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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神是否曾在歷史中
向人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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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是否曾在歷史中
向人顯現？
4.1 歷史證據的重要性
前幾章已論證了宇宙有創造者。但創造者是誰？祂為何
創造宇宙？祂對我們的生命有什麼計劃？我們要怎樣才能認識
祂，與祂建立關係？
當我細看所住的房子，發現房門、柱子等等不可能是自然
或偶然產生出來的，就知道房子一定有建築師建造。我從未見
過他，怎樣才能認識他？怎樣和他建立關係呢？我可以向人查
詢他的聯繫資料，寫信給他，和他通電話；他可以主動寫信給
我，和我通電話，或者他來找我，讓我知道他是這所房子的建
築師，和我建立關係。
同樣，我們觀看這浩瀚的宇宙，發現它不可能是自然或偶
然產生出來的，必定有第一 “ 因 ” ，前幾章也說明為何這第一
“ 因 ” 是宇宙的創造者。但我們要怎樣才能認識祂，和祂建立
關係呢？我們從何取得祂的聯繫資料？有限的人類要進一步認
識這位偉大的創造者是非常艱難的，好比螞蟻要嘗試認識人類
一樣。我們需要創造者主動尋找我們，向我們顯現，告訴我們
祂對宇宙和生命有何計劃。創造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在歷史中
向人類顯現，比如，祂可以親自 “ 上門 ” ，讓人類知道祂是宇
宙的創造者，和人類建立關係。
在前幾章，我們已經看見這位神既然精心設計了整個宇
宙，好讓我們能夠生存，這顯示祂非常關心我們。我們也曾指
出，人最需要找到生命真正的意義，唯有借著認識創造自己生
命的神才可以找到。因此，有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位關心我們的
神會在人類歷史中顯現，讓人認識祂，以致人心最需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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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得到解答。既然這樣，我們就要問，在人類歷史中，哪一
個宗教有證據證明它是因神在歷史中顯現而開始的？
當我們考慮世界主要宗教時，我們會發現，佛教和道教並
沒有承認宇宙有創造者，印度教裡的各種說法都不明確。基督
信仰和伊斯蘭教明確承認宇宙有創造者，它們其中一個主要區
別在於：基督信仰認為耶穌基督是神成為人，向我們顯明神無
限的恩典和犧牲的愛，而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只不過是一位先
知。
如何知道耶穌是不是神成為人？如果祂真的親自上門，人
類怎樣才能知道祂就是創造宇宙的真神呢？從古至今，有許多
假先知自稱從神領受了啟示，以歪理迷惑人；有些人患上精神
病，亂喊亂叫；有些人說自己是 “ 神 ” ，他們當然不值得我們
去相信。如果創造宇宙的真神的確曾經 “ 親自上門 ” ，降世在
人間，祂必定具備以下五個條件：
(1) 既然創造者有超過宇宙一切的能力，並且能創造自然
界，祂必定有超越自然界的能力，因此必定能行 “神跡”。
(2) 既然創造者精心設計了整個宇宙，好讓我們能夠生存
並且能夠發現祂的存在，因此顯明祂對宇宙和生命有計劃，並
且非常關心我們和要我們認識祂，那麼，人最需要找到的生命
真正的意義唯有借著認識創造自己生命的神和祂的計劃才可以
找到，因此，祂若 “ 親自上門 ” ，必定將祂的計劃和心意告訴
人類，給人神學和道德的教導，使人能夠更認識祂並懂得如何
過有意義的人生。
(3) 為此，祂的生活表現也必定活出創造者的計劃，以致
樹立榜樣讓人效法。所以祂的道德生活表現也必定是超越凡人
的。
(4) 既然創造者創造生命，必定能控制生死，超越生命的
限制，因此，祂必定能夠戰勝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死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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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死，但如果祂因為愛我們的某些緣故選擇為我們犧牲而
死，也能夠復活過來，死亡必不會成為祂跨越不過的障礙。不
能戰勝死亡的就不是真神。
(5) 祂會告訴我們祂是創造宇宙的真神，好讓我們能夠認
識祂。那些不承認自己是神，只是後人封為神的，不值得我們
相信他們是神。
有人或許會抗議：能達到上述五個要求並不足以證明就是
神，因為也許擁有超能力的生物（如外星人）也能滿足這五個
要求，因此達到上述五個要求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足條件。
然而，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有這種能力的生物，卻有證據證明有
神（看前幾章），而且上文已經說明，普遍啟示讓我們有理由
相信這位神會向我們更多啟示。所以， “ 能滿足這五個要求的
就是創造宇宙的神” 是更合理的結論。
人類都活在時空裡面，如果神要顯現，同樣要在時空裡面
向人類顯現。換言之，祂必定要在人類的歷史中顯現。所以，
歷史考證非常重要。若要斷定哪一個宗教的神是真神，就必須
用歷史考證。要特別注意這個宗教的起源，考究這個宗教是神
在歷史中開始的，還是人為的，證據十足嗎？

