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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神學的讀經學習 

學習方法 

    本學習的長遠目標是讓學生�����������。聖經是神的話語藉由受感的人寫成的，而且毫無差錯。

在這樣的信念下，這本學習讀本的設計原則乃是要學生非得親自打開聖經，否則便無法進行學

習。我們的目標是服從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2:15 的勸勉：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Be diligent to present yourself approved to God as a workman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ccurately handling the word of truth.” 

    每一課皆著眼於特定的屬神特質的教義。學生根據指定的經節回答問題，以此方法完成每

一課，我們鼓勵學生對每段課文思考透徹，並寫下自己的想法。此學習所獲得的益處取決於學

生的投入程度，如果學生不加思考地複述經文，不求了解意義的話，他得到的益處便不多。 

    每位學生將發現本書是以研習聖經為主，對於彩色圖示、奇妙故事，甚至神學註解的形式

所含不多。我們的心願乃是提供指引一條朝向聖經的途徑，讓聖經本身向學生們說話。 

    本書可供個人、小組，或主日學上課使用。我們高度建議學生靠自己完成每一課，再與小

組或門徒訓練人會面進行討論與發問。 

我們對學生的勸勉 

    我們鼓勵學生學習聖經教義，並發掘聖經教義在基督徒生活裡的崇高地位。如果將情感與

智能分離，或是把對神的委身與神的教義隔開，對真正的基督徒而言，這將難以忍受，而且無

法存活。根據聖經的說法，光憑我們本身的情感與經驗不足以為基督徒生活提供適當的基礎，

惟有那經由瞭解，並以教義的方式傳達出來的聖經真理，才能提供一個堅固的基礎，我們當在

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信仰與行為準則，並檢視我們的情感與經驗是否合乎聖經的真理。理智並

非與情感為敵，教義也不是委身的絆腳石，這兩者必不可少，亦不可分離。聖經命令我們要盡

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馬太福音 22:37)，必須以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約翰福音 4:24)。 

    研習教義既是腦力也是委身的操練，熱烈地尋求神肯定會使學生人格大大蛻變、更加順服

神、更能夠以誠心來敬拜。因此，學生須留心莫犯只尋求客觀的知識，而不尋求神的本身。心

不在焉的委身和僅在智識上追尋皆毫無益處，因為兩種情形下，人都失去了神。 

新北美版聖經 



 vii

本研習需以新北美版聖經方可完成。採用此版本聖經的原因乃是：(1) 翻譯者堅信聖經是

神的話語，而且毫無差錯。(2) 翻譯者忠於最初聖經所用的語言。 

(譯者按：本書所採用的是中文和合本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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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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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Hear, O Israel! 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Deuteronomy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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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II Corinthians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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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唯一 
 

神是唯一 
    真正的神只有一位，這是聖經的明證。深信只有一位神的信仰通常稱為一神論(monotheism)

〈希臘語：mono，一  +  theos，神〉。人對於不只一位神的信仰稱為多神論(polytheism)〈希

臘語：poly，多〉。基督信仰是一神論的。 

1.  在申命記 6:4 可發現整部聖經裡最重要的宣告之一。此一宣告作何申明？ 

 

 

 

註：只有一位真正的神。了解到這點很重要，那就是「一」(one) 來自希伯來語 echad，這

個字通常指超過一位以上的合而為一。舉例而言，我們在創世記 2:24 讀到：「…���(������)����。」

在以斯拉記 3:1 讀到：「…����������。」此真理在本課第二部份的研習極為重要，我們將學到唯

一真神的存在是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 

2.  關於神的存有，以下經節作何申明？在聖經裡的真神以外，還有其它神嗎？ 

申命記 4:39 

 

 

 

以賽亞書 43:10 

 

 

 

以賽亞書 45:18 

 

 

 

3.  根據以下經節所述，聖經裡的神是唯一真神，鑒於此一真理，我們該如何生活？ 

出埃及記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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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2:28-30 

 

 

 

 

神是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Trinity)這個詞來自拉丁文 trinitas，意思是「三重的」或「三合一」。聖經申

明唯一真神以三位一體的形式存在：聖父、聖子、聖靈。祂們乃是三位區別明顯的不同位格，

但又擁有相同的神性或��(essence)，並且彼此關聯牢不可破。有一點必須註明的是，「三位一

體」一詞並未在聖經裡出現過，而是早期教父之一的特土良(Tertullian)為描述聖經教導有關神

三位一體的天性，首先所引用的名詞。 

1. 身為基督徒，我們公開承認三位一體是遠大的神秘，超乎人的理解力，但我們不能否定三

位一體，因為這乃是聖經的教導。聖經不但宣告神是一體，也提到神的三位不同位格： 

a. 哥林多前書 8:6 如何提到聖父？ 

(i)       ，就是       (亦可參照：約翰福音 6:27；彼得前書 1:2)。 

b. 以下經節如何提到聖子？ 

(i) 道(即神的兒子，第 14 節)就是       (約翰福音 1:1)。 

(ii) 獨           (約翰福音 1:18)。 

(iii) 我的      ，我的       (約翰福音 20:28)。 

(iv) 祂本有神的          ，不以自己與      同等為強奪的 (腓立比書 2:6)。 

(v) 我們至大的      和救主 (提多書 2:13)。 

(vi) 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       (羅馬書 9:5)。 

(vii) 那不能看見之      的       (歌羅西書 1:15)。 

(viii)       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 (歌羅西書 2:9)。 

(ix)       啊，祢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希伯來書 1:8)。 

c. 以下經節如何提到聖靈？ 

(i) 使徒行傳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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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節，亞拿尼亞欺哄          。 

       第 4 節，彼得說亞拿尼亞是欺哄      。 

(ii) 哥林多前書 3:16 和 6:19： 

       哥林多前書 3:16，信徒被稱為      的殿。 

       哥林多前書 6:19，信徒被稱為          的殿。 

(iii) 羅馬書 8:9 提到的聖靈為何： 

             。是實在的位格，與聖父和聖子不同。 

             的靈。神聖父與聖靈是一體的。 

                 的靈。神聖子與聖靈是一體的。 

2. 在馬太福音 28:19，我們發現每次基督徒在洗禮時奉主耶穌基督之命所使用的宣言。這宣

言就是神的合一性與三位一體的最佳例子： 

a. 主命令我們要奉父、子、聖靈的      給他們施洗。注意「名」(name) 是單數，但

是屬於三位不同的位格。這個經節並不是說「奉父、子、靈的��」而是「奉祂們的����」，

因為這三位是一體的。 

3. 我們在馬太福音 28:19 發現關於神三位一體的觀點，這個觀點在聖經中處處可見。請閱讀

哥林多後書 13:14，接著完成以下的詞句： 

a. 願主                    的恩惠、 

b.       的慈愛、 

c.           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註：像這樣子的文學結構表示絕對的相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更先提到聖子，後提到

聖父。如果聖子和聖靈不與神聖父相等，那麼把祂們 (聖子與聖靈) 與祂 (聖父) 相提並

論便是褻瀆了神(亦可參照：哥林多前書 12:4-6；以弗所書 4:4-6；彼得前書 1:2 )。 

4. 聖父、聖子、聖靈屬於同一神聖本質，存在於完美的相等地位與合一性，但祂們也是三位

不同的位格，非僅有一位位格而以三種不同形式顯現。下列經節明確地申明此一真理： 

a. 馬可福音 1:10-11： 

(i)           受洗(第 10 節)。 

(ii)           降下(第 10 節)。 

(iii)           從天上傳來聲音(第 11 節)。 

b. 約翰福音 14: 16-17： 

(i)           向父親祈求 (第 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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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賜給基督徒一位保惠師，就是聖靈 (第 16-17 節)。 

(iii)           與基督徒同在，並住在基督徒裡面 (第 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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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從這些簡單的經句看來，顯然聖父、聖子、聖靈是三位不同的位格。神不是三位獨

立無關的個體，或是三位不同的神；神也不是戴著三個不同面具的單一個體，或純粹以

三種不同的形態來顯示自己。聖經裡的神乃是以三位不同且彼此相等的位格存在，在各

自的神性或本質裡他們屬乎一體，並且以完美的平等與合一性存在著。 

5. 雖然聖父、聖子、聖靈是相等的，而且存在於完美的一體，但祂們時常彰顯不同的功效，

並以不同的方式顯明自己。關於此一真理，以下的經文教導了我們什麼？將各經文找到的

答案填入空格： 

a.           是肉眼所看不見的神，沒有人見過祂 (約翰福音 1:18 )。 

b.           是神成為肉身，是聖父的完美啟示 (約翰福音 1:1, 14, 18; 14:9)。 

c.           是神住在基督徒裡面 (羅馬書 8:9；約翰福音 14:16-17, 23)。 

摘要 
從已研讀的經文中，我們可以申明以下關於神的真理： 

1. �����。三位一體裡沒有三位不同的神，那乃是稱為三神論的邪說。 

2. ������。唯一神乃是以三種位格存在：聖父、聖子、聖靈。 

3. ����������������。三位一體不是戴著三個不同的面具的單一個體，或純粹以三個不同的形態顯示自

己，那乃是稱為形態論的邪說。 

4. ���������������。聖子不小於聖父，聖靈也不小於聖子。 

5. ���������������������������������。沒有人見過聖父；聖子成為肉身並曾生活在人們當中；聖靈則會與每位相

信基督的人同在。 

6. �����������������������。雖然無法完全理解這事怎麼成，但我們必須以相等的信念相信並教導這兩個真

理。當我們確立其中一個真理卻否定另一個，或強調其中一個多於另一個的時候，邪說(即

假教義)就會發生。我們必須平等持守所有的真理，避免走向極端。 

7. ������������������。也許有些人會說他們無法相信自己不了解的事，或是說無法解釋的事就不會是真

的。如果我們把相同的邏輯應用於整本聖經，甚至應用於我們自身的存在的話，那麼我們

能相信的便所剩無幾。即使是聖經和人的現狀這再簡單不過的真理，也超乎我們所能了解。

我們相信不是因為我們能了解，我們相信是因為這事是真的，這是聖經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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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讀經的學生時常依靠各種舉例，試著解釋三位一體，不幸地，這些例子時常弊

多於利。例如，三位一體有時被比喻成水存在於三種不同形態，即液體、冰與蒸氣。這樣

的例子扭曲了三位一體，因那使人聯想到神是具有三個不同形態的單一位格，那乃是稱為

形態論的邪說(參照 #3)。與其給那令人迷惑甚至是邪說的解釋或舉例，還不如單單申明神

的一體和三位位格，而不加以解釋或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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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4 

“But an hour is coming, and now is, when the true worshi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 for such people the Father seeks to be His worshipers. 

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John 4:23-24 



  第二課──神是靈 

 11

��� 

神是靈 
 

神是靈 
    神既不是物質也不具形體(即：祂並不具有肉身)。這個事實的兩個最大涵義是：(1)神不像

普通人般受限於肉體上的束縛，以及(2)神是看不見的，因此也就不會被人為的形象所辱沒。有

時候聖經提到的神似乎擁有肉體，像是祂有臂膀、背脊、呼吸、耳朵、眼睛、面容、雙足、手

指…等，若依照「神是靈」這個事實的觀點，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說辭呢？神學上認為這些說

辭是擬人化的表現(anthropomorphic)〈希臘語：anthrópos，人 +  morphé，形體〉，換言之，

神乃在賦予自己人類特徵，為的就是要以人們能夠理解的方式來傳達祂的真理。例如：聖經提

到神的「翅膀」，以及祂的子民「躲在祂翅膀的蔭下」(出埃及記 19:4；路得記 2:12；詩篇 17:8; 

36:7; 57:1; 61:4; 63:7; 91:4)，而這樣的表達方式若只拘泥於字面上的解釋，就真的太荒謬了。 

1. 約翰福音 4:24 是如何描述神的？ 

a.神是個      。 

2. 根據以下的經節，鑒於神是靈這個真理，我們該如何生活？ 

a..我們必須真誠地敬拜神 (約翰福音 4:24)。 

 

 

 

 

 

註：提到以「心靈」敬拜神，這裡有兩種涵義：(1)我們必須誠摯而深切地用全部的生命

來敬拜神；(2)我們必須倚靠聖靈的力量，在祂的引導下敬拜神。同樣提到的以「誠實」

敬拜神也有兩種涵義：(1)我們必須誠實、由衷且完全地來敬拜神；(2)我們敬拜神必須按

著真理，也就是按著神藉聖經所顯明的旨意。 

b.我們應當避免把神與宗教建築聯想在一起，或是賦予神任何來自於人類的限制 (使徒行
傳 17: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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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 11:27 是如何描述神的？ 

a. 神就是那                    的主。 

註：如果神是沒辦法看見的，那麼聖經裡寫到祂似乎以一個看得見的形式來顯明祂自

己，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聖經詮釋的兩個原

則：首先，聖經不會自相矛盾；其次是，我們應當根據那些詮釋無誤的經節，來理解

聖經裡難以詮釋的部分。聖經清楚地指出神是看不見的，因此經文裡有關神以「看得

見」的樣子顯現(神的兒子降生來到世上是例外)應該被解釋為「異象」──象徵性表示

靈的真實。以西結書 1:1 告訴我們「天開了」以及他「看見神的異象」，在第 28 節，

先知總結了這些異象就「如同上主顯明祂的榮耀」。在但以理書 7:9-15，但以理看到

父神的異象就像那「亙古常在者」(Ancient of Days)。而在路加福音 3:22，施洗約翰

看到的異象是天「開了」，聖靈以鴿子的樣子降下(這是很明顯的象徵)。 

4. 下列經節對神的申明為何？特別是有關祂是不可見的部分。 

提摩太前書 1:17 

 

 

 

提摩太前書 6:15-16 

 

 

 

5. 根據申命記 4:11-12 及 15-16，鑒於神是靈這個真理，我們該如何生活？ 

 

 

 

 

6. 神既非物質(即神是靈)且看不見，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神呢？根據以下的經

節，神是如何向人們顯明祂自己的？ 

a. 根據耶穌在約翰福音 6:46 所說的，曾經有人看過父神嗎？是誰看過父神？ 

 

 

 

b. 如果除了兒子以外從沒有人看過父神的話，那祂是如何讓人們知道祂的？我們怎麼知
道神是誰？誰能夠向我們解釋這樣的情況？約翰福音 1:18 教了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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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以下經節，為什麼唯有耶穌有資格向我們表明父神呢？ 

歌羅西書 1:15 

 

 

 

約翰福音 14:9 

 

 

 

 

