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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传福音时，“无神论”有时成为一种阻力。

因此，如何识破“无神论”对传福音非常重要。 

 

本专题特辑旨在帮助大家认识无神论，以及如何用

圣经真理来证明无神论的错误及其对人类的危害，

以致能更有效地传扬神的福音。 

 

第一课 

什么是无神论？ 
 

一、无神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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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10：4）“愚顽

人心里说：‘没有神。’”（诗 14：1）圣经这里

提到的“恶人”、“愚顽人”，就是所谓的无神论

者。 

 

二、无神论者的分类 
无神论者实际上可分为两类： 

1. 强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有神。 

2. 弱无神论者：不管神是否存在，反正就不相信有

神。 

本课要讨论的无神论者是第一类。 

 

三、惟物主义与无神论 
A. 无神论源于惟物主义 

1. 无神论是一种信念，而非真理。这信念背后的哲

学立场是“唯物主义”—一种对世界本源的解

释，指出宇宙世界的起源和本质。 

2. 圣经把关于宇宙世界的真理告诉我们：宇宙世界

是神所创造的（创 1：1）。神是灵，是昔在、

今在、永在的神。“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

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

们！”（罗 11：36）唯物主义者却以为物质是

一切的本源。人类今天的思维、文化、精神，都

是建立于物质上。物质是自有永有的；物质产生

生命，生命产生意识。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的存

在。 

 

B. 无神论的基本内容 

1. 美国有无神论学者指出：无神论建基于唯物主

义，坚信除了自然现象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

更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与实体。 

2.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灵。既是灵，就不是

物质，亦不依赖物质，并且灵更早于物质；相反

物质是从神的灵而出的，依靠神的灵而活，将来

还要归于神。这是圣经真理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

别。 

 

四、无神论的历史与代表人物 
A. 无神论的历史 

无神论主要是从西方哲学历史衍生出来的。古希腊

的哲学家认为，原子是物质的主要单位，离开物质

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此外，他们以罪恶的存在来否

定世界上有全能、全善的神。随着 18–19 世纪欧

洲启蒙运动与人本主义—以人为最高实体及宇宙万

物最高的思想标准与权威—的兴起，唯物主义与无

神论也诞生了。 

 

B. 无神论的代表人物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无神论与唯物主义普

及全世界，其代表人物有： 

1. 费尔巴哈（L.A. von Feuerbach，1804–1872） 

a. 费尔巴哈年青时是相信神的。1823 年进入海德

堡神学院，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传道人。后来他的

思想由神学转向哲学，由信仰转向思考；又受到

人本主义的影响，视理性为最高的哲学思想，由

信仰神转变为无神论者，被称为“无神论的教

父”。 

b. 费尔巴哈也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物质是一切的根

本，而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认为所有的“神”都

是人自身的产物：“神在每个方面都是人反应的

力量投射到天上，除了人自己投射自己，并没有

任何对应的存在物；信仰神是对人自身价值信仰

的极限。”意思是说，神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的

自身反应与投射而已。他认为宗教是人本能的依

赖感，是心理和内心的需要。人把神的智慧、能

力、爱，全归在自己的想象中，这样的想象与投

射就形成了神与宗教。 

2.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a. 马克思是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的拉比。年青时

是基督徒，后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成为无神论

者。与后者不同的是，他批判了宗教在经济领域

的影响。他的“共产主义”使无神论影响了更多

人与地区。 

b. 马克思相信宗教是人的想象与投射，是人创造了

宗教。 

3.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德国哲学家。 

4. 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心

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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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无神论的错误观点 
 

无神论是一种信念，源于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又

衍生出进化论。3 者间的关系是：唯物主义→无神

论进化论。本课从不同角度认识其错误观点。 

 

一、无神论的方法论 
无神论乃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之上，它本身

没有经过证实。事实上，整个宇宙广大无比，许多

领域是人未知的。当人无法否定神的存在，又怎能

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呢？ 

 

二、无神论的认知论 
无神论的基础，是以人的认知能力来否定神的存

在。18、19 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

性批判》中提到：“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局限于现象

世界之内的；对于现象之外的事物，我们的认知能

力有限，无法做出判断。”正如申命记 29：29“隐

密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

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这里指出人类的认知能

力有限；以人有限的认知能力来否定神的存在是错

误的。 

 

三、无神论的错误 
无神论的核心观点是，这个物质世界是自有永有

的；整个宇宙由于偶然与巧合的碰撞，使无机物变

成有机物，单细胞变成多细胞，低等生命变成高等

生命，最后产生人类。然而，现代科学证明，无神

论与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解读有以下错误： 

 

A. “宇宙是自有永有的” 

现代天文学证明，宇宙是极其浩大的，由许多银河

系所组成。科学家也发现宇宙不是自有永有的，乃

是经由一个原点大爆炸后所形成的。 

 