4.2 所有歷史都能篡改，
因此歷史證據不值得我們相信？
還未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解答人對歷史證據的質疑。
許多人讀了《達文西密碼》之後，懷疑某些歷史是否曾經被
178
歷史的 “勝利者” 改寫過。 當然，有些歷史的確改寫過，比
如，有日本學者為了否定南京大屠殺慘案，確曾竄改歷史記
178

丹˙布朗 (Dan Brown) 著，尤傳莉譯：《達文西密碼》（台北：時報文化，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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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但不代表所有歷史都改寫過。我們要逐一考查各事件的證
據有多強。比如改寫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日本學者，不但證據極
弱，來自當時的目擊者的指證卻比比皆是，這些目擊者包括受
害人、當日目睹慘案的日本人，這些指證都強而有力。另一
些歷史卻有很強的正面證據，例如沒有人會否定孫中山是中
國革命的領袖，因為支持這個結論的證據很強。因此，我們接
受 “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領袖 ” 是歷史的事實。接下來的幾章
會指出證明耶穌神性的歷史證據也非常有力，不是幾百年後的
基督徒改寫，而是第一世紀的門徒寫下來。當時，他們並不是
歷史的 “ 勝利者 ” ，而是 “ 失敗者 ” ，屢次遭受逼迫。耶穌的復
活這一件事屬歷史的範疇，可以用考察一般歷史史事的方法加
以考察。比如，我們雖未目睹辛亥革命，但推翻帝制、建立民
國的事實，及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錄及史學家的考證，我們確信
1911年中國發生了這場偉大革命。照樣，下文將說明，有許多
歷史的證據也證實了新約聖經有關耶穌復活的歷史可靠性。

4.3 中國民間信仰中沒有歷史證據的
神話的例子
還未談到耶穌神性的歷史證據之前，先來看看沒有歷史證
據的神話例子。今天，中國的民間信仰有許多神明，如觀音、
關公、媽祖等等。歷史證據顯示，凡把許多東西當作神來敬拜
的群體，都有許多神明。這些群體常常把死人當作神明，認為
死人或神明無需完全聖潔、全能，或是宇宙的創造者。他們又
把神明當成可利用的工具，哪個神明比較 “ 靈驗 ” ，能達成他
們的心願，就去拜它；以後不靈驗了，就找另一些來參拜。
許多的傳說，比如阿彌陀佛 (Amitabha Buddha) 如何使觀音
得到一千隻手的故事，是沒有歷史證據的神話。許多人曾有
這樣的經歷，向長輩詢問所拜的神明的來歷時，長輩都無法回