神具有位格 
    聖經最重要的真理之一是，神並非無位格的力量，沒有思想地運行著宇宙，也不是只為了

某個自私的結果，而無情地操弄受造物的任性的力量。聖經告訴我們，神存在是具有位格的，

祂曉得自己的存在，祂擁有思維與意念，祂也有能力與人們建立私人的關係。 

神曉得祂自己的存在 
    神曉得自己的存在這一點應該是無須贅述，而這是身為一個「位格」最根本的特質之一。

在基督教以外有許多其他宗教，他們對「神」的觀念要不是無位格的力量(������)，就是安住在萬

物內的精華(多神教 pantheism〈希臘語：pan，所有 +  theos，神〉)。聖經裡的神是真實的位

格，祂曉得自己的存在，也有別於其他的事物。 

1. 聖經清楚地揭露神曉得祂自己的存在。在出埃及記 3:14，神提到自己的時候是怎麼說的？ 

a. 我是                    的。 

註：這是個強而有力的宣告，神像人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祂知道祂是永活的神。 

2. 聖經不只教導我們神曉得祂自己的存在，也告訴我們祂曉得自己的獨特性(即獨立於其他人

與事物)。根據聖經所述，關於祂自己的獨特存在，有別於其他人與事物，神做了哪些宣告？ 

a. 在祂以外沒有      神 (以賽亞書 45:21 )。 

b.           祂以外再也沒有神 (以賽亞書 45:21 )。 

c. 我們能拿誰來      (或比較)神 (以賽亞書 40:25 )？ 

d. 沒有什麼可以和神           (以賽亞書 40:25 )。 

    註：以上每一個宣告都證明，神是位獨立且有別於其他人事物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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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擁有思維 
    大多數人認為思維是主要人格特徵的其中一個。思維(intellect)源自於拉丁文 intellegare 

〈inter，介於…之間 +  legere，選擇〉，與推論、感知與理解的能力有關。根據聖經，神擁有

遠超乎人類所能理解的思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超出祂的智識或理解以外。 
 
1. 有關神的思維，下列經節告訴我們什麼？ 

詩篇 92:5-6 

 

 

 

羅馬書 11:33-36 

 

 

 

2. 根據下列經節所述，人的思維或理解與神的思維或理解相比結果如何？ 

詩篇 94:11；哥林多前書 3:20 

 

 

 

以賽亞書 55:8-9 

 

 

 

哥林多前書 1:20, 25 

 

 

 

3. 神的智識與理解遠超乎人類有限的理解力。根據下列經節，人類要如何才能了解(至少是某

種程度上)那無窮盡的神？ 

a. 藉由神的愛子 (約翰福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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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藉由神的靈 (哥林多前書 2:11-12)。 

 

 

 

c. 藉由神的話語 (詩篇 119:97-100)。 

 

 

 

4. 申命記 29:29 揭示到：「隱密的事是屬於上主我們神的，唯有顯明給我們的…。」根據詩篇

131:1-3 所述，鑒於神的知識無窮無盡，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意即：我們的態度應當如何)？ 

 

 

 

 

神擁有意念 
    聖經清楚地表明神擁有意念──是個強大的力量，可以決定祂的行動(即：祂想成就的事)以

及決定祂創造萬物的目的或結局(即：祂能夠按祂的意願對待祂所造的萬物)。神的決定源自於

祂本質是誰；祂的意念是祂存在與性情的��。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

迥異，神是唯一一位可以完全自由做祂想做的事，不受任何限制，也沒有失敗的可能，而最有

權力的人所做的最堅決的決定則通常是以失敗告終。 

1. 關於神的意念，下列經節教了我們哪些？神的意念有任何限制嗎？人有辦法以任何方式阻

撓神的意念嗎？ 

箴言 19:21 

 

 

 

 

以賽亞書 14:27 

 

 

 

 

以賽亞書 4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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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4:34-35 

 

 

 

以弗所書 1:11 

 

 

 

2. 雖然人或是神本身以外的力量無法限制神的意念，但似乎有些事情神是不做的，只因那些

事與祂聖潔與公義的特質相牴觸。根據下列經節，有哪些事情是神不會做的？這對我們來

說是何等的安慰與祝福呢？ 

提多書 1:2 

 

 

 

提摩太後書 2:13 

 

 

 

雅各書 1:13 

 

 

 

神要與人建立關係 
    聖經明白指出神渴望與祂的創造物建立個人關係，特別是按著祂形象所造的人類，這是基

督信仰最重要的真理之一。神不是個不具位格的、沒有能力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它」，而人

類也不單單是宇宙間的偶然，神創造了人類，就是要人們可以認識祂，成為祂的慈善的領受者。

當人與神的關係由於罪而導致破裂，神就差遣祂唯一的兒子來修復這段關係，那些憑著信、透

過祂兒子而與神修復關係的人，就有了十足的信心，神會和他們一起追求充滿活力並且不斷成

長的個人關係。 

1.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經文把神描寫成一位渴望與祂的創造物建立交情的神，更適切地說，

聖經是一部神試圖修復祂與人類關係的歷史，這份關係的破壞始於亞當的背叛。根據下列

經節，亞當犯罪的後果是什麼？ 

a.  亞當的罪如何影響他對神的態度 (創世記 3:8-10)？ 



  第二課──神是靈 

 17

b.  亞當的罪如何影響神與他的關係 (創世記 3:23-24)？ 

 

 

 

2. 以賽亞書 59:1-2 解釋神與亞當的關係是如何改變的？對於我們自己的罪，這裡教導了我們

些什麼？這對於我們與神的關係有什麼影響？ 

 

 

 

 

 

3. 根據創世記 3:8-9，是誰在亞當與夏娃墮落後就隨即找尋他們？關於神的特質以及祂與墮落

後的人們建立關係的渴望，這裡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4. 根據使徒行傳 17:26-27，為什麼神已經全權地定準了年限與疆界，讓全人類在其中繁衍與

生活？這裡如何闡明神是要建立關係且渴望與墮落的人們建立關係？ 

 

 

 

 

 

5. 根據路加福音 19:10，為何神差遣祂的兒子來到世上？祂道成肉身有何用意？這裡如何闡

明神要與人建立關係且渴望與墮落後的人們建立關係？ 

 

 

 

 

 

6. 根據下列經節，神的兒子成就了什麼事，使人們與神破裂的關係能重新修復？ 

羅馬書 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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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1:19-22 

 

 

 

 

7. 根據約翰福音 17:3，永生的核心是什麼？這裡如何闡明神是要建立關係且渴望與祂的子民

建立關係？ 

 

 

 

 

 

註：「認識」(know)的意思遠大於單單冷漠無人性的知識，它表示一種親密的個人關係。而

永生亦遠超乎生命的無限延長，它是一種與神有完好交通的生命。 

 

8. 身為基督徒，我們與神擁有修復的關係。因此，任何可能阻礙我們與神交通的事物都要從

生活中隔離出來。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哥林多後書 6:16-18 

 

 

 

提摩太後書 2:19 

 

 

 

9. 身為基督徒，我們不只有責任留心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還有責任去傳揚福音，讓其他人

也可以與神建立修復的關係。關於此一真理，哥林多後書 5:18-20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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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偉大的、完美的 

 

 

�������������������������������������������������������������� 

���32:3-4 

“For I proclaim the name of the LOAD; Ascribe greatness to our God! The Rock! 
His work is perfect, For all His ways are just; A God of faithfulness and without 

injustice, Righteous and upright is He.” 
Deuteronomy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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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偉大的、完美的 
 

神是偉大的 
    只有一位神，單單祂是偉大的，其他所有生命與事物完全要倚賴祂的慈善與力量。如果連

在人類與天使裡最受尊敬的都如此認為，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夠把偉大歸因於任何生命與事物，

而不歸給神呢？神與其他受造物是不能夠拿來比較的。身為自存的、無窮盡的創造者，祂遠在

那需要倚賴且有限的受造物之上，而最大的天使長也無法比最渺小的微生物來得像神；神是無

與倫比的。對於信徒們而言，這個真理極為重要。在聖經或是教會歷史裡，沒有任何屬神的男

女是偉大的，相反地，那偉大而仁慈的神所看顧的，只有那軟弱、小信、常犯錯的男女。 

1. 下列經節如何描述神？ 

a.  耶和華為大      ，為大       (詩篇 95:3)。 

b.  主啊！      而          的神 (但以理書 9:4)。「可畏的」(awesome)一詞從希伯來文

字 yare’ 而來，表示恐懼、敬畏或害怕。即使將神的偉大與聖潔用最微小的方式啟示

出來，都能夠以驚奇、肅敬甚至是懼怕來衝擊祂最傑出的創造物。神是可畏的，也因

此祂配得最大的尊崇。 

c.  耶和華我的神阿，祢為          ；祢以                     為衣服 (詩篇 104:1)。

神的尊榮與威嚴並非祂額外穿戴在自己身上的東西，那正是祂存在的一部分。與人們

不同的是，神並不需要在身上加添什麼來增加祂的偉大或榮美。 

2. 詩篇 145:3 如何描述神的偉大？ 

a.  其大                    。這個字的意思是無法調查或無法探究──是個無法找到與

估量的事物。數算世界上所有岸邊及沙漠裡的沙粒，或是給宇宙間所有星辰編上號碼，

都遠比量度神的偉大還容易得多。 

3. 關於神的偉大，下列經節的申明為何？它們如何對照唯一真神與其他所謂的眾神？ 

詩篇 77:13 

 

 

 

詩篇 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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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95:3 

 

 

 

詩篇 135:5 

 

 

 

4. 根據下列經節，對於神的偉大，我們應該有什麼態度與回應？鑒於祂的偉大無從探究，我

們該如何生活？ 

申命記 32:3 

 

 

 

歷代志上 16:25 

 

 

 

詩篇 104:1 

 

 

 

詩篇 111:2 

 

 

 

詩篇 138:5 

 

 

 

神是完美的 
    聖經教導我們神是完美的、完全的，對於祂的子民與事工毫無欠缺。神不只在道德上完美，

祂本身以及祂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完美的；在神不可能有缺陷。對於我們而言，神的完美有許

多重要的意涵：(1)向我們保證神永不改變，祂無法變得更好，因為祂已經是完美的；祂也無法

變得不好，因為這樣祂就不再是神了。(2)向我們保證神配得我們絕對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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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事工是完美的 
    神每一方面的特質都是完美的，神的事工是祂特質的延伸，當然也是完美的。這個真理有

極大的意涵，可以讓我們產生信心，戰勝最大的疑慮與最艱難的試煉。在整個宇宙以及我們每

個人身上，神已經完成的和將要成就的所有事都必然是完美的。 

1. 關於神事工的完美，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 

申命記 32:3-4 

 

 

 

詩篇 18:30-31 

 

 

 

詩篇 111:7-8 

 

 

 

傳道書 3:14 

 

 

 

2. 神不只是在祂的創造物上做工，祂還特別在祂子民的身上做工，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神手中

的事工。鑒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 

以弗所書 2:10 

 

 

 

腓立比書 2:13 

 

 

 

腓立比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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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物的神在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中做工，祂的事工完美，而且必定完成，絕不失敗。這樣

的真理遠超乎人類心智所能理解──完美的神在我們身上成就完美的事工，讓我們得以完

美。根據下列經節，我們該如何回應這樣的真理？ 

詩篇 92:4 

 

 

 

詩篇 107:22 

 

 

 

腓立比書 2:12-13 

 

 

 

神的旨意是完美的 
    神的旨意是完美的，因為它立基於祂那完美與至為聖潔的特質之上，這個真理有極大的意

涵。祂在我們身上的目的與計畫值得絕對的信任，我們絕不能只倚靠我們所了解的，或是企圖

做那些只在我們眼中看為對的事情，相反的，我們應該相信神並聽從祂的話語(即：聖經)。 

1. 羅馬書 12:2 如何描述神的旨意？ 

a.                。表示完美的、正直的、令人愉悅的、舒適的、有益的；會帶來歡

喜快樂的事物。 

b.                     。表示令人滿意的、被認可的或是可接受的。 

c.                。表示完整的，沒有缺少什麼。 

d. 這段經文會如何激勵我們過一個遵守神旨意的生活？ 

 

 

 

 

2. 根據下列經節，對於神良善、值得接受且完美的旨意，我們該有何回應？ 

a. 根據馬太福音 6:9-10，有關神旨意的部分，我們該如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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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下列經節，我們應該如何遵行神的旨意？ 

詩篇 40:8 

 

 

 

以弗所書 6:6 

 

 

 
c. 主耶穌基督的生命如何對神的旨意展現正確的態度與回應？我們該如何效法祂？ 

約翰福音 4:32-34 

 

 

 

約翰福音 5:30 

 

 

 

3. 神的旨意一開始就藉由祂的話語(即：聖經)向世人揭示，這是基督信仰裡最重要的真理之

一。與神的旨意一樣，神的話語同樣是完美的，因為神就是其作者與維護者。關於此一真

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 

詩篇 19:7-9 

 

 

 

 

詩篇 12:6 

 

 

 

 

提摩太後書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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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的話語是祂顯明旨意的主要媒介。根據下列經節，關於此一真理，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

態度與回應？ 

詩篇 119:47 

 

 

 

詩篇 119:127-128 

 

 

 

詩篇 119:167 

 

 

 

提摩太後書 2:15 



 

 27



 

 28

 
 

唯一 
真神 

 

��� 

神是永恆的、 

自存的、永不改變的 

 

 

������������������������������ 

��90:2 

“Before the mountains were born or You gave birth to the earth and the world, Even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You are God.” 

Psalm 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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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or I, the LOAD, do not change…” 
Malachi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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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永恆的、自存的、永不改變的 
 

神是永恆的 
    神最令人驚奇的，也是許多區別祂與所有受造物的特性之一，就是祂永恆的存在──在祂沒

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祂從來沒有不存在過，祂的存在也絕沒有終止的時候；祂存在於萬有之

先，也會存在於萬有終結之後。神的永恆不僅表示祂存在於過去到未來的無限歲月，更意味著

祂超越時間、超越世代，一直存在且永不改變，沒有其他人類或受造物能與祂共享這種特性。

我們只存在片刻，而祂是永遠都在；我們為祂所造，但沒有人造祂；我們需要倚靠祂才能存在，

但祂卻不需倚靠任何東西。我們世上存在的事物都會過去，就像那沙子穿過沙漏般，而祂是一

直存在著。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會透露出有關此人的某些特質。下列經節

中，神被賦予些什麼名字？關於神的永恆，它們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我是                    的 (出埃及記 3:14)。此一陳述所要傳達的概念是，神存在

是出自於祂最自然的特性。神不像人類，祂並非意圖要存在，也非努力要存在，祂純

粹是自然而然就已經存在。 

b.            的神耶和華 (以賽亞書 40:28)。「永在的」那一位將會「永遠存續」。這個詞

應用在神身上的時候，不只表示通往未來，還意味著溯及過往，祂不單在未來會是如

此，自古以來祂就已是如此了。 

c.  上頭坐著                    者 (但以理書 7:9)。當「亙古」(ancient) 一詞用在人身

上的時候，意思通常是心智與身體的年老與衰弱；但用在神的時候，是表示著存在於

世界創始之先，續存於世界末了之後的那一位神，祂的宏偉、耀眼、大能與智慧。 

d.  我是               ，我是                (啟示錄 1:8)。這是希臘字母的第一個和

最後一個。它以一個生動的方式傳達了神是起頭也是末了(參照：以賽亞書 44:6)，祂存

在於萬有之先，也繼續存在於萬有終了之後。 

2. 在思想過那些論及神永恆神性的名字以後，我們現在要思想其中一些聖經裡最重要的宣

告。關於神的永恆神性以及祂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如何顯示

出祂的偉大？ 

約伯記 36:26 

 

 

詩篇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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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90:4 

 

 

 

彼得後書 3:8 

 

 

 

3. 神是永恆的，沒有起始或終了。對於所有受造物，特別是神的子民們而言，祂的永恆有什

麼涵義？下列經節又教導了我們些什麼？請寫下你的想法。 

a. 神的掌權是永恆的： 

耶利米書 10:10 

 

