向他人屈服。每
一項剝削或欺詐都會受完美而神聖的公義制裁。心知我們需要面對神是我們對試探說
「不！」最決定性的原因。

如果沒有神又如何？這豈非就是很多人所相信的嗎？沒有神，我們就可以利用
所有犯罪的機會。

我們會變成合理化一切的專家﹕
「這也不算太差。」

「所有人也是這樣做的。」
「沒有人會知道的。」
「這不過是小事一椿。」

然而，當我們是受害者而非犯案者時，事情便截然不同了。當我們的電話、音
樂播放器、音響、伴侶、孩子或其他珍貴的人或物受到威脅，我們就不會這樣合理化
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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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問題仍然可能存在。大部分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身邊的人的行為所影響。
如果其他人認為這世上沒有神，沒有一個審判者，而我們又覺得可以成功避過審判，
我們就更難抵抗試探了。

二零一五年一月，《丹佛報》以「由一九八零至二零一四在美國的冷血謀殺
案」為題報道了一篇故事。根據聯邦、國家及地區紀錄，未獲破案的謀殺案有多於二
十一萬一千宗。換句話說，我們的國家在一九八零年起平均每天有十六宗至今尚未偵
破的謀殺案。這還未算進已被偵破的謀殺案、被捕獲的殺人犯及未被逮捕的殺人犯。

我們捨棄了關於神的公義如何審判謀殺及罪案的古老智慧，只因我們更加相信
自己。七十五年前，監獄並不擁擠，而人們在家中及街上比現在更安全。事實上，我
們的孫女們在一生中會受到暴力襲擊的機會比我們的袓母要高出百倍。

那些未被逮捕的殺人犯並沒有不殺人的理由。「為何我不可以偷他的東西？」
可以變為「為何我不可以殺了他？」。幸運地，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想，雖然也有例
外。

誰斷定誰是誰非？誰能斷定對錯？
我們有時會覺得每個人可以為自己作決定。難道不能嗎？當然可以——如果這

世上沒有一個恆久不變的對錯觀（也就是沒有神）。
「這對你來說是對的，但對我來說不是——為什麼由你來斷定對錯？」
大多數人相信真相是相對的，世上並沒有一個客觀標準（神）斷定真相。這令

你在夜裡外出會安心一點嗎？
那有出路嗎？是相信科學中所說的神並不存在嗎？可惜，很多科學家和教育家

都這樣認為。
另一方面，現代很多科學家和教育家對神的存在堅信不疑，更用盡一生去證明

他們的信念。
有沒有想過，我們為什麼相信我們所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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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我們相信神與否，我們所相信的（我們的信念）是基於不同權威的匯合。
最常見的是我們相信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權威，如家庭、學校、社會或其他環境。

然後，我們不用多想就根據這些信念對事物下決定。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這
些變成我們的信念。我們會保護它、捍衛它、按著它生活和維護它。這一切猶如我們
已經透過嚴格的理性分析驗證我們的信念。

某程度上，我們相信這些信念「釋放」我們——因為我們現在成為我們決定每
天做怎樣和怎麼生活的終極權威。我們投入這樣的生活，完全忽略背後任何「危機」。

我們根據這些標準生活越久，則越難捨棄這些信念。我們會傾向在這個標準下
解決問題，而非從一個重新、完全理性的角度看事物。

在這個狀態下，我們就很輕易完全抗拒有神存在的理性討論。
那麼，有神的存在是真的有事實根據嗎？我們在尋找答案的過程好像把生命上

賭注。在這之前，我們先探討一些問題：
無神論的理據是什麼？有沒有事實根據？是什麼？有沒有邏輯根據？
我相信你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因為要證明一樣事物並不存在，是近乎不可能的。
這個宇宙很大，你怎能知道神不存在在這廣大空間？
把問題縮小——或許你可以證明一個房間裏沒有蜘蛛。你可以小心搜索房間每