103

（修訂版）

104

答，只會說： “ 不要問那麼多，你只要相信就是了。 ” 他們無
法回答不是因為無知，事實上根本沒有證據，連信奉佛教的知
179

識分子也承認這個事實。 （基督信仰卻不是沒有答案可尋的
迷信，參看下文。）多數人對敬拜神明，是承繼祖先的傳統信
仰。敬拜神明是經過幾百年神化的過程而產生的。比如，釋迦
牟尼從來沒有自封為神，早期的佛教也沒有教導他是神，但幾
百年後，人卻把他當作成神。另一個例子，原本觀音是男性，
後來變成女性。因此，我們能夠斷定，對敬拜釋迦牟尼和觀音
是迷信。
佛教有些神明源於印度教，印度教也有很多神明下凡的故
事 (avatar)，全都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據歷史考證，這些
故事是經過多年神化的過程而產生的。此外，這些神明不符合
以上提到的五個條件，有些來到世上亂打亂殺，有些來擄掠女
人等等，跟常會犯罪的人類沒有兩樣。顯然，這些 “ 神明 ” 是
人類按照自己的形象，經過多年塑造出來的。若我們仔細思
考，就不會相信這些 “ 神明 ” 是創造宇宙的至高神在歷史中向
人類顯現。

4.4 神跡有可能發生嗎？
還未討論耶穌神性的證據之前，還需要澄清一個誤解。
身處現今的科學時代，會有人相信神跡曾經發生過嗎？不信者
（如霍金）認為神跡違反自然律，凡違反任何定律的事都不可
能發生，所以他反對神跡可能發生過。霍金認為，任何地方和
時間都不能違反科學定律，否則，就不是定律。沒有例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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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ddhanet.net/e-learning/history/guanyin.htm. 這是佛教學術
的網站。這些佛教知識分子認為可以用神話來傳達佛教的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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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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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抗議的產生，是由於未曾正確瞭解神跡和自然律
的關係。如果以 “ 因素 ” 來瞭解自然律，可用以下的例子來解
釋。 “ 地心引力 ” 屬自然律，我拿起水杯，然後放手，水杯自
然會掉下去，這是地心引力的原理。我抓緊水杯，水杯就不會
掉下來，這是違反地心引力嗎？不是，因為有一個因素（我的
手的力量）阻止水杯掉下來。想一想，如果我放手，神用力量
使水杯沒有掉下來，這是違反地心引力嗎？不是，因為有一個
因素（從神而來的力量）阻止水杯掉下來。所以，可以說，神
181

跡不是違反自然定律，而是自然以外的因素產生出來的事件。

除非假定沒有自然以外的因素（這樣的假定會成為無神論者
的循環論證：即假定沒有神來證明沒有神跡，因此相信沒有
神），否則，神跡絕對有可能發生。再者，前幾章已經證明有
一位創造宇宙，在自然以外的神，所以，我們肯定神跡有可能
發生。
舉個例子，許多人認為聖經記載童貞女（馬利亞）懷孕生
子（耶穌），耶穌從死裡復活是不可能發生的事。然而，如果
神能創造宇宙，為何祂不能在童貞女的腹中造一個 Y-染色體
(Y-chromosome) 和她的卵子結合，使她懷孕呢？為何祂不能
使已經死去的身體活過來呢？創造宇宙比做成這些事情更加困
難多了！
當然，人死後 “ 自然複生 ”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但基督
徒不是說耶穌死後 “ 自然複生 ” ，而是說耶穌死後 “ 超自然複
生” (not naturally, but supernaturally)。如果全能的神要使人
死後 “ 超自然複生 ” ，這個可能性是100%，因為神既然能夠創
造宇宙，肯定也能使人復活。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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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determinism...These laws should hold everywhere and at all times;
otherwise they wouldn’t be laws. There could be no exceptions or miracles,”
Hawking an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pp. 29, 34, 171.
Moreland and Craig,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a Christian Worldview, pp.
56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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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說， “ 即使神跡有可能發生，但我還是不相
信，因為我從來沒看過。 ” 然而，今天有誰看過宇宙大爆炸
呢？沒有。但因為有好些證據證實宇宙大爆炸曾經發生，所以
幾乎所有科學家包括霍金相信宇宙大爆炸。若因為個人沒看過
就不相信，這種態度是太主觀並且不符合科學，而且會導致無
知。一個真正合乎科學的態度，是一個願意放下自己先入為主
的觀念並且願意考慮證據的態度。
哈佛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一本書籍，提到有關奉耶穌的
名禱告後惡性腫瘤消失，瞎眼得到治療等等的案例，好些案例
是有醫藥報告證實，書籍也提到一個採訪，顯示73%的美國醫
生認為神跡今天依然發生。