 

 

詩篇 145:13 

 

 

 

詩篇 45:6 

 

 

 

b. 神的話語是永恆的(以賽亞書 40:6-8；亦參照彼得前書 1:24-25)： 
 

 
 
 
 
c. 祂對祂子民的救恩與庇護是永恆的： 

申命記 33:27 

 

 

 

詩篇 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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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02:27-28 

 

 

 

以賽亞書 26:3-4 

 

 

 

以賽亞書 40:28-31 

 

 

 

馬太福音 28:20 

 

 
 

4. 對於神的永恆，我們應當有什麼回應？在祂面前，我們應當要有什麼態度？應當如何生活？

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 

歷代志上 16:36 

 

 

 

但以理書 4:34 

 

 

 

提摩太前書 1:17 

 

 

 

神是自存的 
    神最令人敬畏與謙卑的真理之一是，祂沒有任何需要或倚賴別人的地方。祂的存在、祂意

念的實現，以及祂的愉悅或樂趣，並不需依靠祂本身以外的任何人事物，祂是唯一能真正自存、

自立、自足、獨立與自由的神。所有生存之物都要從神那兒才能得著生命與祝福，但是從神本

身就可以找到祂存在與喜悅的所有必要的東西，神沒有匱乏或需求，祂不需倚靠任何人。如果

教導人或是讓人聯想到，神之所以造人是因為祂會孤單或是祂並非完美無缺的話，那真是愚蠢

至極，甚至褻瀆了神。創造並非神缺乏了什麼，而是由於祂的充足或豐富的滿溢所致；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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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人說，神多少需要我們的幫助，以便讓世界上的事物能正確的運作的話，同樣是愚蠢且褻

瀆的。祂創造不是為了本身的需求，而是為了宣揚祂完美、榮耀與良善的至大至美。 

1. 在聖經裡，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會透露出一個人的某些特質。在出埃及記 3:14，

神賦予自己什麼名字？關於祂的自足性，這裡傳達了些什麼？ 

a. 我是                    的 (出埃及記 3:14)。這個名字顯示出神的存在既非外力

所造成，也不倚賴在祂以外的任何人事物；存在是神的天性，因此祂無須費勁，純粹

地就是「存在」。神沒有要應付的需求，沒有待填滿的空虛，所欲達成的目的完全不

需他人協助。在哥林多前書 15:10，使徒保羅宣告了適用在普天下所有人身上的真理：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只有神可以這樣宣告：「憑著我的完

美與大能，我是自有永有的。」 

2. 關於神的自存、自足或完全，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這樣的特性如何顯示出神的偉大？ 

詩篇 36:9 

 

 

 

約翰福音 5:26 

 

 

 

註：神的生命或存在並非來自祂本身以外的任何人事物，祂就是生命，對神而言，存在是

再自然不過的事。所有其他事物，無論是看得見的或是看不見的，有生命的或是無生

命的，它們存在都要倚靠祂。唯有神才是真正自由或獨立的。 

3. 神的自足性宣告了祂的無限偉大，以及祂的崇高地位，遠在所有創造物之上。所有事物的

存在都需倚靠祂，而他卻不倚靠任何東西。使徒行傳 17:22-31 記載了使徒保羅在馬斯山丘

(Mars Hill)對伊壁鳩魯(Epicurean)以及斯多亞學派(Stoic)哲學家的佈道，在第 24-25 節，他

以三個極為重要，有關唯一真神的宣告來反駁他們崇拜偶像的觀點。關於神的自足性以及

祂和祂創造物之間的關係，這些宣告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 (第 24 節)。 

 

 

 

 

b. 神不用人手服侍 (第 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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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不需要任何東西 (第 25 節)。 

 

 

 

4. 為了總結我們對神自足性的探究，我們來思想一下詩篇 50:8-15 的內容。關於神的自足性

以及我們與祂之間的關係，這段經文教導了我們什麼？神需要我們身上的任何東西嗎？神

對祂的子民們有什麼渴望？ 
 

 

 

 

神是永不改變的 
    永不改變(immutable)源自拉丁文字 immutabilis 〈 in 或 im，不 +  mutabilis，反覆無常

或改變〉。其他文字像不改變的(unchanging)、固定不變的(constant)以及信實的(faithful)也都有

助於了解這種神性的意義。神的不變性表示祂的特性或祂的計畫永不會改變。神不會成長、進

化或變得更好，因為祂已經是完美的；祂亦無法縮小、退化或退步，否則祂將不再是神。無論

如何，祂早就存在了，而且會永遠存在著。神從不改變祂的心意，或是用另一個旨意去推翻前

一個旨意，祂不會在許下承諾之後改變祂的誓言，祂也不會揚言懲罰而最後草草了結。這特別

令人感到欣慰，因為如果全能的神會突然變得邪惡，或是會突然改變心意，這種可能性是相當

恐怖的。神的不變性是祂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因為這能擔保祂和祂的話語在過去、今日和永遠

都會是一樣的。祂是宇宙間唯一固定不變的，是唯一配得絕對信賴的。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能描述他是誰並透露他的某些特質。下列

經節中，神被賦予些什麼名字？關於神的不變性，它們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我是                    的 (出埃及記 3:14)。這個名字是從希伯來文動詞 hayah 而

來，意思是「是」或「存在」，它不只表明神的永恆與自存性，還包含了祂的不變性。

祂不只是「一直都是」，而且「一直都是」這樣的狀態永不改變。 

b.  祂是           (申命記 32:4)。這個名字需要做點解釋。在所有創造物中，很少有什

麼東西能比石頭、磐石以及它們所形成的山巒來得固定不變；令人安慰的是，我們知

道即使是這樣的比喻仍還不夠恰當，因為就算世界上所有的岩石都化為塵土，神仍然

是不變的。 

2. 在思想過那些論及神不變性的名字以後，我們現在要參閱一些聖經裡最重要的宣告。關於

神不會改變的天性以及祂與其受造物的關係，這些經節教導了我們什麼？它們如何顯示出

祂的偉大？ 

詩篇 1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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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3:6 

 

 

 

希伯來書 13:8 

 

 

 

雅各書 1:17 

 

 

 

3. 在思想過那許多提及神不變天性的經節以後，我們現在要來思考一些經節，它們特別提到

祂的話語和完美計畫的不變性。關於這些不變的天性，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關於

神和祂的創造物──特別是和人的關係，它們又教導了我們什麼？ 

撒母耳記上 15:29 

 

 

 

民數記 23:19 

 

 

 

詩篇 33:11 

 

 

 

註：撒母耳記上 15:29 的經文揭示神「迥非世人，決不後悔。」從這裡和其他經節可以很

清楚地發現，神的不變性一直延伸到祂的計畫與旨意。祂的智慧是完美的，因此祂的決斷

不會有錯；祂是全能的，因此祂能夠做任何祂決意要做的事。那我們該怎麼把這個教導和

其他有衝突的經節加以調和？在創世記 6:6 裡，神「後悔造人。」在出埃及記 32:9-14 裡，

在消滅悖逆的以色列族一事上，「耶和華後悔。」最後，在約拿書 3:10，神對於祂宣告要

降災難在尼尼微城一事上「祂就後悔。」(譯者按：原文為 relent)難道聖經經節會互相衝突？

神確實改變心意了嗎？這個答案並不如人所想的那樣複雜或神秘。聖經清楚地教導著，神

的完美、目的與承諾一直是不變的，但這並不表示祂與「反覆無常」的創造物的關係和意

向不能有變化。創世記 6:6 提到神對於人們罪行的反應，以及祂要將人類從世上除去的決

定──第 7 節(同樣參照：撒母耳記上 15:11, 26)。在出埃及記 32:9-14，神似是對摩西的禱告

(由神所帶領，賦予摩西禱告的力量)給了仁慈的回答，祂對於消滅以色列一事上「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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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在約拿書 3:4-10，當尼尼微城變得「後悔」而遠離它的罪行時，神似乎就變得「後

悔」而不毀滅尼尼微城了。這幾段經文提醒我們，神的不變性並非指固定不動的意思，祂

是不改變，但祂不是靜止的、不會無動於衷、也不會不專注在祂與祂創造物之間的種種；

祂是有活力的，而且會與祂的創造物互動。祂一直是一樣的，但是祂與善變人類的關係和

相處方式是多樣化的，這完全取決於他們如何給祂回應(耶利米書 18:7-10；以西結書

18:21-24)，這並不與祂的不變天性相牴觸，反而是一種證明。祂總是會以符合祂不變特質

的方式來回應人們的行為。 

4.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不變性不只仰賴祂的完美，還仰賴祂的大能。假如存在著

一些比神還偉大的事物或力量，足以強迫或是操縱祂的話，那祂就不會是不變的了。關於

神的權柄與大能，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有任何被造的生命或事物能「改變」神嗎？ 

以賽亞書 14:24 

 

 

 

以賽亞書 46:9-10 

 

 

 

但以理書 4: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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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 

����32:17 

“Ah Lord GOD! Behold, You have mad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by Your great 
power and by Your outstretched arm! Nothing is too difficult for You.” 

Jeremiah 3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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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4 

“’Am I a God who is near,’ declares the LORD, ‘And not a God far off? Can a man 
hide himself in hiding places so I do not see him?’ declares the LORD. ‘Do I not fi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declares the LORD.” 
Jeremiah 23:23-24 



  第五課──神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41

��� 

神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神無所不能 
    無所不能(omnipotent)源自拉丁文字 omnipotens〈omnis，全 +  potens，有能力的〉，是指

一種擁有極大或無限能力的特性，對於神來說，這個字的意思是祂能做所有祂決意要做的事，

沒有人或外力能阻礙祂或是迫使祂去做相反的事。我們談到神能夠成就所有事情，是表示神能

做所有與祂那至為聖潔、公義、慈愛的天性一致的事情。祂「無法」自我矛盾──祂無法變得殘

忍或自私，祂無法說謊，祂無法違背誓言，祂無法做出荒誕的事(如：做出方形的圓、有四個

角的三角形，或是重到連祂也無法移動的岩石)。對基督徒而言，神的無所不能會逐步澆灌完

全的信心，知道全能的神會做所有祂已經應許的事；而對非信徒而言，神的無所不能只會不斷

加深驚惶，因為沒有人能夠抵抗祂的意念或是逃避祂的審判。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會透露他的某些特質。下列經節中，神被

賦予些什麼名字或頭銜？ 

a.           的神 (創世記 17:1；啟示錄 4:8, 19:6)。 

b. 就是                    的耶和華 (詩篇 24:8)。 

c. 堅固的           (詩篇 31:2)。 

d. 我的                (詩篇 61:3)。 

e.           的神 (以賽亞書 9:6；以賽亞書 10:21)。 

f. 那               的 (路加福音 1:49)。 

2. 關於神的無所不能，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有任何事物會超出神大能之外嗎？ 

耶利米書 32:17, 27 

 

 

 

馬太福音 19:26 (路加福音 1:37) 

 

 

 

3. 神的無所不能最重要的涵意之一，是使我們可以確信祂能夠實現所有祂決意要做的事。關

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伯記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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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5:3 

 

 

 

詩篇 135:5-6 

 

 

 

以賽亞書 14:24, 27 

 

 

 

但以理書 4:35 

 

 

 

以弗所書 1:11 

 

 

 

4. 在聖經裡，神的無所不能，是最能將祂與人們常塑造的無生命偶像區別開的特性之一。 

a. 在詩篇 115:3-8，無所不能的神與人所造那無用的偶像相較其結果如何？ 

 

 

 

 

b. 根據詩篇 115:9-11，身為信徒應該如何回應此一真理？ 

 

 

 

 

5. 對於基督徒而言，神的無所不能有很重要的涵意，那就是信任祂、祂的旨意和祂的應許。

根據下列經節所述，對於那些信徒而言，神的無所不能意味著什麼？ 

約書亞記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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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21:4-5 

 

 

 

羅馬書 8:31 

 

 

 

腓立比書 1:6 

 

 

 

哥林多後書 3:4-5 

 

 

 

腓立比書 4:13 

 

 

 

6. 根據下列經節所述，基督徒應該以信心與順服來回應神的無所不能。請就此一真理寫下你

的想法。 

a. 信心 (羅馬書 4:19-21) 

 

 

 

b. 順服 (創世記 17:1) 

 

 

 

神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omnipresent)源自拉丁文字 omnipraesens〈omnis，全 +  praesens，在場的〉，

表示同時在每一個地方出現的狀態。聖經上提到的神無所不在，指的是全部的祂永遠存在每一

個地方。無所不在並不是說神的一部分在中國，而另一部分在英國，而是說神的全部會同時在

每一個地方。對基督徒而言，神的無所不在會逐步澆灌極大的信心與安慰──從大到小，每一個

信徒都受惠於神那完整的臨在；而對非信徒而言，神的無所不能只會不斷加深驚惶，因為他們

完全無法躲藏或是逃避神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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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列王紀上第 8 章可以找到有關所羅門王將耶路撒冷建造的聖殿獻給神的記載。在列王紀

上 8:27，所羅門王作了什麼宣告？關於神的無所不在，他的宣告教導了我們些什麼？根據

這段經文，我們還當認為神會被侷限在我們的現代「教堂」嗎？ 

 

 

 

 

2. 下列經節中可以發現一些有關神的無所不在，以及其對全人類有重要涵義的經文。請用你

自己的話寫下每一段經節的摘要。 

詩篇 139:7-10 

 

 

 

耶利米書 23:23-24 

 

 

 

使徒行傳 17:24-28 

 

 

 

3. 下列經節中可以發現一些有關神的無所不在的重要經文，其中特別強調對祂子民的重大涵

義。請用你自己的話摘要出每一段經文所含的真理。 

申命記 4:7 

 

 

 

 

詩篇 46:1 

 

 

 

 

詩篇 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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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3:1-2 

 

 

 

馬太福音 18:20 

 

 

 

馬太福音 28:20 

 

 

 

神無所不知 
    無所不知(omniscience)源自拉丁文字 omnisciens〈omnis，全 +  sciens，從 scire 而來，知

道〉，是指一種擁有所有知識的特性。神的無所不知意味著，祂乃是直接、毫不費力、同時且

徹底地擁有關於所有事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所有知識。沒有任何事物能躲得過神，在神的

知識與事實之間絕無絲毫差別。祂不僅知曉所有事實，還能以完美的智慧加以詮釋。對於基督

徒而言，神的無所不知會逐步澆灌極大的信心與安慰──神知道我們每一樣需要，祂了解每一個

臨到的我們試煉，祂也賜下祂可靠的話語來引導我們度過此生；而對非信徒而言，神的無所不

能只會不斷加深驚惶，因為神會按著祂對所有真相的完美知識審判每一個人──沒有任何罪惡會

被隱藏或遺忘。每一個受造物、每一件行為以及每一個心思意念，在祂面前祂都完全看透。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在撒母耳記上 2:3

賦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祂的無所不在，這個名字傳達了什麼訊息？ 

 

a.大有          的神。 

 

 

 

 

2. 從但以理書 2:20-22 可以發現對神的知識描述得最美麗的其中一個。這一段經文教導了我

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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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列經節中，有些文字用來描述神的無所不知，經由對這些字眼的了解，我們就能開始

