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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简介四种世界观
经 文
 诗 14:1 ______________心里说，没有神。他们______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
__________一个人行善。
 约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__________，你们父的__________，你们偏要行。他从
起初是杀人的，__________真理，因他心里__________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
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______。
 罗 3:11~12、18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12_____是_________正路，一同变为无
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18 他们眼中_________神。

问 题
1. （诗 14:1）什么人心里说“没有神”？
2. （诗 14:1）为什么这些人心里“没有神”？
3. （约 8:44）为什么魔鬼“不守真理”？
4. （约 8:44）为什么人会随从私欲而行？
5. （罗 3:11~12、18）在“偏离正路”的人眼中，神是怎样的？
6. （罗 3:11~12、18）为什么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见 11 节）？
顾名思义，世界观就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是人用来解释他们周围环境与种种经
验的一套思想。举例来说，若一个人的世界观认为只有物质世界，他就会否定神的存在，
认为各种的宗教，包括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假的，更加不会觉得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若
一个人的世界观认为魔鬼或邪灵都不存在，他就不会防备它们的作为。由此可见，要有
效地面对属灵争战，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对神、魔鬼、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
正确的认识。

一、精灵论世界观
精灵论又称“泛灵论”或“万灵论”，是人类广泛相信的一种世界观；它是从传统
宗族社会流传下来的信仰体系；是非基督教民间信仰普遍认同的世界观。
这些泛称为“精灵论世界观”的民间信仰一般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神（创造之神），
可是这位创造之神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没多大影响，且离他们很远。那些相信精灵论的族
类，大多数有他们自己从古时流传下来关于创造之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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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真正影响着人类及物质世界的是，超自然领域的灵界力量和鬼，但人却
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操纵这些力量。这思想深深影响民间的生活。精灵论的信仰认为超自
然领域与物质世界的基本关系如下（见图 2）：

超自然领域
｛创造之神｝
与人的生活关系不大

不具人格 1 的超自然力量——灵界力量
具人格的鬼魂：
好的/坏的
大自然里的
祖先的

人类

风水师/术士
超 自 然
物质世界 领域
图2

精灵论世界观
不具人格的超自然力量——灵界力量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动物和各种物质）都具有这种力量，例如：风水命理所说的
阴阳五行 21。“灵界力量”的特性是：
1. “灵界力量”本身没有思想。
2. “灵界力量”没有好坏之分。
3. “灵界力量”能被人操纵。
我们可以用电力来做个比方。电力能使电灯发光，也能发动机器，但电力也能致命。
电力本身没有意志，它不能选择做什么，它的功用由用它的人来决定。若有人无意间碰

1
2

“不具人格”的意思是没有情感和意志。
阴阳五行是古中国的物观，主张万物之间具有力量；五行乃金、木、水、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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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条裸露的电线以致触电而死，人也不能责怪电力，因为电力本身的属性就是如此，
人只能责怪那没有把电线安装好的人。精灵论所说的“灵界力量”也是这样，它本质上
没有好坏之分，乃视乎人如何设计各种方法影响它，以达到人想要它发挥的功效。因此，
相信精灵论的人会找风水师、巫师或术士等调控“灵界力量”，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
这个观念看来，人是可以操纵“灵界力量”的。

具人格的鬼魂
它们住在我们的世界中间，能影响及操纵人类和动植物。人与鬼的关系有以下几个
特点：
1. 鬼有好坏之分，像人类一样有情感和意志，能帮助人，但也能害人。
2. 人也能钳制鬼。人可以请“专家”——巫师、巫医、跳大神的等等来应付鬼界。
3. 人的命运吉凶在乎与这鬼界保持良好关系。
精灵论认为人能调控和操纵超自然的灵界力量，因此它是一种人本主义，即以人作
为宇宙万物之中心或本位的理论，与神本主义相对。

二、西方世界观
西方社会里的世界观当然不只一个，以下简述的西方世界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它随着西方科学文明的发展而出现，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与人生观。
这个主要的西方世界观把世界分为两个领域——自然与超自然领域，各有不同的具
体功能（见图 3）。1

西方世界观

超自然

宗教领域

自然

科学领域
图3

1

尼尔安德生著：《击开捆锁》，栗爱慈译，新加坡：新加坡学园传道会，1999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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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科学领域
自然领域是“属世”的领域，它受自然定律的规则所控制。超自然领域很少甚至不
会影响自然领域的运作。
它与精灵论差不多是互相对立的。精灵论解释说，物质世界的任何结果都取决于不
具人格的超自然力量；而这个西方世界观却说，物质世界的绝大部分结果都是由自然规
律所决定，只有少部分需要从超自然领域那里寻求答案。

