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圣经》源自于上帝，且是真实的
没有人能够提出预言，并且使预言在几个世纪

3. 无神论是可以被证伪的
无神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被证伪：信息论自然法

之后无一例外地实现。由此，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则和针对上帝预言的数学演算。《圣经》在诗篇十四

全本《圣经》是绝对正确的。耶稣向天父祷告：“你

篇1节中这样评价无神论者的思想：“愚顽人心里说，

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17节）。保罗清楚

没有上帝”。传道书八章13节也记载：“恶人却不得

地表明：他信《圣经》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

（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14节）。保罗相信上帝，纵使他
并不知道“针对上帝预言的数学演算”。

2. 除了《圣经》中的上帝，再没有真神
通常，人们过去所提及的“上帝存在性的证明”并
未特指某一位上帝。该问题是如此之笼统，以至于任

敬畏上帝”。可悲的是，无神论者最终并非一无所获，
他们终将面对永恒的审判：“不信（耶稣基督）的，必
被定罪”（马可福音十六章16节）。

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获得救恩
本文的宗旨并不是要批评任何人。因此，本文并

何宗教都可以进行相应地讨论。然而，“针对上帝预言

不评判一个人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是否是无神论者、

的数学演算”直指《圣经》中的上帝和祂的儿子耶稣

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提醒

基督。因此，这般证明方法不可用以证明其他宗教中

读者，不要继续行在迷失的道路上；并向每一位发出

神明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圣经》指出人们在自创

隆重的邀请：在匆匆而过的一生中，你有可能得到上

的宗教中为自己制造了无数的假神：

帝的救赎——只要你愿意。

“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

约翰福音三章17-18节总结了福音对我们的深远影

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

响：“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

（注：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哥林多前书八章5–6节）。
《圣经》在诗篇九十六篇5节中如此评价人所创立
的宗教中的神（偶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
耶和华创造诸天”。人所事奉的偶像并非真实。在耶
稣受试探的《圣经》记载中，撒但要耶稣敬拜他。凭
着上帝的话语，耶稣喝退了撒但：“当拜主你的上
帝，单要事奉他”（马太福音四章10节）。根据《圣
经·新约》哥林多前书十章20节来看，人们去敬拜偶
像，其实是在祭鬼，是在与鬼相交。这样做就是在敬
拜撒但，而耶稣却如此强烈地谴责了撒但。敬拜偶

所以，我祈求你救我出地狱，那个因着我所犯的罪，因
着我的不信，我本该去往的地方。而你却是如此地爱我，
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的罪付上了代价。你知道我
从出生到现在所犯的所有的罪。你知道我所有自己已知
的罪，以及我隐而未现的罪。你也知道我的每一个心思
意念。我祈求你宽恕我的罪，并且现在就进入到我的生
命里，来改变我的生命。帮助我弃绝我生命中所有令你
不喜悦的事；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蒙你祝福的新生命。
请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明白你的话语——《圣经》。
帮助我理解你要向我传达的信息。也赐给我一颗顺服的
心，愿意来行你所喜悦的事。从今天起，我要让你做我
生命的主人，一心跟随你。祈求你来指引我生命的方方
面面。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你现在就
已接纳我成为上帝的孩子。纵使我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
终有一天，我必将与你同在天堂。请帮助我找到与你也
有个人关系的人，并帮助我找到相信
并遵行《圣经》教导的教会，在里面
与弟兄姐妹一起成长。阿们！”
维尔纳·吉特（Werner Gitt）
博士，教授（已退休）
信息科学家

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
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按着上帝的心意，人是为
了永恒的目的而受造的。人死之后，只有两个去处——
天堂和地狱。天堂是极荣美之地，而地狱里则是无法想
象地可怕。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和祂在天堂里共享永生。
因此，我们需要救主耶稣基督。祂是我们通往天堂的唯
一道路，祂想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愆。如果你希望得救，
并在天堂里与上帝共享永生；那么你需要从旧有的生活
中回转向耶稣基督，并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祂。你可以通
过以下祷告，开启你生命的新篇章。祷告词大体如下：
“主耶稣基督，直至今日，我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生

像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参哥林多前书六章9节、

活，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今天是我第一次向你祷告，

加拉太书五章20-21节、启示录二十一章8节和二十二

我祈求回转向你。今天我明白了：只有藉着你，我才能

章15节）。

去天堂。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和你同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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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上帝确实存在！

维尔纳·吉特
02.02.2021 14:37:28

嗯……上帝确实存在！
当谈及“上帝”时，许多人会试图通过各样的方
式绕开这个话题，但是却未必能真正绕开。
2008年，伦敦的无神论者试图在当地的红色双层
巴士上宣传“没有上帝”，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英国
的广告法不允许张贴任何未经证实的口号。在这群无
神论者中，没有任何一位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于是，

上帝，但是却有一个重要的功效：它与无神论格格

对于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形式，其DNA、RNA

不入，有助于人们摆脱无神论的困扰，最终相信上

分子层面及其他层面都携带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认

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呢？也就是说，如

帝。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古老证明，可以追溯到亚

定人也在信息的掌管之下。也就是说: 所有信息都源

果没有上帝的干预，这些预言的实现是否可以解释

里士多德（Aristotle）、坎特伯雷的安塞姆（Anselm

自于一个有智慧的发讯者（上帝）。

得通呢？还是上帝真的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只

of Canterbur y）和阿基诺的托马斯（Thomas of
Aquino）等人。在本宣传页中，作者基于其所做的研
究，从以下两方面证明上帝的存在：信息论自然法则
和针对上帝预言的数学演算。