領會神知識的偉大。請根據下列的經句來辨識每個字辭： 
 

a. 知識          者 (約伯記 37:16)。整體的、完全的、全然的、毫無缺乏。 

b. 祂的智慧                     (詩篇 147:4-5)。數不清的、無法計算的。 

c. 祂的智慧                     (以賽亞書 40:28)。超越可調查或探究的範圍。 
 
4.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知識不但不會被限制在當下，祂還知道所有事物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關於此一真理，以賽亞書 44:6-8 及以賽亞書 46:9-10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5. 關於神的無所不知以及祂對人類行為的認識，在詩篇 139:1-4 及 11-12 裡我們可以發現對此

描述得最美麗且完善的其中一個。請根據下列綱要，描述神無所不知的範圍： 

a. (第 1 節) 

 

 

 

b. (第 2 節) 

 

 

 

c. (第 3 節) 

 

 

 

d. (第 4 節) 

 

 

 

e. (第 11-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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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聖經，人心沒有任何深奧與秘密是超出神知識的範疇。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

了我們些什麼？請根據所給予的經節完成下述的宣告。 

a. 列王紀上 8:39     唯有祢知道世人的      。 

b. 詩篇 7:9          公義的神          人的                    。 

c. 詩篇 94:11        耶和華知道人的          。 

d. 羅馬書 2:16       神藉耶穌基督          人               的日子。 

7. 對基督徒而言，神的無所不知會逐步澆灌極大的信心、安慰與喜樂。我們可以全然安心神

會一直看顧著我們，祂知道我們每一項需要，祂也了解我們每一個試煉。關於此一真理，

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歷代志下 16:9 

 

 

 

馬太福音 6:7-8, 31-32 

 

 

 

馬太福音 10:29-31 

 

 

 

8. 正如我們所學的，神的無所不知並不會在每個人身上產生相同的反應，一切都視人和神的

關係而定。對非信徒而言，神的無所不知只會不斷加深驚惶，因為神會按著祂對所有真相

的完美知識審判每一個人──沒有任何罪惡會被隱藏或遺忘，在祂面前每一個受造物、每一

件行為以及每一個心思意念，就像是攤開的書本一樣無可隱瞞。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伯記 34:21-23 

 

 

 

詩篇 33:13-15 

 

 

 

箴言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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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5:3 

 

 

 

耶利米書 17:10 

 

 

 

耶利米書 32:19 

 

 

 

希伯來書 4:13 



 

 49



 

 50

 
 
 

唯一 
真神 

 

��� 

神是聖潔的 

 
 

����������������������������������������������������������������������������������������������������������� 

����6:1-3 

 
“’In the year of King Uzziah’s death I saw the Lord sitting on a throne, lofty and exalted, 
with the train of His robe filling the temple. Seraphim stood above Him, each having six 
wings: with two he covered his face, and with two he covered his feet, and with two he 
flew. And one called out to another and said,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AD of hosts, 

the whole earth is full of His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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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iah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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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聖潔的 
 

聖潔的意義 
    聖潔(holy)源自希伯來文字 qadosh，意思是「分開的」、「區別的」、「分離的」、「在平常用

途以外」。對於神來說，它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意義。 

神超越祂的創造物 
    超然存在(transcendence)源自拉丁文動詞 transcendere〈trans，超越…之上 +  scandere，

攀升〉，是指行得比…遠、升得比…高，或是超越他者。身為創造者，神在祂所有創造物之上，

同時祂也和每一個受造物完全不同。神與其他創造物的差別不單是量的不同(一樣，但更大)，

更有質的差異(神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存在)。不管他們再怎麼傑出，世上與天堂所有其他的存在

物都只不過是被造的，唯有神才是那獨一無二、超越宇宙萬物之上、無與倫比的真神，就連站

在神面前最耀眼的天使也不像神，跟在地上蠕動的蟲子一樣不像。神真是無可匹敵的。 

    聖潔是神非常卓越的特質，也是我們所學關於祂的一切中最偉大的真理。其他我們已經或

是將要探討的每一個神的特性，都單單是祂的聖潔的表現而已；這聖潔的天性也說明祂不同於

祂的創造物，祂是個絕對有別、完全不同的存有。神三位一體的天性就是祂聖潔的表現，試問

有任何受造物會如此地不可思議、神秘且美好嗎？我們說神是靈就是祂聖潔的表現，試問有任

何受造物的會如此自由不受阻礙嗎？神的完美、永恆、自存、永不改變、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的真理也都是祂聖潔的表現，試問有任何受造物能如此偉大且值得敬畏嗎？當我們繼

續探討神的特質，以及當你行在祂面前的時候，務要記住一個偉大的真理──神是聖潔的，祂的

本身及其所做的一切事就是祂聖潔的表現。 

神超越祂創造物的墮落 
    神的聖潔是指祂超越創造物在道德上的墮落，並且與所有褻瀆的、有罪的事物分開。神不

會犯罪、不會樂於犯罪、也不會與罪惡為伍。我們再怎麼樣都不可能會過分強調神聖潔的重要。

我們對於此一特性的了解將會影響我們與神各方面的關係。就如同聖經在箴言 9:10 所宣告的：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神的聖潔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聖潔是���或是����� (即：內在的、本質的、屬於祂的天性)。聖

潔並非是神決定要變成的樣子或是想做的事，聖潔是祂最自然的本質──祂就是聖潔的。神若要

變得不聖潔，那祂就必須停止繼續身為神，祂必須否認祂的天性才可以做一些不聖潔的事。這

是一個美好的真理，鼓舞我們對神無比的信心。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出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在下列經節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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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神哪些名字？關於祂的聖潔，這些名字傳達了什麼訊息？ 

a.  我是                    的 (出埃及記 3:14)。神是聖潔的，顯然有別於其他生命

與事物，根本沒有合適的說明或實例能傳達出祂真實的自己。假如我們要求一個人向

我們描述他自己，他可以指出其他人並說道：「我像他一樣。」或是：「我像她一樣。」

相反地，神是無從比較的，就連天堂裡最大的天使長也非描述祂是誰的合適例子。當

摩西向神問道：「祢是誰？」的時候，神也只能指出祂自己並宣告道：「我是那自有永

有的。」這個真理幫助我們了解到神以基督啟示祂自己的重要性。耶穌是道成肉身的

神，也是表明神是誰的唯一真實形象或例證(約翰福音 14:9；歌羅西書 1:15)。如今神

就是指著祂的兒子並宣告：「我和祂一樣。」來回答所有關於祂自己的疑問。 

b.  祂的名      而           (即：使人畏卻、崇敬、害怕)(詩篇 111:9)。真正完全了

解神的聖潔，在神面前必然是深深的敬畏祂。 

c.  那                    、永遠長存、名為           (以賽亞書 57:15)。 

d.  在前面的經文中，一些字像是「聖潔的」、「區別的」、「令人敬畏的」、「至高的」、「崇

高的」等都被用來描述神。關於神的聖潔，這些字傳達給你些什麼？ 

 

 

 

2. 在聖經裡，我們發現到神的聖潔是卓越的、是超凡的。就��而言，沒有其他神的特性如神的

聖潔一般經常在聖經中一再宣告與解釋；以��而論，神的聖潔與其他生命或事物的聖潔是完

全無從比較的。 

a. 神的聖潔是卓越的 (preeminent)〈拉丁文：prae，在…之前 +  eminere，突出〉。如

果將神的聖潔排除在外，我們就不可能了解神的特質。神是聖潔的，超乎萬有之上。

在以賽亞書 6:3 以及啟示錄 4:8 如何闡述此一真理？ 

 

 

 

註：希伯來文獻中，重複的字句乃是用來強調說過的內容，神的聖潔被宣告了三次〈希

臘語 trihagion；tri，三次 +  hagios，聖潔〉，就表示神的聖潔是絕對且無窮盡的，

沒有其他神的特性被如此強烈地表明。聖經裡我們從沒讀過神是「愛哉、愛哉、愛哉」

或是「仁哉、仁哉、仁哉」，但我們卻讀過神是「聖哉、聖哉、聖哉」。聖潔是神本身

以及祂行事的基礎，若有一種神的特性是我們再怎麼樣也不會過度強調的，那便是祂

的聖潔。 

b. 神的聖潔是超凡的 (transcendent)〈拉丁文：trans，橫越或超脫…之外 +  scandere，

攀登〉。神的聖潔無窮盡地勝過萬物，再也沒有任何事物像神那般神聖了！關於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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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出埃及記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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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2:2 

 

 

 

約伯記 15:15 

 

 

 

註：這並不是說天國裡有罪或是墮落存在，而是傳達了兩個真理：(1)沒有任何事物

像神一樣是聖潔的，連天國本身或是其他那些住在天國裡的也是如此。(2)神的聖潔

是���或是����� (即：內在的、本質的、屬於祂的天性)。聖潔並非是神決定要變成的樣子

或是想做的事，聖潔是祂最自然的本質──祂就是聖潔的；相反地，所有其他生命或

事物(即便是天國及其天使)都是從神那裡才得著聖潔。他們本身並非聖潔，他們的聖

潔都是源自於神所賜的恩典，如果神轉而離開他們並且收回祂的恩典，他們就會從聖

潔的榮景跌落到罪惡與墮落的地步。 

以賽亞書 40:25  

 

 

 

 

3. 神的聖潔不只意味在所有創造物中祂是獨一無二的，還意味著祂與所有褻瀆的、有罪的事

物分開。神決不能犯罪、不會樂於犯罪、也不會與罪惡為伍。要說神會被引誘，或是說祂

的天性會被玷汙，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祂總是一直保持祂原來的樣子──聖潔而不墮落。

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5:4 

 

 

 

約伯記 34:10 

 

 

 

以賽亞書 59:1-2 



第六課──神是聖潔的 

 56

哈巴谷書 1:13a 

 

 

 

雅各書 1:13 

 

 

 

雅各書 1:17 

 

 

 

約翰一書 1:5 

 

 

 

4. 神的聖潔不只意味在所有創造物中祂是獨一無二的，以及祂與所有牴觸祂天性的事物(即：

罪)分開，還意味著祂不會樂於犯罪。神對於罪惡不會保持中立或是無動於衷，對祂而言罪

惡是令祂憎恨的事(即：令人厭惡的事物，會引發憎惡或反感)。祂極為憤怒地厭惡所有邪

惡的事物。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申命記 25:16 

 

 

 

註：這段經文以及下面箴言 15:8-9 的譯文出現的「憎惡」(abomination)源自於希伯來文

toeba，是指某些令人反感的(即：討人厭的)、作嘔的、反叛的、淫穢的事物或人。這在詩

篇 88:8 譯作是「為…所憎惡」。 

詩篇 5:4-5 

 

 

 

註：依照詩篇 5:5 的觀點，「神喜愛罪人，討厭罪惡」這個廣為流傳的說法需要重新評價。

神不只厭惡罪惡，祂的憎恨也向那些作惡之人顯露！而此一真理要如何能與其他聖經裡提

到神愛罪人的經節調和一致呢？雖然神的憤怒會向罪人顯露(約翰福音 3:36)，但祂早已藉

著差遣祂的兒子為該受審判的人們而死來表露祂的愛了(羅馬書 5:8, 10)。 

箴言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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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神的聖潔的回應 
    聖哉！聖哉！聖哉神！雖然我們的過犯得罪了祂，讓自己在祂面前成為當受憎恨的，但祂

已經藉由祂兒子的死與我們這些相信祂的人和好了。祂已經拯救我們，且稱我們為祂在世上特

定的子民。我們該如何生活來呼應這個偉大的真理？在聖潔的神面前我們該如何生活？ 

1. 根據下列經節所述，我們承認並了解神的聖潔這件事有多麼重要呢？而我們在個人的聖潔

裡成長又是多麼重要呢？ 

箴言 9:10 

 

 

 

 

希伯來書 12:14 

 

 

 

 

註：我們在箴言 9:10 學習到，神是聖潔的，而且配得所有的尊敬與崇拜，這是擺在人們面

前最重大的真理。如果對此一真理無法正確理解，其他所有的知識與智慧(科學、哲學、歷

史、法律等)都是無用的。在希伯來書 12:14 我們也學習到，不聖潔或不虔敬的人絕不會被

神接受，這並非表示我們能藉由自己的表現在神面前得到正當的地位，而是指所有被神恩

典所拯救的人們將會被同樣的恩典改造。我們在聖潔裡的長進就是我們得救的確據。我們

得救並非因為我們是聖潔的，而是真正的救恩必會領我們朝向真正的聖潔。 

2. 根據希伯來書 12:5-11，神做了什麼來保證祂���孩子能與祂的聖潔有份(即：變得跟祂一樣是

聖潔的)？ 

 

 

 

 

3. 聖哉！聖哉！聖哉神！依照這個偉大的真理，我們該如何生活？對於神的聖潔，以下列出

幾個適當的回應。請閱讀以下所給的經節，並寫下你的評論。 

a.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按尊崇與虔敬而生活。 

詩篇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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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6:2-3 

 

 

 

 

以賽亞書 8:13 

 

 

 

 

哈巴谷書 2:20；傳道書 5:1-2 

 

 

 

 

b.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按崇拜、喜悅與感恩而生活。 

詩篇 30:4 

 

 

 

詩篇 97:12 

 

 

 

詩篇 99:3, 5, 9 

 

 

 

以賽亞書 12:6 

 

 

 

啟示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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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什麼對那些未曾犯罪的天使而言，神的聖潔是個如此令他們驚奇的真理？因為

聖潔並非是一個神完美無罪的詮釋，聖潔乃是展現出神的超凡存在，甚至超乎最高等

的受造物。神與其他創造物的區別不只是量的不同(一樣，但更大)，更有質的差異(神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存在)。不管他們再怎麼傑出，世上與天國其他所有的存在物都不

過是被造的，唯有神才是那有別於其他的、超越宇宙的、無與倫比的真神，就連站在

神面前最耀眼的天使也不像神，跟在地上蠕動的蟲子一樣不像，因此他們也必須要俯

首並且高呼「聖哉！聖哉！聖哉！」 

c.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活在聖潔與順服裡。 

利未記 20:26 

 

 

 

 

註：神已經將我們從世上其他人中分別出來，立為祂的子民。為回應祂的選召，我們

要將自己從所有不討神喜悅的事物中分別出來，並要獻上自己來敬拜服侍祂。 

利未記 22:31-33 

 

 

 

 

註：神已經叫我們成聖(即：區別)來成為祂特定的子民，我們要持守祂的誡命來尊祂

為聖(即：特別看待祂、尊崇祂)；違反祂的誡命就是褻瀆祂的聖名(即：待祂如一般或

不重要)。 

哥林多後書 6:16 -7:1 

 

 

 

以弗所書 4:22-24 

 

 

 

提摩太後書 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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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1:14-17 

 

 

 

 

d.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按誠實正直而生活。 

詩篇 15:1-5 

 

 

 

 

詩篇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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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公義的 

 
 

�������������������������� 

��89:14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are the foundation of Your throne; 

Lovingkindness and truth go before You.” 
Psalm 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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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公義的 
 

公義的意義 
    公義(righteous)翻譯自希伯來文字 tsaddik 以及對應的希臘文字 dikaios，兩者的意思都是指

神的公正、正確或是道德上的卓越。根據聖經所述，神絕對是公義的，祂的作為一直都全然地

與祂的身分一致，神的天性或事工沒有任何錯謬或不正當，祂絕不會「變成」或是「做出」任

何將遭控訴的犯行宣判為無罪的事。祂的事工、命令或審判絕對是完美的，當神根據世人所為

而執行審判的那一天，即使是被定罪的人都將俯首並宣告神是公正的！ 

神的公義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公義是���或是����� (即：內在的、本質的、屬於祂的天性)。公