B. “生命是在偶然的过程中产生” 

1. 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发现，宇宙生命的产生并非

出于偶然的过程，乃是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主导

着。 

2. “智慧设计论”就是科学家以天文学与生物学的

角度研究，发现宇宙系统乃经过精心设计，而非

在偶然与巧合的机率中产生（参《世界观的交

锋》一书）。在中国澄江县的化石区内，科学家

國发现了动物的化石，包括高等动物与低等动

物；两者是同时存在的，并没有所谓的进化现

象。这发现粉碎了进化论的观点。 

3.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在同一时期创造了各样的生

物。 

 

C. “人类是自然生命进化过程中产生的” 

1. 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猿灵类动物进化而来的。但

今天为什么猿灵类的动物不能进化为人类了呢？

显然进化论的观点是错误的。 

2. 圣经告诉我们，神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并对着

人的鼻孔吹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造人与

造动物完全不同，没有一种动物可以进化为人的

样式。 

 

 

第三课 

无神论对人类历史和社会 
所造成的危害 

 
一、无神论与 20 世纪种族屠杀事件的关系 
1. 19、20 世纪中，人类发生过多次种族屠杀事

件。例如希特勒屠杀 600 万犹太人，史达林残杀

2,000 万人；这些都是受了无神论与进化论思想

的影响。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由低等进化到高等

的，人也是如此。这思想引发了多宗种族屠杀事

件。 

2. 圣经指出：人是神所造的，是神所看重的。“凡

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 9：6）人生命的

固有价值是神所赋予的，这生命应当受到尊重与

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3. 然而无神论视人为进化的动物，分为低等种族与

高等种族。这理论在欧美大行其道。30 年代，

北美國家要國內的弱勢與殘障族群節育，国外

的，则不准他们入境；欧洲德国的种族卫生等行

为，都是对人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贱踏。 

 

二、无神论与 20 世纪道德沦丧的关系 
1. 以往同性恋在主流社会是被否定的，但在 20 世

纪末期却大行其道，甚至某些国家立法通过同性

婚姻，这说明道德的标准已被扭曲。从家庭的根

基脆弱、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的性观念开放……

等社会现象可见一斑。 

2. 圣经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也就是说，

神赋予人有道德性、灵性、理性与感性。神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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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时候，就把道德律放在人里面，使人知道何

为善，何为恶（罗 2：12–16）。对于基督徒而

言，他的行为要对神负责，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

地。 

3. 但无神论完全否定了道德的根基，认为人不过是

从进化而来的动物。动物是利己主义的，因此人

的行为只要顺从自己的本能与利益即可，是一种

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无神论必然导致唯我主

义与唯利主义，将人沦为动物，只知道一个

“我”和一个“利”字。道德的沦丧使人失去了

真正的信仰。 

 

三、无神论与 20 世纪人类生长环境越来越恶
劣的关系 

1. 今天，环境污染成了世界严重的问题。山川、河

流、空气均受到污染。因为无神论思想认为：人

是所有动物中进化最高层的，是世界的主宰，所

以人可以随己意对待这个世界。 

2. 圣经说：神创造世界万物，并把人放在其中，要

人来治理与管理。人没有主宰这个世界的权力，

却应该以敬畏神的心，来保护这个神所创造的世

界。今天，世界上的环境污染，都是无神论中的

利己思想所造成的。 

 

 

第四课 

无神论对个人生命 

所造成的危害 
 

人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受著自己的思想理念所影

响。思想理念错误，人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也跟着错

误。无神论的错误思想，对人生命带来下列 4 方面

的负面影响。 

 

一、人生命价值的丧失 
1. 无神论是一种诱使人偏离神的错误思想。神是生

命、真善美的本源；当人的生命与神分离时，就

会堕落到黑暗中，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就会受到贬

低。 

2. 神创造的万物中，唯有人是按神自己的形象造

的；神又将万物交给人管理，给予人最高的尊严

与价值—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诗 8篇）。 

3. 在神的创造中，人与动物有本质上的不同。无神

论与进化论却把人贬低为一种进化的高等动物。

这个错误思想摧毁了神所赋予人的生命价值，剥

夺了人生命的根基，导致人对生命的忽略与轻

视；人不再重视生命，认为生命是偶发的。这就

酿成今天社会上有许多弃婴与自杀事件。 

 

二、人生命意义的丧失 
1. 人生命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与服事神。当人的生

命与神分离时，就失去了永恒。人的一切努力变

为短暂与空虚，因为金钱、名利、地位、权势，

都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无神论者最终会发

现，人生是荒诞与虚空的，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

足人心。唯有当生命与神连结时，才有真正的意

义。 

2. 奥古斯丁说：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安息在神里面，

就没有永远的安息。无神论的错误思想给人带来

的，却是空虚感与无意义感，使人丧失人生的方

向与意义。 

 

三、无神论对人类道德造成错误的影响 
1. 圣经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一颗分别善恶

的心放在人里面，让人凭着良心可以知道何为

善，何为恶。这是神为每个人设立的道德标准，

是绝对的道德观，人人都应该遵守。 

2. 无神论者却认为，道德不过是相对的，而且人的

本性是利己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无

神论者的道德标准。无神论者破坏了人类道德的

权威与基础，视道德为可以扭曲与践踏的东西。

当人失去了生命中对神的敬仰时，道德对他而言

就不重要了（罗 1：28–32）。 

 