一個角落，但蜘蛛有大有小，你不能確保在你搜索一方時，一隻小蜘蛛在你身旁經過
走向房間另一方的可能性。

那麼，有可能理性宣告沒有神的存在嗎？
你可能會說：「好吧，就當神真的有可能存在，我們為什麼要相信有會說話的

蛇？」
伊甸園不是被大多學者視為一個傳說或一個童話嗎？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嗎？
事實是，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現在有三個有力的解釋，這些事實證據都傾

向證明伊甸園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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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律，或原因和結果的關係，指出結果和原因多數成正比。例如：一串爆竹
引起一串小火花，一個手榴彈、重磅炸彈、熱核裝置的爆炸跟它們的大小，力量和能
量成正比。

所以，當我們在尋找一個廣大的結果，邏輯上應該有一個廣大的原因。
所有人和生物都會死亡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為什麼？一切源於伊甸園和那

條蛇——撒旦，生命的敵人。
數百萬，甚至上億的金錢投放在人為何會老和延長壽命的研究上，但我們仍然

會死，為什麼？
聖經上記載：「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蛇說：「你不必死。」。我們全都知道這是假的。
第二個證明也是記載在聖經上。在人和神的關係缺裂前，人以神為中心，世界

也很和平。然而在人把生命中心轉到自身上時，人們變得很自私。世界破裂之時，人
也隨之破碎。

自私是我們抗拒神的原因。當我們被說服並相信「我們」的意思是最好時，我
們不相信神的良善並拒絕祂的道路。自私是罪，我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自私的人。

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你可以想到一個現今文化下不是從人的自私而生的問題嗎？
家庭破碎，孩子被父母遺棄，犯罪，的政府貪污，環境問題和戰爭。還有很多很多。

第三個佐證是謊話後的真相。
「什麼謊話？」蛇（撒旦）說。「我們想要的，我們選擇的，都比神給我們的

更好。」這是對神的指控。「祂不好。」
我們所有人都曾在大大小小的場合相信過謊言，甚或現在也是。這可能是我們

堅決拒絕相信神的存在的原因。
人宣告獨立給我們一種錯誤的權力，自決和控制。當然，我們並非在控制些什

麼，就如我們安坐在飛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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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能自由決定的很有限。除非你自己很富有，否則我們在居所和工
作上的選擇都很有限。

你不能選擇生於哪個家庭，哪個年代或哪個地方。你不能選擇你的性別，身形，
智商，脾性，性格或膚色。

在我們能決定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是選擇相信與否。
再者，沒有任何事你可以緊緊握住——你的視力、聽力、意識、健康、工作、

伴侶、走動能力等等。
唯一一樣你可以留住的是你和你被造的生命之間的連結，亦即你的意志。
你可以繼續宣告和神割裂，也可以一生也在這種叛逆的狀態下直到你最後一口

氣——不屈服於神。
但為什麼你選擇這樣？這不是很不合理嗎？唯一一個你會相信這個謊話的原因

是——你相信你自己的選擇比神的慈愛，恩典和完美計畫更好。你相信你不能信任神。
有些神禁止的事情確實很誘惑。但當神說「不」時，祂真正在說的是：「別傷

害你自己。」雖然道德定律聽上去很虛無，它們其實和物理定律一樣真實。違反物理
定律是會看到即時效果，違反道德定律不一定會有即時效果。一粒種子需很長時間才
長成一棵樹。

相信蛇把我們帶到現在這個混亂的世界，我們在裏面常常受傷害。
你會選擇相信什麼呢？在大爆炸論前，不想承認神存在的人傾向相信所有食物

都是永恆的。科學指出所有東西不能被製造出來。它們可以改變形態，如液體，固體，
氣體等，但不能被製造。在事物存在的同時，這個宇宙存在一個創造一切物理定律的
創造者。

我們都知道宇宙有一個開始。科學理論以不同力的微調，如地心吸力和速度等，
去解釋宇宙的開端。有些人說不只一個宇宙存在，乃是有多個宇宙。這是基於一個假
設：如果有足夠宇宙的話，微調是理所當然，而非有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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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多個宇宙理論並無法證明。這個空間不能證明它如何在沒有神的情
況下自然出現。