義並非是神決定要變成的樣子或是想做的事，公義是祂最自然的本質──祂就是公義的。神若要

變得不公義，那祂就必須停止繼續身為神，祂必須否認祂的天性才可以做一些不正當的事。這

是一個美好的真理，鼓舞我們對神無比的信心。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在詩篇 7:9 中賦予

神什麼名字？關於祂的為人與事工，這個名字傳達了什麼訊息？ 

a.            的神 (詩篇 7:9)。 

 

 

2. 下列經節是一些聖經裡有關神的公義與祂的事工最重要的宣告，請用你的話為每則教導寫

下摘要。請記住：神本身的公義和祂行事與審判的公義是有直接關聯的。因為祂是公義的，

所以祂的��正當，祂的��公義。 

申命記 32:4 

 

 

 

約伯記 36:23 

 

 

 

詩篇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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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這裡比喻的很清楚，神的公義比最高的山巔還高聳，比最深的海洋還深遂。 

詩篇 89:14 (97:2) 

 

 

 

 

詩篇 119:142 

 

 

 

 

耶利米書 9:24 

 

 

 

 

3.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正義(像祂的聖潔一樣)是超凡的(transcendent)〈拉丁文：

trans，橫越或超脫…之外 +  scandere，攀登〉。神的公義遠遠超過萬物，再也沒有事物像

神那般公義了。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伯記 4:17-19 

 

 

 

 

以賽亞書 5:16 

 

 

 

 

註：這段經文表示，聖潔的神會藉由祂所行的公義來彰顯出祂自己和所有其他事物是清楚

有別的。神公義的作為最能明確地展現祂的聖潔(即：與其他所有人與事物區別的特質)，

再也沒有像神一樣是聖潔或公義的了。 

以賽亞書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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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的公義(像祂的聖潔一樣)反映在祂對於人和天使諸般行為的態度上。神在道德上不會保

持中立或是無動於衷，祂是喜愛公義且厭惡所有不義。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

們些什麼？ 

詩篇 7:11-12 

 

 

 

 

詩篇 11:7 

 

 

 

 

5. 神的公義保證神絕對做事正當，祂絕不以反覆、偏袒或不公來統治祂的創造物。關於此一

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歷代志下 19:7 

 

 

 

 

約伯記 8:3；36:23 

 

 

 

 

詩篇 9:7-8 

 

 

 

 

西番雅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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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神的公義的回應 
    神是公義的！祂的事工與審判是完美的。我們該如何生活來呼應這個偉大的真理？在如此

公義的神面前我們該如何生活？我們應該變得公義，因為祂是公義的；我們應該崇拜祂，因為

祂是配得的；我們應該心懷感激，因為祂絕對值得我們信任，而我們也當向世人傳揚祂的公義。 

1. 在公義的神面前我們要如何生活？我們要如何呼應祂公義的作為與審判？下列經節教導了

我們些什麼？ 

a.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敬畏祂，過公義的生活： 

歷代志下 19:7 

 

 

 

以弗所書 4:22-24 

 

 

 

約翰一書 2:29；3:7 

 

 

 

註：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在神面前我們並非藉我們自己公義的行為來得到正當

的地位，反之，我們公義的行為才是神拯救我們的確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並非無罪，

但他不會終其一生都活在罪惡與背叛裡。假如有人宣稱要成為基督徒，而他或她的生

活還到處可見對神話語的頑固不順服，欠缺悔改或來自神的教養，顯然他們的聲明並

非發自由衷。 

b. 我們生活應當對神以及祂給的關照大大有信心： 

詩篇 92:15 

 

 

 

以賽亞書 41:10 

 

 

 

以賽亞書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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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過一個崇拜、讚美與喜樂的生活： 

詩篇 96:11-13 

 

 

 

 

詩篇 145:6-7 

 

 

 

 

但以理書 4:37 

 

 

 

 

啟示錄 15:3-4 

 

 

 

 

d. 在神面前我們應當過一個禱告的生活： 

詩篇 145:17-19 

 

 

 

 

路加福音 18:7-8 

 

 

 

 

e. 我們應當向所有世人傳揚神的公義： 

詩篇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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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71:15-16 

 

 

 

 

詩篇 145:6-7 

 

 

 

 

耶利米書 9:23-24 

 

 

 

 

彼得前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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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真實的、誠實的 

 
 

〝������������������������������������������ 

����10:10 

“But the LOAD is the true God; He is the living God and the everlasting King. 
At His wrath the earth quakes and the nations cannot endure His indignation.” 

Jeremiah 10:10 
 

������������������������������������������� 

���23:19 

“God is not a man, that He should lie, nor a son of man, that He should re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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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He said, and will He not do it? Or has He spoken, and will He not make it good?” 
Numbers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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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真實的、誠實的 
 

神的純全 
    純全(integrity)源自於拉丁文字 integer，與任何完全的或完整的事物有關，當用在神身上的

時候，它是說神的特質是完整的、無瑕疵或無缺損的。有三個形容詞用來描述神的純全：神是

���──祂是真的，不是杜撰的、捏造的或是仿冒品；神是���──祂只在真理的範疇內說話行事，虛

謬與祂的本性對立；神是���──祂永遠履行祂的諾言，已經承諾的事祂必將實現。 

神是真實的 

    在聖經裡，真實(true)譯自希伯來文émet 以及希臘文 alethinós，這兩者不僅表示神的真實

性，還包含祂的可靠性。神是真真實實的，祂確實就如同祂所揭示的自己一樣，祂不是仿製品、

冒牌貨、捏造物或只是人造贗品，祂是那唯一真神─迥異於人手所造的偶像和那只活在人們敗

壞妄想裡的假神。 

1. 在聖經裡，名字經常是表露一個人特質的媒介。在下列經節中，哪些是屬於神的名字？關

於神的可靠性，這些名字有何揭示？請寫下你的想法。 

a. 惟有耶和華是      神，是      神，是永遠的王 (耶利米書 10:10)。 

 

 

 

 

b.           的      神 (約翰福音 17:3)。 

 

 

 

 

c. 又      又      的神 (帖撒羅尼迦前書 1:9)。 

 

 

 

 

d.                     的主 (啟示錄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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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唯一」(only)和「活的」(living)在這兒十分重要。在上述經節裡，這二者用來比較

唯一活神與眾多人造而無生命的偶像。 

2. 關於神的獨特性與可靠性，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除了聖經裡提到的神以外，還有

任何真實存在的神嗎？ 

撒母耳記下 7:22 

 

 

 

列王紀上 8:60 

 

 

 

以賽亞書 46:9 

 

 

 

3. 為了充分了解我們所學真理的意義與重要性，有一些能比較唯一真神與人造無生命的偶像

和假神差異的經節，我們須加以思量。與假神和無生命的偶像相較之下，關於真神的獨特

性與可靠性，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115:3-9 

 

 

 

以賽亞書 46:5-10 

 

 

 

4. 在耶利米書 10:3-16 可以發現到，在唯一真實的活神與人造無生命的偶像和假神之間有一

個極佳的對照。請閱讀這些經句，直到你已熟悉內容為止，然後再繼續以下的練習： 

a. 對於人造無生命的偶像和假神，下列經節作何描述？ 

(i)    偶像不過是個           (第 3 節、第 8 節)。說偶像是個謊騙，那是因為他

們應該是要具有大能的，而事實上他們本身還甚至沒有生命。 

(ii)   .偶像不過是從          裡砍下來的           (第 3 節、第 8 節)。 

(iii)   偶像不過是人們(帶著砍伐工具的匠人)的           (第 3 節、第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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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偶像不過是      和      做成的裝飾品 (第 4 節、第 9 節)。 

(v)   .偶像不過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必須用          和          釘牢，這樣他們

才不至於           (第 4 節)。 

(vi)   偶像就像是田野裡的           (第 5 節)。 

(vii)   偶像不能          ，不能          ，必須有人           (第 5 節)。 

(viii)  .偶像對我們既不能          ，也無力           (第 5 節)。 

(ix)   .偶像是          的，其中並無           (第 14 節)。說偶像是虛假的，那

是因為他們應該是要具有大能的，而事實上他們本身還甚至沒有生命。 

(x)    偶像是          的 (第 15 節)。 

(xi)   .偶像是          人的          ，在神的審判下他們必將被除滅(第 15 節、

第 11 節)。偶像是迷惑人的工作，這樣看來他們是配受嘲笑的。 

b. 對於偶像崇拜者(即：那些相信且崇拜偶像的人)，下列經節作何描述？ 

(i)    他們盡都是          ，是          的(第 8 節)。 

(ii)   .各人都成了          ，          知識(第 14 節)。 

(iii)   各銀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           (第 14 節)。 

c. 對於唯一真神，下列經節作何描述？祂與那些人造偶像和假神對照之下有何差別？ 

(i)    第 6-7 節 

 

 

 

 

(ii)   .第 10 節 

 

 

 

 

(iii)   第 12-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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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第七節所述，人們該如何回應聖經中的唯一真神？ 

 

 

 

 

5. 我們已經學習到聖經裡唯一真神的榮耀以及啞巴偶像與假神的虛幻。有鑑於此，我們該如

何生活？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出埃及記 20:3；23:13 

 

 

 

出埃及記 20:4-5；利未記 19:4 

 

 

 

帖撒羅尼迦前書 1:9 

 

 

 

約翰一書 5:20-21 

 

 

 

6. 盲目崇拜可以有非常多種形式，了解這點極其重要。如果我們偏愛任何人或事物更甚於愛

神的話，那我們就犯盲目崇拜的罪了，而當今在世界、職場、政府、嗜好上的愉悅與樂趣，

還有特別是自我本身，正是人群間較為常見的偶像。請用禱告的心來思考此一真理，然後

回答以下的問題：對你而言，什麼是最珍貴的？什麼東西最佔據你的思維？你最考慮到的

事是：神的尊貴與榮耀，在你的家庭裡尊崇神，還有在你所從事的行業中實行神的旨意嗎？

或是你最考慮到的事是：自我、成功、財產、娛樂、嗜好…等等呢？請記住：「他心怎樣思

量，他為人就是怎樣」(箴言 23:7)。在某種盲目崇拜的形式或份量上，我們都沒有罪嗎？

我們難道都不需要悔改並尋求神的憐憫與恩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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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誠實的 
    在思考過神的可靠性以後，現在我們要把注意力轉移到祂的誠實上。神確實就如同祂所揭

示的自己一樣(即：祂是真實的)，不僅如此，萬事就真如祂所說的一樣(即：祂是誠實的)。祂

只在真理的範疇內說話行事。祂的知識完美，因此從不犯錯；祂的特質是聖潔而公義的，因此

祂無法說謊或扭曲真理。曲解與謬誤是不可能發生在神身上的。 

1. 在聖經裡，名字經常是表露一個人特質的媒介。在下列經節中，哪些是屬於神的名字和特

質？ 

a.           的神 (以賽亞書 65:16；詩篇 31:5)。 

b. 神是      的 (約翰福音 3:33)。 

c. 關於神的誠實，這些名字向我們揭露了什麼？ 

 

 

 

 

2. 關於神的誠實，民數記 23:19 和撒母耳記上 15:29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註：神從不說謊，從不後悔或改變祂的目的，祂不像人一樣總是不停地改變心意、犯錯，

還不時扭曲真理。神是真實的，祂的話語是永遠不變的(即：不會改變且不能改變的)真理。 

3. 下列經節如何描述神的誠實？ 

a. 神的誠實達到           (詩篇 57:10)。 

b. 神有          的慈愛和誠實 (詩篇 86:15)。 

c. 關於神的誠實，這些經節向我們揭露了什麼？ 

 

 

 

 

4. 神的誠實有許多極大的涵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可以信任祂和祂無比的承諾。關

於此一真理，下列敘述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謊言的神 (提多書 1:2)。 

b. 神決      能           (希伯來書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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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以上經節，我們應當懷疑神的誠實嗎？我們應當擔心神會說謊嗎？ 

 

 

 

 

5. 我們的神是真理之神。因此，祂的事工和話語就是真實的，這事毫不令人意外。關於此一

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神所      的全都           (但以理書 4:37)。 

b. 他      所      的，是                     (詩篇 111:7)。 

c. 神的          盡都           (詩篇 119:142)。 

d. 神一切的          盡都           (詩篇 119:151)。 

e. 神      的          是           (詩篇 119:160)。 

f. 神的道就是           (約翰福音 17:17)。 

6. 我們的神是真理之神，祂已經在許多方面向世人揭示祂的真理。根據下列經節，神對所有

人，特別是對祂的子民顯露真理的三個基本媒介是什麼？ 

a. 神藉由祂的話語揭示祂的真理。關於此一真理，提摩太後書 3:16-17 教導了我們些什

麼？ 

 

 

 

 

b. 神藉由祂的兒子顯明祂的真理。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翰福音 1:14, 17 

 

 

 

約翰福音 14:6 

 

 

 

註：這個宣告極為重要。耶穌不只教導了這個真理，祂本身就是真理。祂是所有真理

最根本的要素，也是所有真理的泉源，從祂身上可以發現真理最偉大的啟示。這節經

文證實了以弗所書 4:21 裡說的，真理的確是「在耶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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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藉由聖靈顯明祂的真理。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i)    聖靈是          的       (約翰福音 14:16-17；15:26；16:13)。 

(ii)   .聖靈會          神的子民進到一切          之中 (約翰福音 16:13)。 

7. 我們的神是真理之神，祂所有的方法、事工和話語都離不開真理的範疇。根據下列經節，

基督徒該如何回應？ 

a. 我們應當研讀真理的話語。提摩太後書 2:15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b. 我們應當禱告求神真理的知識與指引。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25:5 

 

 

 

詩篇 43:3 

 

 

 

詩篇 86:11 

 

 

 

c. 我們應當為神的真理對祂發出讚美與感恩。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115:1 

 

 

 

 

詩篇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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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們應當按真理活在神面前並且敬拜祂。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51:6 

 

 

 

箴言 3:3 

 

 

 

約翰福音 4:23-24 

 

 

 

e. 我們應當行在神真理的道上，且要因為其他人也如此行而歡欣喜樂。下列經節教導了

我們些什麼？ 

詩篇 26:3 

 

 

 

約翰二書 1:4 

 

 

 

約翰三書 1:3-4 

 

 

 

f. 我們應當用愛來與他人分享神的真理，並要為他們在真理中成長而禱告。關於此一真

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40:10 

 

 

 

以弗所書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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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 2:25 

 

 

 

提摩太前書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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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信實的 

 
 

〝������������������������ 

��36:5 

“Your lovingkindness, O LOAD, extends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Psalm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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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For the LOAD is good; His lovingkindness is everlasting 
And His faithfulness to all generations.” 