信息论自然法则所彰显的证据

退而求其次地，他们把宣传口号改为：“‘有可能’没有

信息论自然法则的以下五个基本层次是组成信息

上帝”。然而讽刺的是，该宣传却恰恰暗示了上帝存在

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它们是日后评估未知案例的

的可能性。这会激发一些人的好奇心去思考“上帝是否

重要依据：

存在”这个问题。
在德国，通过巴士去宣传“没有上帝”这件事情，
压根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任何想要干这件事情的
人，都需要驾驶自己的巴士环游德国进行宣传。与
英语相比，德语的语义更为清晰：“‘极有可能’没有
上帝”。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禁要问：这
些无神论者，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去反对他们认为根本
不存在的事物呢？
很明显，没有人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那么，从
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有没有可能证明“上帝存在”呢？
若可能，这些无神论者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更进一
步地，如果能够证明《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是真实
存在的；那么，所有无神论者的最终归属都只能是地
狱。《圣经》犹大书13节记载：“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
（不信者）永远存留”。没有比这损失更大的了。

1) 统计（信息传输及符号的使用频率）、
2) 语法（信息的编码方式及语法规则）、

关于“上帝存在性”的证明是对无神论的驳斥。通
过信息论自然法则，我们甚至可以对宏观进化论进行
证伪。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今天的我们依旧认同生
活在两百年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上帝
存在的证据”的伟大毁灭者——的观点，是不明智的。

针对上帝预言的数学
演算所彰显的证据
《圣经》共记载了6,408条预言，其中3,268条已
经应验，此处我们只举两例:
• 上帝在申命记二十八章64–65节中预言以色列民将

3) 语意（信息的含义）、

被分散在万民之中；几个世纪以后，祂又许诺会将

4) 语用（信息的作用）、

他们带回应许之地（参耶利米书十六章14–15节）。

5) 语义（信息的结果及目的）。
所有的活细胞中均包含信息。如今，已知信息密
度最高的存储介质是生物体细胞内的DNA分子。通过

• 公元70年，以色列民被分散在万民之中；直至1948
年，随着以色列的复国，上帝将其带回应许之地的
许诺终于实现。

分析针尖大小的DNA分子所存储的信息总量，我们可

世上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本如此精确可靠

以形象地描述DNA的信息密度。假设一个针尖的直径

的书。这为我们提供了验证真理的可能性：《圣

是两毫米，那么请问多高的一摞书所包含的信息与这

经》的成书过程跨越一千五百年。在这段时间之

么大的DNA分子所携带的信息总量相等呢？答案是：
这摞书的高度是从月球到地球距离（三十八万公里）
的五百倍！

内，人们是否有可能提出如此之多的精确预测？有

有藉着祂的全知全能，这些预言才能够应验？假
设一个预言实现的概率是p=0.5。那么已经应验的
3,268条预言的总概率w便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即
w=0.53268=2–3268=1.714×10–984=0.000…1714…（小数点
后面有983个0）。一个简单的类比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小。请想象一下：我们要在一个几
乎全是黑色蚂蚁的蚁穴中，找到唯一一只红色的蚂蚁。
很容易理解：偶然找到那只红色蚂蚁（例如，把双眼
遮住）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增加黑蚂蚁的数
量，发现红色蚂蚁的可能性将会大幅降低。那么，现
在的问题是：
我们需要多大的一群蚂蚁，从而使得在其中找到
那只红蚂蚁的概率，和实现3,268条预言的概率相等呢？
有人可能会猜测：装满一个浴缸（0.4m 3 ）的
蚂蚁够吗？装满一个贝加尔湖（Lake
23,600
（1.2x10

70

of

Baikal,

km ）的蚂蚁够吗？甚至与地球体积
3

km3）一样大的一堆蚂蚁够吗？然而，经过

计算我们得知：装满10896个宇宙的空间的蚂蚁才足够！
如此庞大的数字，就实际情况而言，3,268条预言的
应验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此处计算出的数字已经大
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至于人们无法用适当的词语来对
其进行准确地描述。完整的计算过程可以在作者的著
作 „So steht’s geschrieben [So it is Written]“ (ISBN:

由于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参以赛亚书五

978-3-89397-982-0) 中找到。因此，通过“针对上帝

罗马书一章20节记载：“自从造天地以来，上

十五章8–9节），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上帝并验

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

预言的数学演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令许多人

证其全部的丰盛。然而，借助于信息论自然法则，我

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

惊叹的结论：

们仍然可以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上帝的某些属性，

一个极为强有力的表达，它表明上帝也在《圣经》以

比如：其存在性、永恒性、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此

外启示了祂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证明上帝

处我们首要关注的是上帝存在性的证明，这可以通过

的存在。尽管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不能直接领人相信

以下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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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存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而祂正是《圣
经》所启示的那位上帝。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条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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