四、无神论把人生导向错误的方向 
1. 当人被造时，就有渴慕、寻求神的本能，和对永

恒的祈盼。但无神论者却把人对神的渴慕、寻

求，导向偶像。 

2. 无神论者声称不相信任何神，但历史上无神论者

一再制造神（偶像），让人膜拜。无神论者把人

导向错误的方向，以短暂的代替永恒的，把被造

之物当做造物主来敬拜。 

3. 当人的眼目和心被无神论的思想遮盖时，他的生

命自然会显出骄傲，只相信自己，放纵自己。错

误的思想，使人偏离神的正道，不认识真理，也

失去神所赋予的尊贵、荣耀、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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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如何证明神的存在 
 

神是灵，是自有永有的。神的本质完全不能以科学

的方法测试。然而从神的创造、启示，并借着圣灵

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能够确知神的存在。 

 

一、神的创造见证 
整个宇宙都是神的智慧与能力所创造的（罗 1：

19；创 1：1）。21 世纪许多科学资讯证明了：这

个世界并非产生于一个偶发事件，而是出于一位智

慧者的设计。每个生命都蕴藏着神所赋予的规律。

人无法证明神的本体，因为神高于人（赛 55：

8）。但从这个美丽的世界，可见神是如何奇妙伟

大。他创造一切，并供应人一切所需，让人生活在

他的创造与爱当中。 

 

二、圣经与耶稣基督的见证 
A. 耶稣的宣称 

耶稣宣称：人看见子，就是看见父。“从来没有人

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 1：18）。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

见证了神的存在和荣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

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

的荣光，正是父怀中独生子的荣光。”（约 1：

14） 

 

B.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 

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就见证了他是神。神的

见证是可信的。 

 

C. 耶稣门徒的见证 

当耶稣基督被卖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因恐

惧、惊慌而四散奔逃。主耶稣复活后，曾与他们一

同生活 40 天；门徒中间甚至有人摸过耶稣手上的

钉痕，以确认主的复活。这时，门徒再次充满信心

与力量，并到处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真

神。 

 

以上三方面，证明了耶稣是神。耶稣基督见证他与

神合而为一的时候，就见证了神的存在。 

 

三、个人生命对神的追寻 
神是灵，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人不

能以科学的方法去寻求他，却需要以心灵与诚实来

敬拜他。神应许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

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 11：

10）因此，当人以心灵和真诚来寻求神时，神的应

许就必成就；我们也可从心里感受到神的存在。 

 

 

第六课 

如何走出无神论的陷阱─ 
讲员的经历与见证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今天的中国人所接

受的是“无神论”教育，认为只有无神论与唯物主

义才是真理，其他一切鬼神之说都是荒诞的言论。 

 

坚定相信无神论 
在“无神论”思想的教育下，我不相信任何信仰。

虽然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母亲也一直向我传讲圣

经真理，但我总是用学校的教导与母亲辩论，并不

相信圣经与耶稣基督。 

 

开始思考人生意义 
当我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开始思

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从无神论与唯物主义来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得到一个可怕的结论：精神依

附于物质，产生于物质；若物质不存在，那么精神

也就不存在了—没有所谓的灵魂、鬼、神，更没有

天堂与永生。从无神论观点来探索人生的意义，生

命的尽头就是死亡，死亡之后就一无所有！无论你

生前多么富裕、风光，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这

使我对生命产生了怀疑。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改

变这样的结局吗？ 

 

信主之后，从圣经真理中，我发现无神论与唯物主

义理论所带给人类的，是消极而且黑暗的思想。这

思想彻底抹煞了人对永恒的追寻与期盼。 

 

展开信仰之旅 
我是如何找到真理与生命的意义呢？首先要感谢神

的拣选与带领。进入神学院后，我才开始了对信仰

的探索。我惊奇地发现：圣经是如此博大精深，文

学是如此优美，故事是如此曲折动人，对人性的描

述是如此深刻。圣经原来不是荒谬、愚昧的书；反

而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重新思考神的问题；同时

发现从前学校的教导是错误的。这是我摆脱无神论

与唯物主义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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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圣经，并且思考：绝对有神吗？我要不要信

神？如果我要有信仰，那应该如何选择呢？就这

样，我在神学院开始了我的信仰之旅。 

 

寻见神 
起初我是抱着一种怀疑求证的态度的。这 20 年

来，我不停地与神摔跤。感谢神！我现在深信神是

信实伟大的，他不但真实存在，更是我们生命的本

源、一切宇宙的根源。我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神都与我同在。生命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永恒，

是神荣耀的国度。 

 

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谎言，切断了人

与神的关系，使人陷入绝望之中。感谢神！藉着圣

经，使我们知道生命在神的旨意中是何等的尊贵与

荣耀。主耶稣要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把神的真

理分享给四周的人，带领他们认识神的真理，使人

生命得拯救。 

 

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又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

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在今天的中国，

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的错误思想

中，我们实在有责任向他们传扬神的真理与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