（二）超自然宗教领域
这个主要的西方世界观认为，自然科学与宗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可以完全分
离。相信这种西方世界观的人喜欢提出以下这些问题：某结果是基于宗教的或是科学的
原因？某事是属灵的问题或是心理学的问题？某现象是受超自然力量影响，还是只是生
理反应？当然，许多人（包括信徒）可能是为了求真，而提出这些问题。那是基于一种
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然而也有不少人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使人对宗教产生怀疑，
令人认为所发生的事情不是由超自然力量造成，而单单是自然规律运行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去看，宗教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及政治，因为国家的运作属于
非宗教（或世俗）的领域，应与宗教分开。以美国为例，从建国开始，宪法就规定国家
的事务必须与宗教分开。换句话说，国家不能以任何宗教作为正式国教。那不是说人民
不能信奉宗教，而是要避免宗教操控政治。今天，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官办学校都不能
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信仰，只有私立学校才可以。另外，总统若相信基督教，虽然他可以
在正式会议上向神祷告，但是总统所属教派的领袖，不能干预总统的政治决策。
总而言之，这种西方世界观虽不否定超自然宗教领域的存在，可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绝大部分只与自然科学领域有关，而受超自然宗教领域影响的极少。那就等于说超自然
宗教领域与人的日常生活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距离（见图 3）。

三、无神论世界观
无神论者只相信有西方世界观所说的自然科学领域（图 3 的下面一层），他们完全
否定有超自然宗教领域的存在（见图 4）。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相信进化论和辩证唯
物论——物质决定一切。他们否定人有灵，认为死亡就是人一切事情的终结。

无神论世界观

自然

科学领域
图4

第一部分：第一课

简介四种世界观

13

四、圣经世界观
世界观好比一副用来看世界的眼镜。戴上正确的眼镜——圣经世界观来看世界，就
好像以调节清晰的焦距来看世界，反之视线模糊。人接受圣经世界观那一刻，就好比一
个视力不好的人第一次戴上合适的眼镜，他会发出赞叹，说：“哦，原来是这样的！”
圣经世界观就是真理，它告诉我们世界包括三个领域：神的领域、天使的领域（有
圣洁天使与堕落天使）以及人和物的领域，图 5 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基本概念。人和物的
领域还可以分为有机物质与无机物质、动物与人类等等。

圣经世界观

神的领域

神

天使的领域

人和物的领域
图5

（一）神的领域
神的领域只属于一位神，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神的领域不是物质领域，也不是一个
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神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无处不在。在三位一体的神以外，根本没有别

14 战胜属灵争斗

的神：撒但不是神，天使不是神，其他什么人所拜的都不是神，只有圣经的耶和华才是
神。撒但很喜欢人以为它与神有同等的权力，其实，它根本不能与神相比；启示录 20 章
1 至 2 节更加指出，只一位天使就足以捆绑撒但。惟独无所不能的神才是至高的掌权者。
神对他创造的世界拥有绝对的主权，撒但却妄想要与神同等，企图占领神的领域（参
帖后 2:4；路 4:7）。可是，它永远也做不到。