任何有一般智商的人在沒有科學知識下也能看到事實證明創造者的存在。
你可能記得那位在每一集電視劇 Cosmos 開頭也堅定無疑說出「The 

cosmos, all that is, or ever was or ever will be. (直譯：這個宇宙中所有的，以
前是這樣的以後也是。）」以我所知，從來沒有人問過Carl Sagan「你怎知道
的？」答案是「他不知道」。這一句是無法證明的，根本沒有方法可以用科學來驗證。
他說這一句，就只是憑信心！

然而，無數未經批判思考的人接納他這句話為真相。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不需要靠學術專家，真相非常明顯擺在我們面前。
不用多說，宇宙的存在是非常有秩序的。地球很有規劃，很多人相信它的生態

平衡是很脆弱甚至受威脅的。地球很多樣化。一九七零年代 Science Reader 一份報
導指出南美有一半植物尚未被發掘。

所有事物的存在都甚複雜，從細胞、基因到元素的微粒結構都不外如是。
生態學和環保學相信大自然的相互關聯。
水在海平面上總在 212度沸騰和其他物理化學定律的可靠性均指出宇宙在一系

列自然法則下運行。
這個世界高度理性，高度可知和可了解。試想想，如果不確信有自然法則，科

學家不會花心思構思實驗，更不會花時間進行實驗。這個世界的可了解度日益增長，
現今科技正好證明這一點。
大爆炸宇宙學不能解釋這點。自然主義和無神論者被逼相信：

● 所有事情都沒有創造者
● 秩序從混亂而生
● 沒有生命的創造了生命
● 沒有知覺的創造了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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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性的創造了有人性的
● 非理性的創造了有理性的
● 無視覺的創造了視覺
● 無聽覺的創造了聽覺

...還有很多很多...

這很不理性。神的存在是透過事物的理性和邏輯去證明的。
神是愛。祂愛你。然而，我們卻宣告我們是獨立的，跟神割裂。這是叛逆的表

現，是罪，神的怒氣從天上顯現。
最近在一項考古考察中發現了一個花瓶，上面刻著「A thing is worth what 

someone will pay for it (直譯：一件物件的價值在於人肯出多少錢去買它)」
你的價值是多少？神很愛你，甚至差祂的獨生子為你的叛逆而死（約翰福音

3:16）。祂為救你付上很重的代價。
這是很重的代價，你和我都會拒絕相信這個超越邏輯和理性思考的說法。
為什麼？一切源於我們在某些程度相信伊甸園的謊話。什麼謊話？這個「我們

選擇給自己的比神預備給我們的慈愛恩典更好」的謊話。
請不要相信這個謊話。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在過去二千年以生命見證神的真理 

——神是愛。祂愛你。
聖經中蛇說「神不好」，現代的說法是「神不存在」。這些說法並不能減低你

的價值，重要性或你存在的目的。
 

我們怎知道神存在
神存在的切實基礎是這個宇宙和世界的秩序。從最小到最大的事，我們都可以

看到秩序。這種秩序更從不同定律，如物理、化學、數學、音樂、植物學、地理等等，
展現出來。這一切之上還有：

●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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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性
● 相互關係
● 可了解度
大爆炸宇宙學不能解釋這些。
「當然能啦！」無神論者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就是解釋。」
真的嗎？自然選擇的既定權威與神非常相似，以致現代進化論及無神論學者理

查德．道金斯感到必需詳細解釋自然選擇「is blind, mindless and without 

purpose （盲目而無目的的）」。他沒有解釋這從何得知。我懷疑這不過是一個沒法
被證實的信念，而他純粹是在叫他人去相信這話。

畢竟，整個自然選擇論的目的就是要在沒有神或超自然的基礎下解釋這個世界。
很多人感到生命並無重大意義並不稀奇。

有創意的想像力並沒有太大限制。「這可能是如此如此發生的。」或「這有可
能是如此如此的。」因此，在足夠的時間，也許是數十億年中，一個盲目而無目的的
過程也「可能」是我們所見所感的秩序、複雜性、多樣化等等的原因。