Psalm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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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信實的 
 

    信實(faithful)源自希伯來文字 aman 和希臘文字 pistós，兩者都表達確實與穩固的意思。舉

個合適的例子來說，就像是一支能夠撐整棟建築重量的粗壯柱子，或像是父親用以舉起並保護

他無助孩子的強壯臂膀一樣。當「信實」用在神身上的時候，表示祂配得絕對的信賴，祂的子

民可以毫不懷疑、毫無保留地倚賴祂。了解到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是信實的，並不是因為祂

會做祂子民所渴望的每一件事，而是因為祂會做每一件祂已經承諾的事。 

1. 在聖經裡，名字是展現一個人特質的媒介。在下列經節中，哪些名字有屬於神的特質？ 

a. 是          的神 (申命記 7:9)。 

b. 是                    的神 (申命記 32:4)。 

c.           的           (何西阿書 11:12)。 

d. 那          的造化之主 (彼得前書 4:19)。 

2. 下列經節如何描述神的信實？每一段的敘述傳達出什麼真理？ 

詩篇 36:5 

 

 

 

詩篇 100:5 

 

 

 

詩篇 146:6 

 

 

 

3. 了解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神的信實不單只倚靠祂本身的特質，還倚靠祂的大能與恆定性

(即：祂不會改變)。因為一個力量有限的神，祂實現諾言的能力會受到限制，而一個反覆

無常的神也會對祂已承諾的事改變心意。關於神的大能與祂不改變的天性，下列經節教導

了我們些什麼？祂能夠兌現所有祂已經承諾過的事嗎？祂將會改變嗎？ 

a. 神是大有能力的，能兌現所有祂已經承諾過的事： 

詩篇 1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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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14:24, 27 

 

 

 

以弗所書 1:11 

 

 

 

b. 神和祂的承諾是不改變的： 

詩篇 102:25-27 

 

 

 

瑪拉基書 3:6 

 

 

 

4. 關於神對祂的子民和所有創造物的信實，在聖經裡發現了四個非常重要的證據。這些證據

是：(1)神立的約；(2)神的話語；(3)神的事工；(4)神兒子的降臨。以下我們將逐一查考： 

a. 神立的約。「立約」(covenant)源自於拉丁文動詞 convenire〈com，共同 +  venire，

來到〉。而在聖經裡，誓約(covenant)這個字分別來自舊約希伯來文字 berit 以及新約

的 diathéke。當聖經提到神與祂子民之間的誓約時，就是指神對祂子民所立的約──

就是神賦予自己義務要實現且不容失敗的保證。根據下列經節，神在祂所立的約上是

何等的信實？ 

申命記 7:9 

 

 

 

列王紀上 8:23-24 

 

 

 

以賽亞書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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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31:35-37；33:20-21 

 

 

 

b. 神的話語。神的話語是神信實的另一個保證，所有神所說過的話，沒有任何一個字是

曾經失敗的。神是信實的，祂會履行每一個承諾，實現每一個命令。關於此一偉大真

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書亞記 23:14 

 

 

 

列王紀上 8:56 

 

 

 

詩篇 119:89-90 

 

 

 

以賽亞書 40:8 

 

 

 

馬太福音 5:18 

 

 

 

c. 神的事工。俗話說，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會證明他所說過的話是否可信。當我們把這個

諺語應用在神身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祂的信實是十全十美的。關於神從事工中

顯露出祂的絕對信實，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33:4 

 

 

 

詩篇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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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25:1 

 

 

 

腓立比書 1:6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24 

 

 

 

 

d. 神兒子的降臨。從神獨生子的降臨可以看出，這是神的信實最偉大的證據，從聖經的

第一章就可發現神所承諾的，也就是祂的降臨與祂所要帶來的救恩。幾千年後，所有

這些承諾都在耶穌基督身上及其作為裡實現了。關於神經由祂兒子的降臨所表現出來

祂的信實，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路加福音 1:46-47；54-55 

 

 

 

 

路加福音 1:68-75 

 

 

 

 

羅馬書 15:8-9 

 

 

 

 

哥林多後書 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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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部聖經處處都顯露出神的信實。要說神對於祂所說過的每一句話沒有絕對信實，史上還

從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例子。以下我們將思考此種信實的涵義。神乃是全然忠實的，從這個

觀點來看，我們應當如何生活？ 

a. 我們應當信靠上主並在禱告中呼求祂： 

詩篇 31:14 

 

 

 

詩篇 56:3 

 

 

 

詩篇 62:7-8 

 

 

 

以賽亞書 26:4 

 

 

 

b. 我們應當信賴神的智慧與引導： 

詩篇 37:5 

 

 

 

箴言 3:5-6 

 

 

 

c. 我們應當相信祂所承諾的祂必實現： 

羅馬書 4:20-21 

 

 

 

希伯來書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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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1:6-8 

 

 

 

d. 我們應當對所有人宣揚祂的信實： 

詩篇 40:10 

 

 

 

詩篇 89:1 

 

 

 

 

6. 聖經屢次將信賴神的智慧與相信自我的愚昧做對照。請閱讀耶利米書 17:5-8，直到你已經

熟悉內容為止，接著，對於那相信自己力量和智慧的人與信賴神的信實的人，請你描述其

中的差異。 

a. 相信自己的人(耶利米書 17:5-6)： 

 

 

 

 

 

b. 信賴神的人(耶利米書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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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愛 

 
 

������������������������������������������������������������������������������������������� 

����4:8-10 

 
‘The one who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for God is love. By this the love of God 
was manifested in us, that God has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into the world so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In this is love, not that we loved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to be the propitiation for our sins.” 
1 John 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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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愛 
 

愛 ─ 一種神性 
    神的愛是什麼？那是一種神性，驅使祂為了他人的益處能自由且無私地付出自己。聖經教

導我們神聖的愛(即：神的愛)遠超乎某種態度、情感或是工作，那是一種神的��──祂存在或天生

的一部分。神不只愛人，祂本身即是愛，祂是真愛原始的本質，就像是最根本的源頭，所有的

真愛都自祂源流而出。 

1. 哥林多後書 13:11 賦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神的天性，這個名字透露給我們什麼？ 

a.           的      。 

 

 

 

註：神就是愛，是所有真愛的源頭。 

2. 約翰一書 4:8 以及 4:16 可以發現在整部聖經裡，有關神的特質或天性最重要的宣告之一。

這個宣告是什麼？它傳達給我們有關神的什麼訊息？ 

 

 

 

 

註：認知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聖經宣告「神就是愛」而非「愛就是神」，這兩句話不是互

通的。整個宇宙不是被那稱作「愛」的一股心緒、情感或態度所創造與支配，而是被聖經

裡那位本質上就是愛、那位至高無上的神所創造與支配。 

神之愛的許多明證 
    數算天上所有的星星或是地上每一粒沙子，都比測度或企圖描述神的愛還容易得多，其高

遠、深遂與廣袤的程度遠超乎那最聰敏優秀的受造物所能理解。雖然我們永不可能完全理解神

的愛或測度其內容，但我們仍可以藉由查考聖經裡的許多明證，來試圖加深對神之愛的理解。 

神對萬物的恩惠 
    恩惠(benevolence)可定義為一種為他人的「益處」著想、為他們祝福並增進他們福祉的意

向。神是一位如此慈愛的創造者，不論祂的創造物善或惡，神始終追求他們的福祉與益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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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經裡不變的見證。若有任何主張是把祂描寫成一個善變且記仇的，會追求祂創造物的覆滅

與苦難的造物主，這是「絕對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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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神對祂所有創造物的恩惠，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145:9, 15-16 

 

 

 

馬太福音 5:44-45 

 

 

 

使徒行傳 14:16-17 

 

 

 

2. 根據下列經節，所有創造物應當如何回應神的恩惠？ 

詩篇 147:7-9 

 

 

 

詩篇 150:6 

 

 

 

3. 根據羅馬書 1:21-23，普世的人類都如何回應神對他們的恩惠？ 

 

 

 

 

神對罪人的憐憫、恩典與耐心 
    聖經裡發現的三個最美且令人深愛的字眼分別是神的憐憫、恩典與耐心，神的愛確實從這

三樣珍寶中顯明出來。��(mercy)論及神對萬物的慈愛、仁慈心腸或是慈悲，即使是對最粗鄙卑

劣的創造物也是一樣；��(grace)論及神對待創造物的意願，並非根據他們應得的回報或價值，而

是根據祂的慷慨與仁慈；��(patience)或����(longsuffering)則論及關於創造物的軟弱與過犯，祂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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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或忍受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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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出埃及記 34:6，我們發現到在整部聖經裡神最重要的自述的其中一個。關於上述提到神

特質裡的「三寶」，這節經文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註：慈悲的(compassionate)可能被譯作仁慈的(merciful)。「不輕易發怒」(slow to anger)這個

片語可能被譯作有耐心(patient)或是長久容忍(longsuffering)。 

神的憐憫 

    ��(mercy)論及神對萬物的慈愛、仁慈心腸或是同情，即使是對最粗鄙卑劣的創造物也是一

樣，在神的憐憫裡可發現神之愛的偉大表現。在下列所示的許多經節裡，憐憫的概念是藉由慈

悲(compassion)與慈愛(lovingkindness)等字眼傳達出來的。 

1. 下列經句如何描述神？ 

a. 耶和華有           (詩篇 145:8)。 

b. 就是發          的       (哥林多後書 1:3)。 

c. 神既有          的           (以弗所書 2:4)。 

d. 主是          憐憫，大有           (雅各書 5:11)。 

2. 詩篇 57:10 如何描述神？這則敘述意味著什麼？請寫下你的說明。 

a. 神的           (又作：憐憫 mercy)高及          。 

 

 

 

 

3. 根據路加福音 6:35-36，神的憐憫如何向普世的人們顯露？ 

 

 

 

 

4. 根據下列經節，神的憐憫(慈愛及同情)如何向祂的子民顯露？ 

詩篇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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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03:10-14 

 

 

 

耶利米哀歌 3:22-23 

 

 

 

5. 根據下列經節，我們應當如何回應神的憐憫？ 

希伯來書 4:16 

 

 

 

猶大書 1:21-22 

 

 

 

路加福音 6:35-36 

 

 

 

神的恩典 

    ��(grace)表示無功受祿，它論及神對待創造物的意願，並非根據他們應得的回報或價值，而

是根據祂滿溢的慷慨與豐富的仁慈。在神的恩典裡可發現神之愛的偉大表現。 

1. 下列經句如何描述神？ 

a. 耶和華有           (詩篇 145:8)。 

b. 那賜                    的神 (彼得前書 5:10)。 

2. 根據以賽亞書 30:18，神對所有人，特別是對祂子民的態度為何？ 

 

 

 

3. 根據約翰福音 1:14, 16-17，什麼或者何人是神的恩典(即：無功而受的恩惠)最偉大的表現？

請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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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下列經節，神的恩典與罪人的拯救兩者間的關係為何？我們得救是藉由自己應得的報

答還是出自於神的恩典呢？ 

以弗所書 2:8-9 

 

 

 

提摩太後書 1:9 

 

 

 

5. 根據以弗所書 2:7，在拯救罪人上，神偉大而永恆的目的為何？ 

a. 神拯救了我們，使祂榮耀的          得著           (以弗所書 1:6)。 

b. 神拯救了我們，要將祂極          的          ，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
的恩慈，          給後來的世代看(以弗所書 2:7)。 

6. 根據下列經節，對於神藉耶穌基督與福音所顯露出的恩典，我們應當如何回應？ 

使徒行傳 20:24 

 

 

 

羅馬書 6:1-2 

 

 

 

腓立比書 4:13；提摩太後書 2:1 

 

 

 

提多書 2:11-13 

 

 

 

希伯來書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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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5:5 

 

 

 

彼得後書 3:18 

 

 

 

神的耐心 

    ��(patience)與����(longsuffering)論及到神對於創造物的軟弱與過犯所容許或忍受的意願。在神

的耐心裡，特別是從人類滿是罪惡的觀點來看，便可發覺神之愛有著極偉大的表現。 

1. 在出埃及記 34:6，可發現到關於神最重要且最珍貴的真理當中的其中一個。這個真理是什

麼？它又意味著什麼？請解釋你的答案。 

a. 耶和華      輕易          。 

 

 

 

註：此宣告也可以在下列經節發現：民數記 14:18；尼希米記 9:17；詩篇 86:15; 103:8; 

145:8；約珥書 2:13；約拿書 4:2；那鴻書 1:3。諸如此類對神的描述屢次出現在聖經

裡，在在證明了它的重要性與真實性。 

2. 根據彼得前書 3:20，為什麼神在挪亞(Noah)時代審判世界之前延遲了許久？是什麼樣的態

度令神緩住審判的手？關於神的天性，這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3. 神的耐心或長久容忍特別表現在祂對以色列國的仁慈上。根據詩篇 78:36-40，神如何回應

以色列一再地反叛？關於神的耐心或長久容忍，祂的回應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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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就算對罪大惡極的人也富有耐心，其基礎或動機為何？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為

何神這麼有耐心，願意如此容忍不順服且忘恩負義的人類？ 

以西結書 18:23, 32 

 

 

 

提摩太前書 2:4 

 

 

 

彼得後書 3:9 

 

 

 

5. 在民數記 14:18，可發現到關於神的耐心與長久容忍最重要經文的其中一個。它教導我們

雖然神至今仍然容忍著，但祂還是公義的，在所提供的每一個赦免都被拒絕以後，祂將會

審判作惡的人。請填寫以下空格並完成句子： 

a. 神的耐心：耶和華      輕易          ，並有豐盛的慈愛，赦免罪孽和過犯。這個

真理教導我們，即使是對最任性的罪人與最頑劣的反叛者，神都是非常有耐心的。 

b. 神的正義：祂萬不以          的為          ，必追討父親的罪懲罰子孫，直到第
三、第四代。這個真理教導我們神有耐心，並有意「長久容忍」那些反叛祂的人；然

而，那拒絕悔改的罪人終必因他的罪而受懲罰。這個真理同樣在那鴻書 1:3 有清楚的

宣告：「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6. 根據羅馬書 2:4，關於神對我們罪惡的耐心與長久容忍，我們應當如何回應？以神的仁慈

來看，罪人應當做些什麼？ 

 

 

 

 

 

神賜下祂的愛子拯救祂的子民 
    我們已經學習過，神的愛是超乎理解能力以外的，而神用幾乎無限多的方式表明給祂所有

的創造物知道；然而，聖經教導我們，有一個神愛的表現，是遠在所有愛的表現之上──神賜下

祂的獨子來拯救祂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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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約翰一書 4:8-10 可以發現，在整部聖經裡，有關神的愛及其對人們偉大表現最重要的經

文之一。請把這一段經文閱讀幾次，直到你熟悉內容為止，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a. 關於神的特質或天性，第 8 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b. 根據第 9 節所述，神愛祂子民最偉大的表現是什麼？ 

 

 

 

c. 根據第 10 節所述，神的愛是出於我們愛祂的一種回應嗎？是或不是？請解釋你的答

案。 

 

 

 

2. 從約翰一書 4:8-10 我們已經學到，神差遣祂的兒子為祂子民們的罪而死，這是無功而受、

無條件的愛最偉大的表現。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為什麼神要差遣

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而死，並拯救我們免遭審判？ 

約翰福音 3:16-17 

 

 

 

羅馬書 5:6-8 

 

 

 

3. 假如神如此愛我們，甚至當我們在祂眼裡還是仇敵的時候，祂還賜下祂的兒子為我們而死；

如今我們已是祂的孩子，這樣的愛會令祂為我們做什麼事呢？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

麼？ 

羅馬書 5:8-10 

 

 

 

羅馬書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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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造物主、供應者 

 
 

����������� 

���1:1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earth.” 
Genesis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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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To Him be the glory forever. Amen.” 