182

無神論者需要小心翼翼地考慮

這些案例，而不是武斷地宣稱現今沒有神跡。無論如何，就算
現今沒有發生，不意味過去沒有發生，而且也不能排除 “ 神選
擇偶爾使它發生，來印證某某宗教領袖（如耶穌）所傳的信息
183
是祂的啟示” 的合理性。 特殊的事情—如宇宙以爆炸開始
（參看第1章）—不是常常發生的事情，但是，這樣的事情
不常發生，或者我們現今沒有看過這樣的事情發生，不表示我
們不該考慮支持 “ 它曾經發生過 ” 的證據。相反，因著證據，
大多數科學家都接受 “宇宙以爆炸開始” 曾經發生過（參看第1
章）。不會因為 “不常觀察到而不接受證據”，這種願意考慮證
據的態度才正確，科學家才能夠對於特殊事件有新發現，並且
瞭解事情的真相。照樣，我們也應該持一個願意考慮證據的態
度來考慮下文所提的有關耶穌復活的證據。有願意考慮證據的
態度，才能發現事情的真相，明白誰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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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y Gunther Brown, Testing Prayer: Science and Heal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有關 “神為何不行更多神蹟，留下更明顯的證據使人相信祂” 的問題，請看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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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耶穌的獨特性
在人類歷史中，哪一位曾經生活在人間，有歷史為證，又
符合上述的五個條件，讓人相信祂不是普通人，乃是創造宇宙
的神，取了人性來到世上呢？有人也許符合一兩項條件（比如
行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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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給人道德的教導），但歷史證明實際上只有耶穌

基督符合上文的五個條件。
耶穌在人類歷史中具有非凡的影響力，古今中外有許多科
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慈善家、宗教家、藝術家、音樂家受
到祂的啟發，今天約有二十億人相信祂不僅是人，也是神。祂
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在第一世紀（大約公元30年），猶太人把
祂交給羅馬人，祂被釘十字架是歷史事實，不但新約聖經和早
期基督教文獻記載祂的事蹟，早期羅馬帝國和非基督徒猶太人
的歷史文獻也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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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一世紀最著名的猶太歷史

學家約瑟夫 (Flavius Josephus，公元37-100年）在名著《猶太
人的歷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 ) 中提到：
在這個時期，有一個人叫耶穌。祂充滿智慧，能行奇事，
教導喜悅領受真理的人，很多猶太人和其他國家的人都跟隨了
祂。當彼拉多接受我們當中領袖的建議，把祂定罪，並釘十字
架後，一直愛祂的人沒有拋棄祂。因祂而稱為基督徒的人，到
今天還在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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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在另一處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20:9 ) 也提到耶
穌，說祂的弟弟雅各如何被敵對基督教的猶太人審問後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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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神學觀承認有能夠行神蹟的邪靈存在，所以，“在基督教以外有神
蹟發生” 與基督教教義符合，但要注意，單單達到這個條件是不夠的，耶穌
連其他四個條件都達到了（看下文）。在基督教以外找不到任何歷史證據證
明有人像耶穌一樣達到以上五個條件。
Robert Van Voorst, Jesus Outside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Evidence (Grand Rapids: W. B. Eerdmans, 2000).
許多學者認為後來的基督徒曾經修改過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8:3 的一些細
節，但是絕大多數的學者同意，除掉應當受到質疑的細節後，剩下的內容仍
能證實約瑟夫有提到耶穌。正文的記載就是所剩下的內容；參考 James D. G.
Dunn, Jesus Remembered (Grand Rapids: W.B. Eerdmans, 2003),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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