我們需要恰於其份地對待達爾文進化論及大爆炸宇宙學。它們企圖為重要問題
提供其他解釋，卻並不成功。神的存在是一個更好的答案。

我們已經看見過在月球上的人類足迹的照片。月球登陸器是根據多於一個世紀
的紀錄（將月球較低的引力和沒有大氣層納入計算中）而作的假設設計的，而這假設
為月球上的的塵埃與地球上的累積速率一致。數十億年來形成的塵埃應該導致月球上
有數以尺計的塵埃，而非在相片中的數寸——數寸的高度只代表六千至一萬年的累積
時間。

當然神可以以任何方式做事——如果他可以將亞當造成一個成年人，他也可以
造出有數十億年痕跡的樹木、岩石和銀河。

我們對地球歲數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將「岩石的時間」假設為由零開始。
又或對太空而言，加速度從來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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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指出宇宙的年齡可以由銀河與其中心的距離計算出，卻沒法指出銀河的中
心在何處。

這當然是一個無法被證實亦未被證實的假設。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核實這假設。
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有一個創造者去開始。這聽起來就像給小孩子的童話。這就像從
帽子中變出白兔，除了沒有帽子，也沒有魔術師。

我們不知道我們未知的有多少。因此，當無神論者提出全面的，涵蓋天文學、
植物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及其他範圍的論述時，我們認為我們並不能適當的回
應或反駁。

然而，我們見到這種論述滲入我們現今的世代，掌控我們的學校和政府，又因
我們感到越來越混亂而可能感到無力與抗。他們說﹕「我們可以在實驗室證實這化石
風化的速度，又或這岩石是不變的。而且，我們可以證明這需要數以百萬年計或十億
年計去達至這個階段。因此，我們知道這宇宙已經有數十億年。」

但他們無法證明的是在這岩石或化石裏的時間由零開始，因為科學的方法無法
證明。由於這無法證明，科學家只能作出假設。事實上，他們只能憑信心相信這假設！
 因此，這一切複雜的論述只基於一個憑信心的假設。他們沒有證據，卻掌控了這世代。

這些錯誤的信念可以盛行只因其他人不知道它們沒有證據證明最基礎的假設。
宇宙的浩瀚也被這些科學家用作例子。他們說﹕「我們可以走進實驗室證實光

的速度。」他們假設光速是最快的速度，卻無法證明之。他們說光要數十億才可到達
地球。

他們無法證明的是神不存在。事實上，這是他們提供創造論外的其他解釋的原
因——證明人可以在假設沒有神時明白世界。

神創造亞當為一個成年的人類。同樣，他也是如此創造樹木、岩石及銀河。科
學家卻提出其他解釋。他們認為他已經證實他們所言。他們是錯誤的。

我們應該如何做？死海之所以為死，乃因水能流入卻不能流出。讓我們以死海
為鑒， 不會得知真相卻不向他人宣揚。跟其他人說吧。跟所有人說吧！讓整個世界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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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假設「沒有神」，就需要提供創造論外的其他解釋。當你摒棄蛇的謊
言時，你就不再需要其他解釋。

聖經中的神是﹕

● 有權柄的 ● 無處不在的
● 永恆的 ● 聖潔的
● 不變的 ● 公義的
● 靈 ● 正義的
● 全能的 ● 愛
● 全知的 ● ⋯⋯其他

聖經指出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我們抗拒這證據，目的只是為了我們錯誤的
利益。我們選擇相信蛇。

知識確實就是力量。你可以據你現在所知的為你的利益作出行動。能夠有在你
個人生命中感受福音的特權和榮譽，豈非精彩絕倫嗎？

現在你可以問，你該相信誰？有人會在其生命中離棄神，卻無法改變祂繼續掌
權和統治的事實。

你的家有一個建造者。你毋須知道其名字也可以知道他存在。你的家本身就證
明了這事實。沒有一個建築物會在沒有原因下突然出現。然而，有些人就是想說這就
是宇宙所做的事。沒有原因。就在一個星期二下午。