Romans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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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造物主、供應者 
 

神是造物主 
    聖經與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真理之一是，神是天與地的造物主；祂在萬有之先，萬有因祂而

存在。祂不是由某種東西所造成，也不是由某個比祂更偉大者所創造，祂才是萬物的起因與創

造者，沒有任何存在的事物能離開祂而存在。唯有祂是造物主，沒有人能與祂分享這個榮銜。 

    神創造諸天以及地上的所有事物，這樣的信念會徹底影響一個人生活中的所有觀點。��，

它當使人敬畏與尊崇。竟有一位這麼偉大的神，祂創造無數的天體與生命，且能毫不費力地供

應他們，這等知識是超乎常人所能理解的；這樣的一位神配得絕對的尊崇。如果有時候我們會

對祂的創造物發出驚嘆，那麼我們又當如何更加敬畏祂呢？��，它當使人感恩與敬拜。假如神

沒有創造我們，我們就不會存在，拒絕向祂獻上感謝與讚美，就犯傲慢自大及忘恩負義的罪了。

��，它當使人謙卑。人算什麼，神竟如此掛慮？我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祂創造我們，離開祂，我

們就什麼也不是了；在神面前缺乏謙卑實在令人費解。��，它當賦予我們存在的目的。我們不

是逢機巧合或是自然演化過程的結果，我們是根據神的構思，為了祂的目的與美意而造的。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會描述他們是誰並揭示他們的某些特質。

在以賽亞書 40:28 賦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祂的偉大以及祂與祂創造物的關係──特別是人

類，這裡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2. 下列經節是一些聖經裡提到神是創造者最重要的陳述。請細想每一段經文，並確認其中所

要傳達的真理，它們教導我們哪些與神有關的事？關於人對神的倚賴與所虧欠神的恩情，

這些經文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創世記 1:1-2 

 

 

 

尼希米記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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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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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2-3 

 

 

 

註：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上述的約翰福音 1:3 與下列的歌羅西書 1:16 都論及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父神創造了萬物(歌羅西書 1:16)。 

歌羅西書 1:16 

 

 

 

註：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萬物不僅透過神的兒子所造，更是為了神而造的──為了祂的榮

耀與美意。 

希伯來書 3:4 

 

 

 

註：若想人所住的房子是輕易地就矗立在那兒，這樣就太荒謬了；房子的存在即暗示必有

位智慧的建造者，而這個複雜的宇宙又多麼暗示著有一位具位格與智慧的造物主呢？ 

希伯來書 11:3 

 

 

 

註：神學家常使用拉丁詞句來形容神的創造工作：creatio ex nihilo──從無變有。神並不用

那些已經存在的材料來建造宇宙，祂憑藉自己的大能，為了祂自己的榮耀，從無變有創造

宇宙。 

神是萬有的供應者 
聖經教導我們神不只是天地的造物主，祂還是他們的供應者，沒有任何存在的事物能離開

祂而存在，假如祂轉身離祂創造物而去的話，即使只是片刻，所有事物都將傾覆。我們的每一

次呼吸與每一個動作全倚靠神，從最高位的天使到最低位的蠕蟲，每一個存在的生命是絕對倚

賴神而活的。無論是屈身謙卑敬拜的人或是緊握拳頭蔑視神的人都有這樣的共通點──他們所以

能生活、呼吸與行動，都是藉著祂仁慈與供應的大能。因為祂創造，所以他們存在；因為祂賜

予氣息，所以他們能呼吸；假如祂離他們而去的話，他們將歸於塵土。 



  第十一課──神是造物主、供養者 

 109

1. 我們在提摩太前書 6:13 可發現到，一個有關神及萬物倚賴於祂的極簡短卻強而有力的宣

告。關於神的大能及萬物對祂絕對的倚賴，這裡教導了我們些什麼？請完成此則宣言並解

釋其意義。 

a. 叫                     的神。 

 

 

 

 

2. 聖經不只教導我們神創造了宇宙，還教我們祂藉著大能信實地給予供應支持。若沒有神，

這個宇宙一開始就不會存在；若沒有祂繼續不斷地看顧，這個宇宙及每個生物都將傾覆；

所有事物都必須倚賴祂方能存在。關於此一偉大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伯記 12:10 

 

 

 

約伯記 34:14-15 

 

 

 

詩篇 104:27-30 

 

 

 

歌羅西書 1:17 

 

 

 

註：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上述的歌羅西書 1:17 與下列的希伯來書 1:3 都論及神的兒子。

祂不只是萬物的造物主，還是所有祂創造物的供應者。 

希伯來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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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徒行傳 17:22-31 記載了使徒保羅在馬斯山丘(Mars Hill)對伊壁鳩魯(Epicurean)以及斯多

亞學派(Stoic)哲學家的佈道，這一段包含最偉大的講道之一，即論述神是宇宙的造物主與

供應者。請根據下列經文，完成並闡釋這四個針對神以及人們對祂的絕對倚賴而提出的偉

大宣告。 

a. 祂是創造          和其中          的神 (第 24 節)。 

 

 

 

 

b. 祂是             的主 (第 24 節)。 

 

 

 

 

c. 祂自己將          、          、          ，賜給萬人 (第 25 節)。 

 

 

 

 

d. 我們          、          、          ，都在乎祂 (第 28 節)。 

 

 

 

 

神是萬有的擁有者 
    神是天地萬物的造物主與供應者，因此，祂聲言萬物皆歸祂所有是一點也不假。如果我們

要對神以及我們在祂創造物中的地位有正確了解的話，首先要理解的其中一個真理就是：我們

並不屬於我們自己所有。神並非創造我們來歸給我們自己，我們是屬於那造我們的，在祂面前，

我們有責任根據祂的旨意，為了祂的榮耀與美意而生活。 

1. 在聖經裡，一個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會描述他們是誰並揭示他們的某些特

質。在創世記 14:19, 22 賦予神什麼名字？這裡向我們傳達了哪些關於祂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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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神對祂創造物的所有權，下列有一些在聖經裡極為重要的敘述。請細想每一段經文，

並確認其中傳達的真理。它們如何論證神對祂的創造物，特別是對人類的所有權？ 

申命記 10:14 

 

 

 

約伯記 41:11 

 

 

 

詩篇 24:1-2 (50:10-12; 89:11) 

 

 

 

創造的目的 
    從聖經裡我們已經學習到神是祂創造物的造物主、供應者以及正當的擁有者，我們現在接

著要考慮祂創造萬物的目的。假如神不一定非要創造宇宙不可，又假如神並不需要藉宇宙來填

滿祂存在的空缺的話，那麼在創造萬物以及人之存在的背後有什麼神聖的目的呢？聖經大膽且

毫不諱言地宣告一切都是出於�������。 

全然豐富的神 
神最令人敬畏與謙卑的真理之一是，祂沒有任何需要或倚賴別人的地方。祂的存在、祂意

念的實現，和祂的愉悅或滿足並不需依靠祂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事物，祂是唯一能真正自存、自

立、自足、獨立與自由的神。所有生存之物都要從神那兒才能得著生命與祝福，但是在神本身

就可以找到祂存在與喜悅的所有必要的東西。如果讓人聯想到，神之所以造人是因為祂會孤單

或是祂並非完美無缺的話，那真是愚蠢至極，甚至有褻瀆的意味；創造並非神有缺陷使然，而

是由於祂的充足或豐富的滿溢所致。 

1. 關於神的自存與自足，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神的生命或存在來自哪兒？祂倚賴另

一個人嗎？ 

詩篇 36:9 

 

 

 

約翰福音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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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神的生命就在祂自己裡面，對於全部有生命的創造物而言，祂是生命的泉源。祂不倚

賴另一個人，但是所有事物都倚賴祂。 

2. 神的自足性是一個強力的宣告，宣告祂的無限偉大，以及在祂創造物之上的崇高地位。所

有事物要想存在都需倚靠祂，而他卻不倚靠任何東西。使徒行傳 17:22-31 記載了使徒保羅

在馬斯山丘(Mars Hill)對伊壁鳩魯(Epicurean)以及斯多亞學派(Stoic)哲學家的佈道，在第

24-25 節，他以三個極為重要，有關唯一真神的宣告來反駁他們崇拜偶像的觀點。關於神

的自足性以及祂和祂創造物之間的關係，這些宣告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 (第 24 節)。 

 

 

 

b. 神不用人手服侍 (第 25 節)。 

 

 

 

c. 神不需要任何東西 (第 25 節)。 

 

 

 

神的榮耀 
    如果神並非因為某種需要而創造這個世界，那麼祂的目的是什麼？神為什麼要創造這一切

所有的東西？聖經教導我們，神創造他們是為了祂的愉悅與榮耀〈即：彰顯祂的偉大，並從我

們接受祂應得的尊崇與敬拜〉，這聽起來也許奇怪，甚至覺得神有些自我中心與自私，但這是

完全悖離了真理。��，神配得到在祂創造物之上最高的地位，祂也配成為我們所有關注、行動

與敬拜的對象；對祂而言，否定祂在我們之上的「首要地位」就等於否定祂自己是神。��，神

統管萬事萬物，這樣祂的偉大就完全展現在我們面前，這是神能為我們做的最美好的事，也是

祂能向我們展現的最大善意。如果神是具有無限的價值、美妙與權能，那麼祂所賜給我們最具

價值、美妙與權威的禮物，就是向我們展現祂的榮耀。 

1. 神是天、地以及居住其中萬物的造物主、供應者與當然的擁有者，萬物都是藉著祂造、屬

於祂，並且為了祂的榮耀而存在。關於此一真理，羅馬書 11:36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請完

成每一則敘述。 

a. 萬有都是          祂。神是萬物的��，是所有生命的泉源(詩篇 36:9)。創造物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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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片刻都仰賴神，而離開祂就什麼也沒有了。人並非進化過程中無意間產生的結

果，若是這樣他活著就沒有任何目的；人也不是他自我存在的根源，若是這樣他便是

為自己而活；人是神所做成的工，如此人就是為了祂的榮耀而活。 

b. 萬有都是          祂。神是那���，藉此萬物得以被造與被供應，假如神轉身離祂創

造物而去的話，即使只是片刻，一切都將變得����。然而，祂藉由那無法阻撓的王權、

不能探究的智慧以及無限的大能供養著萬物，並將偉大的目標指引給他們(微小分子

與人類都一樣)，也就是他們被造的目的──神的榮耀。 

c. 萬有都是          祂。在這簡單的片語裡可發現存在的意義。神創造萬物且在萬物

間作工，完全出於祂的美意與榮耀──彰顯祂的偉大，並接受來自我們祂所應得的尊

崇與敬拜。 

d. 願                     祂，直到永遠。          。對於神的偉大，唯一合宜的

回應是尊敬祂是遠超過萬有之上的，並給予神最高的尊崇、敬愛與讚美。在神學研究

裡有一句很重要的拉丁片語，用來描述此一真理──Soli Deo Gloria，翻譯過來的意思

是「榮耀單單歸於神」。 

2. 在歌羅西書 1:16 發現到一節與羅馬書 11:36 非常相似的經文，但它特別提到神的兒子。關

於創造的目的，這節經文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a. 一概都是          祂造的，又是      祂造的。父是萬物的源頭(羅馬書 11:36)，

但祂藉著兒子創造萬物(約翰福音 1:3；希伯來書 1:2)，子是父與受造物之間的中保。

父藉由兒子��萬物、向祂的創造物��自己(約翰福音 1:18)、使受造物與祂��(哥林多後書

5:19)、��受造物(腓立比書 5:19)，並且將在某天��受造物(約翰福音 5:22)。 

b. 萬物都是          祂造的。萬物都是為了父與子的榮耀及美意而造的，這樣的說法

毫不矛盾。根據聖經所述，父愛子，並將萬有交在祂手裡(約翰福音 3:35)，父的旨意

是要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約翰福音 5:23)，因此正如羅馬書 11:36 所示，關於

創造的每一個目的也都與子有關。在每個領域，萬物受造都有一個偉大而終極的目的

──神的榮耀。 

我們對神造物主的回應 

敬畏與謙卑 
我們對神是造物主的首要回應應當是敬畏與謙卑。我們敬畏神要到這樣的程度：我們承認

祂在我們面前那至高無上的地位，是一切的造物主與上主，並且以至為尊重與敬畏的態度看待

祂；我們謙卑自己要到這樣的程度：我們承認我們在祂面前的地位，只是那受造物──屬祂所有，

因祂的榮耀與美意而造的。當世人都正確理解創造的意義，那便會讓所有人都充滿敬畏與震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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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俯伏在神面前，並且真正對創造他們的那一位神有全然倚賴的感覺。 

1. 神的崇高與大能令人敬畏，按此觀點，人類的首要回應應當是崇拜與敬畏。請閱讀詩篇

33:6-9，根據第 8 節所述，地上的居民應當如何回應那位透過萬物將自己無限的大能與智

慧顯明出來的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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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敬畏與崇拜是不可能與謙卑分開的。倘若我們真的明白有關神無限的完美與大能，在祂面

前我們就會謙卑自己。請閱讀詩篇 8:1-4，根據第 4 節所述，詩篇作者對神創造的冥想如何

在他裡面產生極謙卑的態度？這樣的態度該如何反映在每個人的生命裡？ 

 

 

 

 

 

崇拜與愛慕 
受造物怎麼能不敬拜他的造物主與供應者呢？欠祂的恩情是數也數不清的。假如祂未曾開

口，會有任何東西被創造出來嗎？假如祂不供應萬物，他們不會瞬間歸於混沌與毀滅嗎？星座

與行星沒有祂能找到運轉的方向嗎？如果祂的手沒有抑止諸海，它們不會溢出邊界而將陸地吞

沒嗎？若非神允許，一個人有辦法再多吸一口氣嗎？那麼，我們怎能不敬拜祂呢？對於受造

物，特別是對人而言，主要目的就是要敬拜那創造我們，且藉著祂的大能與信實供應我們的神，

這樣的說法一點也沒錯。敬拜神是我們至高的特權與最大的責任。當我們敬拜神的時候，我們

就終於達成我們被造的目的了。 

1. 根據啟示錄 4:11，神為何配得讚美？ 

 

 

 

 

2. 在詩篇 148:1-13 發現一個呼召，要求各領域的每個受造物對造他們的神表達敬拜、尊崇與

榮耀。請閱讀這經句，直到你熟悉其內容為止，接著完成以下的練習： 

a. 對於那些被呼召向神敬拜的創造物，請確認其不同的被造物種與範圍： 

 

 

 

 

b. 根據第 5-6 節所述，這裡賦予了什麼向神敬拜的理由？ 

 

 

 

 

c. 根據第 13 節所述，這裡賦予了什麼向神讚美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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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神是造物主與供應者這個課題的研習，我們將以二則命令來作結，此二則命令所指遍

及所有地區和各領域的受造物。命令的內容是什麼？對人類而言，每個命令的涵義為何？ 

詩篇 103:22 

 

 

 

 

註：人如何能頌讚神？我們沒有能力舉出任何還不屬於祂的頌讚來獻給祂。頌讚神單單就

是自我們心裡承認他的偉大，並在讚辭中表明祂的偉大。 

詩篇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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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是一切的主 