（二）天使的领域
在天使的领域中，充满了圣洁天使与堕落天使。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洁天使与堕落
天使的具体数目，但提示了两者的比例：圣洁天使的数目应该是堕落天使的两倍。从启
示录 12 章 3 至 4 节来看，似乎撒但劝诱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它违背神；从那时起，它
们就堕落了。参看图 5，神下面的三条粗线代表神的主权，圣洁天使与堕落天使都在神
的掌管之下。天使领域中的白色星星代表圣洁天使，黑色星星代表堕落天使。星星下面
有六边形与小三角形，表示圣洁天使和堕落天使各自有其等级架构。小三角形下面有垂
直细线延伸至人和物的领域，表示天使领域与人和物的领域是有关系的。
圣洁天使
圣经三百多次提到天使，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身份和作为。所有天使都是神创造的
（参约 1:1~3；西 1:16），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参创 1:31）；所以，他们原本都是善良
的。天使的数目应该从起初就固定了，因为圣经没有提过神第二次创造他们，他们也不
会繁育后代（参太 22:30），而且他们不会死亡（参路 20:36）。
圣洁天使的数目成千上万（参诗 68:17；但 7:10；来 12:22）。圣经提到关于圣洁天
使的有：
（1） 他们有等级之分：圣经给不同天使的称谓有：加百列、基路伯、撒拉弗、天使长
等，他们是有级别之分的。由此可见，天使的领域是有架构的。
（2） 他们是善良的。
（3） 他们的角色是仆人（参来 1:14）。
（4） 他们的职分包括：
 以赞美服事神（参诗 103:20，148 篇；启 7:11）。
 服事耶稣（参太 4:6；路 22:43）。
 服事圣徒（参来 1:14），包括：
 保护他们（参王下 6:17）。
 传达神的引导和旨意（参但 8:15~26，9:3、20~23，10:12~13）。
 使人从仇敌手中得释放（参创 19 章；但 3:28；徒 5:19，12:7）。
 作个别信徒的保卫者（参诗 34:7，91:11；太 18:10）。
 消灭仇敌、执行惩罚（参创 19:13；诗 78:49；赛 37:36；徒 12:23）。
 管理大自然（参撒下 24:15~16；太 28:2；启 7:1~3）。

第一部分：第一课

简介四种世界观

15

堕落天使
天使领域中有一个地位最高的天使选择违背神，破坏了神原先创造的和睦（参创 3:5；
赛 14:12~15；结 28:12~15；路 4:7；帖后 2:4），自此就出现了堕落天使。
这个本来地位最高的天使就是撒但，亦即是魔鬼。它原是受膏的基路伯，负责守护
神的宝座。“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结 28:14）——这句经文更贴近原文的意
思是：“你是护卫宝座的、受膏的基路伯”。为什么一个地位这么高的天使要背叛神呢？
这是宇宙间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经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原因，但也隐约有一些暗示：
它指出在末世会有“大罪人”起来被魔鬼撒但附着，就是“敌基督”，“他是抵挡主，高
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后
2:4；参 1~3 节）。由此我们推测，撒但堕落前在神的旁边看见神完美的荣耀，众多天使不
断地敬拜神，心想：“这所有的荣耀和赞美单单归给神实在不公平呢，我也要得到神所拥
有的荣耀和赞美。”所以，它决定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又怂恿别的天使跟从它1 ，发起
对抗神的行动。那一次无法挽回的行动，决定了它们永远堕落和接受末后刑罚的下场。
关于撒但的所作所为，我们要清楚明白以下几点：
（1） 撒但主要的仇敌是神，它看见神拥有极大的荣耀而嫉妒神。
（2） 它无法直接攻击神，于是转而攻击神的儿女。
（3） 它的诡计是阻止人过荣耀神的生活，使神得不着当得的荣耀。
（4） 神容许撒但和其他堕落天使保留天使的能力，它们却用来破坏、分裂神创造的物
质界和人界（参罗 8:19~22）。
（5） 撒但的活动受神的主权约束（好比狗被主人用皮带牵制），因此它只能在神限定
的范围内活动（参伯 1:12，2:6，林前 10:13）。
（6） 撒但的结局已经定了（参太 25:41；启 20:10）。
要知道更多关于圣洁天使与堕落天使的资料，请参考《基要真理》第七课：《天使
与魔鬼》。

（三）人和物的领域
1.

神创造天地万物

 创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是圣经的第一句话，它表明天地万物都由一位永存的神所创造。创世记第 1 章描述
了神如何创造万物。神说：“要有光”（3 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11 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
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20 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24 节），这样，所造的就按着神所说的出现了。

1

跟从撒但魔鬼背叛神的天使，就是堕落天使，圣经称它们为：鬼、鬼魔、污鬼或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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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他的创造关系紧密。以赛亚书记载：“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
天、铺开大地的”（赛 44:24）。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规律完全依赖这位创造之神，只有
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 19:1），所有被
造之物的规律和美妙之处都反映神的荣耀，并把宇宙万物的建筑师——神显明出来。人用
科学研究出来的大自然规律不会与神创造的规律有所冲突，因为这些规律是神早已定好的。
神创造人
 创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分别在于人有神的形象。神赐给人
类思想、情感、选择的能力等，也赐给他们永存的灵魂。因此，人类能认识神，也能配
合他，让他陶造我们的生命。
 创 2: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类由两个元素——地上的尘土（属物质的）与神的生气
（属灵的）构成。因此，人有身体和灵魂，所以保罗指出人有外体和内心（参林后 4:16），
也就是灵、与魂、与身子（帖前 5:23）。我们的身体通过五官的功能——视觉、听觉、
触觉、嗅觉与味觉，让我们接触大自然并与之建立联系；至于我们的灵则可以让我们接
触神，与神建立联系（见图 6）。