試想像這些情境句：
馬太福音7: 13「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去的人也多。」
哥林多後書5：17-21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
15



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
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們
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如果你有想抗拒的衝動，你可以不向它投降。你有能力選擇相信神。）
這不是每個人所能想像最好的消息嗎？一個全新的生命。一個全新的開始。終

於——一個真正活著的理由。
不要錯失這個機會。叫神向你透露祂的救贖。你又能失去什麼呢？千萬別相信

蛇。
很多人都會認為聖經很玄虛，因而感到很迷惘。
有人指出聖經中最神秘的三個字是頭三個：起初神。
有神的介入，奇蹟將會發生。
卡爾·馬克思曾說過：「宗教是人類的鴉片。」
校園中的射手常在槍殺老師同學後因不想面對犯罪後果而自殺。
人類真正的鴉片是相信死後只剩下虛無。
神的介入令世界完全不同，願祂幫我們認罪和認識我們的救主。
不知你知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一個有極大能力、聖潔、公義的完美救主——祂

深愛你和我。
在遠超我們的理解，祂亦深知我們所作的每個錯決定的情況下，祂渴望和我們

和解。這不是人能想像最好的事情嗎？邀請神去證明給你看這一切是真的。然後，如
果其他人問你，你可以告訴他：「我讓神親自證明給我看這些都是真的。」這樣做於
你有什麼損害呢？祈求，尋找，尋見。拒絕神猶如適者生存的終極版。我們真的可以
接受生活在這種絕望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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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番哲學討論。聖經記載耶穌從死裏復活，教會稱耶穌今時今
日仍活著。新約每一卷書的權威不是因著耶穌的死，而是祂的復活。這個並不難證明，
你自己也一定可以理解到——所需的只是一個真誠的禱告。

你願意讓這一刻成為你接受真理的一刻嗎？
禱告

親愛的上帝：
基於我到現在所認識到的，我曾經以為祢不存在，但當我細心想想，祢

確實存在和創造了這個世界。我知道我以前沒有按祢的標準行事，甚至覺得沒
有需要跟隨神。請祢在這刻幫助我，原諒我以往做錯的所有事。我願意相信祢
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曾為我的罪付上代價，讓我可以與祢建立關係。我願意接
受祢為我生命救主和帶領，請幫助我更多明白祢的真理。

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阿門。
黑暗的力量

你現在比你百分之九十九的家人、朋友或同時知道的更多。你願意讓神用你照
亮他們心中的黑暗嗎？當然，魔鬼敵人會嘗試說服你別這樣做，但不要再讓別人把邪
惡的事說成好事，或把好事說成邪惡。你現在有神作為分別是非的基礎。當你一年，
十年甚至一個世紀後回頭看，你一定能證明這點，並發現你選擇把真理帶到需要神亮
光的人為你帶來無限喜樂。

  

17



這本書有大量的免費複印本，可以用於小組、門徒訓練、學校或教會。隨便問
我們拿這些複印本！

我們印製了過千份本冊子，可以免費提供。我們可以免費提供五十份（包郵
費）。若你能幫助我們，運費及行政費用的建議奉獻為每五十份冊子捐款二十元美金
或每一百份冊子捐款三十八元美金（我們亦提供個別優惠）。但千萬別因資金短缺令
你卻步而不使用此重要的小冊子或不將其分享出去。我們希望幫助你理解學習更多，
更希望你可以把冊子送給你的朋友、家人、學校、公司和教會。

牧者傳道們，我們希望不收費為你牧會的每個成員提供一份印製本。
請傳電郵至 FreeCopy@ServeTheKing.org

Tell Someone - Tell Everyone

              Let The Whole World Know
(a 501C3 not-for-pro t corporation) 

PO Box 541149 • Orlando, Florida 32854 ServeTheKing.org

你可以在 www.ServeTheKing.org下載一份電子版本，傳給別人。
FREE AND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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