起初创造的人（创 1~2 章）1
身体——永活着
身体不死
身体与灵魂结合

身体
魂
理

智

灵

情

感

意
志

内心——灵活着
灵魂与神联系
图6

1

资料来源：1. Neil T. Anderson, Resolving Personal Conflicts (Workbook), California: Freedom in
Christ Ministries, 1992, p.3；2. 尼尔·安德生：
《胜过黑暗——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和权柄》，
何国强译，新加坡：新加坡学园传道会，1990 年，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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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神创造的人——亚当与夏娃，身体有生命，可以接触大自然；灵魂有生命，
可以接触神，享受与神的密切交通。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动物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虽然空中的飞鸟、田里的动物、海里的鱼都按着神给它们的本能生存和活动，但惟有亚
当和夏娃是有灵的活人。而人也必须与神有密切的交通，常常倚靠他，才能活出他们原
来被创造的目的。
下面对图 6 作进一步解释：1
（1） 身体——永活着
身体有生命，当灵魂离开身体，身体就死亡，这是身体死亡的定义。神创造的人原
本身体是永远不死的，死亡是人堕落后才出现的。
（2） 内心——灵活着
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人的灵与神有密切的交通。
（3） 有意义
神有他创造人的目的。他把灵放在人里面，目的是要人与他有密切的交通。
（4） 无挂虑
神起初创造的世界并没有危险和灾祸。人所需的一切，神都供给他们（参创 1:29），
所以他们不用为生活担心。
（5） 属乎神
人能感受到自己属神的身份，也能感受到自己与他人彼此相属（参创 2:18~24）。
堕落的影响2
 创 3: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参创 3:3~4:9）
撒但引诱人犯罪，人堕落后要面对罪带来的结果（见下页图 7）。
（1） 灵死亡
人犯罪后面对属灵的死亡，即与神隔绝（参弗 2:1；西 1:21）。
（2） 身体死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身体虽然没有马上死去，但堕落令他们的身体开始衰败，把他
们引向死亡之路。
（3） 不识神
起初，神与人同在，人也就认识神。亚当和夏娃犯罪后，被逐出伊甸园，原来与神
非常密切的交通中断了。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孙后代一进入世界，就处于属灵死亡的状
态，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这就是说，还未信主、未重生的人，或许对神会有一点点认
知，可是并没有真正认识他。
（4） 感消极
人本来有一无挂虑的安全感，又能感受到自己是属神的，犯罪后却变成感到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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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羞耻、罪疚、抑郁、恼怒等等。自己不义的行为和别人伤害我们的行为都使这些
消极情绪持续下去。
（5）多试探
在伊甸园里，一切事物都是美善的，只有一件事是神命令人不可做的，就是吃分别
善恶树上的果子（参创 2:16~17）。因此，人只会在一件事上面对试探，除此以外，他们
作任何选择都是好的。人堕落之后，罪恶进入了世界，撒但在许多方面引诱我们行恶离
善，你我天天都面对许多试探。
（6）败坏取代美好 1
 接纳被拒绝取代。人堕落后感到被神及被别人拒绝，他们强烈渴望有归属感。
 圣洁与信心被罪恶与罪疚感取代。人犯罪带来羞愧，以致他们需要重建自我价
值。人真正的价值从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身份而来——这身份就是神的儿女。
人堕落后却从才智、外貌等外在条件建立他们的价值。
 权柄、能力被软弱无助取代。人堕落后，缺乏力量和自制。纵然人很想证明自
己有能力，可以控制自己和别人，已经掌握了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
人不服事真神的时候，人就是服事这世界的神（参林后 4:4）。

堕落的影响（创 3: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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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的人需要神的拯救。第二课将更深入、详细地解释圣经的世界观，并说明神如
何救赎堕落了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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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课

简介四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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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问 题
1. 用一个句子概括世界观的定义。（无须描述个别的世界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圣经世界观与其他三种世界观最基本的区别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若跟相信“精灵论世界观”的人传福音，会以什么为出发点向他传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棒
下图是本课图 5“圣经世界观”的简易手绘版本。画出图画并记住其内容，以至能
凭记忆正确地画出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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