 
��������������������������������������������������������������������������������������������������������������������������� 

����4:34-35 
“But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I, Nebuchadnezzar, raised my eyes toward heaven and my 
reason returned to me, and I blessed the Most High and praised and honored Him who 
lives forever; For His dominion is an everlasting dominion, and His kingdom endur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are accounted as nothing, 
but He does according to His will in the host of heaven and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earth; and no one can ward off His hand or say to Him, ’What have You done?’” 
Daniel 4:34-35 

 
������������������������������������������� 

�����1:17 
“Now to the King eternal, immortal, invisible, the only God, 

be honor and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I Timothy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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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一切的主 
 

    聖經不只教導我們神是宇宙的造物主與供應者，而且祂也是至高的上主與君王，祂以祂完

美的智慧、無限的大能以及絕對的公義，來統治從最大到最小的所有受造物、一舉一動與事物。

祂做事完全按照祂自己的旨意，不受約束，祂也是為了祂的榮耀與美意而做的；任何祂所決定

的事，天地間再沒有其他力量能夠廢止。 

神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我們開始著手研習王權之前，有一個絕對有必要去正確了解，而我們也必須先加以思考

的教義──������(supremacy)。���(supreme)是指在卓越程度、地位以及權柄都是最高的；神的����是指

祂被高舉在一切受造物之上崇高的地位。 

    神的至高無上這個真理有許多涵義。對於���而言，它的意思是指神的卓越程度乃是無限大

於任何祂所創造的，祂的價值也是無限高出所有受造之物的總和；就����而言，它的意思是祂是

崇高的，位於所有受造物之上，沒有人能跟祂平起平坐；對於����而言，它的意思是祂在萬物的

核心位置，並且指引萬物朝向一個偉大的目標──祂自己的榮耀。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要的涵義，這涵義常會形容他們是誰並揭示他們的某些特質。

下列經節賦予神哪些名字或頭銜？關於祂的至高無上，以及祂和祂創造物的關係，特別是

人，這些又向我們揭露了什麼？ 

a. 耶和華          ，超乎           (詩篇 97:9)。 

 

 

b. 那                    、                    名為聖者的如此說 (以賽亞書
57:15)。 

 

 

2. 在查考過那些揭露神的至高無上的名字以後，我們現在要考慮聖經裡關於神的至高無上的

最美麗的宣告之一。請閱讀歷代志上 29:11，直到你熟悉其內容為止，接著回答下列問題： 

a. 這裡賦予神的六個特質與權利是哪些？ 

(i)             。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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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iv)             。 

(v)             。 

(vi)             。 

b. 這六個特質如何論證神的至高無上？ 

 

 

 

 

 

c. 歷代志上 29:11 在宣告神超越萬物的偉大及至高無上之後，以一則關於神非常重要的
論述作結。神為祂自己做了什麼？這裡如何展現祂在萬有之上正當的至高地位？ 

神為          ，為          之      。 

 

 

 

 

3. 對於神的至高無上這方面的研習，以下我們將以查考聖經詩篇裡兩則非常重要的經文來作

結。關於神超越萬物、絕對至高無上，這些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97:9 

 

 

 

 

詩篇 113:4-6 

 

 

 

 

註：在第 6 節我們讀到：「自己謙卑，觀看天上地下的事。」這是整部聖經裡最具威嚴的經

文之一。它說明了神是如此榮美、卓越與美好，祂屈尊(即：謙卑自己)將目光從祂自己的

美好轉離，並注視其他的生命與事物。就算將天上地下所有的美好都加起來，與神的榮美

相較之下都不算什麼。 

神王權的榮銜 
    在聖經的思維和語言裡，一個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出關於此人許多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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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在聖經裡發現許多名字與頭銜，它們都傳達出關於神特質與事工的重要真理。透過對這

些名字的探究，我們得以用更美妙與深刻的方式來了解祂。以下我們將考慮最為重要的名字與

頭銜，這些都會展現神在萬有之上的絕對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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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 

聖經裡最常被用來傳達神的王權的英文頭銜就是��(Lord)。此頭銜是描述某個人擁有在他人

之上的地位與權威，當應用在神身上的時候，它是指祂在萬有之上的絕對王權。認知這一點很

重要，那就是「上主」這個頭銜不只傳達有關神的真理，也確立了人與祂的關係；如果神是上

主，那麼所有創造物，特別是人類，就是祂的臣民了。 

1. 在聖經裡，一個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下列經節中賦

予神什麼名字或頭銜？關於祂上主的身分，它們傳達了些什麼？ 

a. 神是             的主 (使徒行傳 17:24)。 

 

 

 

 

b. 神是          之主 (提摩太前書 6:15)。 

 

 

 

 

君王 

��(King)這個頭銜與上主關係密切。在英文裡，大概沒有其他頭銜能這麼強而有力地傳達這許

多概念，不只有王權與大能，還包括王者尊嚴、高貴與威儀。在聖經裡，神是萬有之上的偉大

君王，以祂無比的榮耀實行統治，祂的寶座在天上，地是祂的腳凳，祂的國度直到永遠。 

1. 在聖經裡，一個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下列經節中賦

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祂君王般的統治權，它們傳達了些什麼？ 

a. 治理          的      君王 (詩篇 47:2, 7；瑪拉基書 1:14)。 

 

 

 

b.           的王 (但以理書 4:37)。 

 

 

 

c.           之       (提摩太前書 6:15；啟示錄 17:14;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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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      王，超乎          之上 (詩篇 95:3)。 

 

 

 

 

註：這段經文並非教導我們有一個以上的神，或是說唯一真神在與其他的神爭奪首

位。它的意思是說，神遠超乎所有墮落人們在心裡與意念中所曾構想的假神之上。 

e. 那                    、                    、          的君王，          的
神 (提摩太前書 1:17)。 

 

 

 

 

元首、統治者與主人 

��(Sovereign)、���(Ruler)與��(Master)這三個屬神的頭銜清楚地傳達神的權威超乎祂創造物之上。�

�這個頭銜來自於拉丁字首 super，意思是「凌駕…之上」或是「在…之上」，乃是論及一個人以

權威統治他人；���這個頭銜源於拉丁動詞 regere，意思是「清楚地指引」或「引導」，乃是論及

一個人以權威設立標準並劃定路徑；而��這個頭銜則源於拉丁專名 magnus，意思是「偉大的」

或「廣大的」，乃是論及一個人控制或支配某種事物，就像是老師通曉某個研究領域，或是主

人對他的奴僕擁有支配權，抑或是統治者統治他的臣民一樣。下列經節中，我們將會學習神超

乎所有創造物之上，是唯一真正的元首、統治者與主人。 

1. 在聖經裡，一個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下列經節中賦

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祂的王權，它們傳達了些什麼？ 

a. 那               、                     的 (提摩太前書 6:15)。 

 

 

 

b.                在人的國中           (但以理書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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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們          的           (猶大書 4；提摩太後書 2:21；彼得後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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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王權的延伸 
    常常有人問起「神統治的極限在哪裡？有任何受造物或活動不在祂管轄之下嗎？」聖經的

回答非常明確──每個存在的生命、每個被造的事物，以及所有歷史事件都處於神王權的管轄之

下。祂統管萬物，包括人在內沒有一個能超出祂的統治範圍；神身為造物主與供應者，祂獨有

無法挑戰的權柄，能按照自己的意念與美意統治所有領域與萬物。凡是祂想要的，祂就能成就，

天上地下甚至是地獄，沒有任何力量能將祂已經決定的事加以改變或阻撓。 

1. 下列是聖經裡一些關於神的絕對王權最重要的宣告，請細想每段經文，接著確認其中所傳

達的真理。關於神王權的延伸，它們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33:11 

 

 

 

詩篇 103:19 

 

 

 

詩篇 115:3 

 

 

 

詩篇 135:6 

 

 

 

以賽亞書 46:9-10 

 

 

 

以弗所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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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能在萬物的各個領域中施行任何合祂意願的事，這個真理不只見證祂的王權，也見證了

祂的全能，祂是最有能力的，因此沒有任何受造物或力量能對抗祂。關於此一真理，下列

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歷代志下 20:6 

 

 

 

 

約伯記 23:13 

 

 

 

 

箴言 21:30 

 

 

 

 

3. 在但以理書 4:34-35 可發現在整部聖經裡，有關神超乎萬物之上的王權最重要的宣告之一。

請為下列每一段經節寫下摘要，並請說明其中所教導我們關於神王權的事。 

a. 祂的權柄是永有的，祂的國存到萬代 (第 34 節)： 

 

 

 

b.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 (第 35 節)： 

 

 

 

c. 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祂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 (第 35 節)： 

 

 

 

d. 無人能攔住祂手 (第 3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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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無人能問祂說：「祢做什麼呢？」 (第 35 節)： 

 

 

 

我們對神王權的回應 
    神是萬物的統治主與君王，祂統治所有從最大到最小的創造物、一舉一動與事物。祂能按

自己的旨意做任何事情，完全不受拘束，一切都是為了祂的榮耀與美意而做的，祂所決意要做

的事，天上地下沒有任何力量能加以阻撓。對於這麼一位神，人們應該如何回應呢？聖經裡說

的很清楚──敬畏與崇拜。當所有人都真正了解神的王權或統治權的時候，就會俯伏在祂面前，

並承認唯有祂才是配得萬物的敬畏、順服與崇拜。 

敬畏與順服 
    人們對於神王權的首要回應應當是敬畏與順服。敬畏神就是承認祂最高的地位，在我們面

前就像上主一樣，並且以最高的尊敬與敬畏來看待祂，如此敬畏的態度就會產生順服。王權意

味著一個人對另一人施行權柄的關係。如果我們真正承認神的王權，那麼在祂面前，對於祂的

旨意，我們就會必恭必敬表現謙順。 

1. 神身為萬物的上主與唯一的元首，關於那本應歸給祂的那大而真誠的敬畏，下列經節教導

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47:2 

 

 

 

耶利米書 10:7 

 

 

 

但以理書 6:26 

 

 

 

2. 在思考過本屬於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敬畏後，我們就要考慮必然隨之而來的順服。神身

為萬物的上主與唯一的元首，關於祂所應得的忠誠與順服，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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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5:23 

 

 

 

崇拜與讚美 
    世上的君王與統治者終究會死，他們的王國也只是一時，終究會傾頹，如果人們認為向他

們獻上尊崇與敬意是合宜的，那麼對於那國度存到永遠的永恆之君，人們又該向祂獻上何等大

的尊崇！雖然有很多王很多主，但唯有神才領有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榮銜，唯有祂才擁有萬

物之上的至高地位，以絕對且不受阻礙的王權施行統治。在祂面前，地上的居民如同蝗蟲，國

家也不過像從水桶落下的一滴水珠，只被視為天平上塵埃的細末。祂能把統治者們化為無物，

能讓天使與眾人裡最有力量者的決斷成為空虛。沒有任何才智、判斷與決議能與祂對抗，祂都

按自己完美的旨意來成就所有的事情；天上地下沒有任何創造物能制止祂的手，或是對祂說：

「祢做了什麼呢？」因此祂理當成為崇拜與敬愛的焦點。 

1. 神身為元首與君王，關於祂所應得的敬畏與崇拜，在詩篇 99:1-5 可以找到在舊約中最具權

威的宣告之一。請閱讀這些經句，直到你已經熟悉其內容為止，接著回答下列問題： 

a. 下列經文如何描述神？關於祂對萬物的君權統治，這些對神的描述向我們傳達了什
麼？請完成下列宣告： 

(i) 祂           (第 1 節)。 

(ii) 祂      在               上 (第 1 節)。 

(iii) 祂在錫安           (第 2 節)。 

(iv) 祂          萬民之上 (第 2 節)。 

(v) 祂的名      而           (第 3 節)。 

(vi) 祂本為       (第 3 節)。 

b. 根據第 4 節所示，它如何描述神的統治？祂對萬物行王權統治的特徵是什麼？請完成
下列宣告： 

(i) 喜愛          。 

(ii) 堅立          。 

(iii) 施行          和          。 

c. 根據下列聖經經文，對於神已經揭露的，關於祂自己以及祂對萬物的王權統治，人們
對此應當有何回應？ 

(i) 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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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 3 節： 

 

 

 

(iii)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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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 

“But the LORD abides forever; He has established His throne for judgment, and He will 
judge the world in righteousness; He will execute judgment for the people with equity.” 

Psalm 9:7-8 
 

���������������������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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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asmuch as it is appointed for men to die once and after this comes judgment…” 
Hebrews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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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立法者、審判者 
 

    我們已思考過神乃是上主，現在要思考祂身為萬物之立法者與審判者的地位。聖經教導我

們，神是聖潔、公義與慈愛的元首，祂在意祂創造物的福祉。這樣的一位元首應該統治其創造

物並主持正義，賞善罰惡，這說法一點也沒錯。根據聖經，神已經向所有人顯露祂的旨意，並

將依據那已揭示給他們的標準來審判眾人，萬物也都可確信，神必依據最嚴格之公平與正義的

標準來審判他們。有一點必須永遠認清，那就是神對人們的審判並非殘酷或毫無根據，而是祂

的聖潔與公義所帶來無可避免的結果，也是祂掌權所必要的一部分。一個放棄審判邪惡的神，

不會是良善或公義的神；受造物處在一個邪惡不受約束與審斷的地方，將很快地自行毀滅。 

神是立法者 
    聖經教導我們，宇宙的造物主與元首同時也是其至高的立法者與審判者。神已經制定了道

德律法，所有人必須依此而生活，同時這也使人們為自己的順服與否負責。根據聖經，人不是

被造來自治(autonomous)〈希臘語：auto，自我 +  nomos，律法〉或自律的，而是被造來服

膺在神律法下的神治(theonomos)〈theos，神 +  nomos，律法〉。 

    身為立法者與審判者，神既聖潔又公義。神的��表示祂與其他通俗的、褻瀆的或有罪的事

物有所分別，神的��表示祂所有事工與審判是公正且公平的。這些特質保證神的律法一直都會

是合宜或正確的，祂的審判也永遠都是完美的；祂永遠都做對的事情。在祂審判的偉大日子，

當所有人們都站在祂面前的時候，他們就能確定祂將以完全的正義對他們施行審判，而即使是

被定罪的都將俯首並宣告說，全地的審判者對他們的審判是公正的。 

1. 在以賽亞書 33:22，有三個非常重要的職務是歸屬於神的，其中每一個都向我們傳達了一

些訊息，是有關神的本身與其事工，以及我們與祂的關係。請確認這三個職務，並為它們

所傳達的真理寫下簡要的說明。 

a. 審          。 

 

 

 

b. 立          。 

 

 

 

c. 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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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雅各書 4:12 可發現一個有關神極為重要的真理。關於神以及我們與祂的關係，這節經文

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神律法的根基 
    為什麼神要宣告有些事是「對的」而有些事是「錯的」呢？神的律法只是隨意建立的規則

嗎？在所有吩咐與禁令的背後有什麼理由嗎？律法真正的本質或精神又是什麼？這些都是非

常重要的疑問。若我們對神的律法要有正確的了解，我們必須對它們付出縝密的思考。下列的

陳述對此頗有助益： 

1. �������������������。神對祂所造所養的一切施行統治與審判是正當的；祂制定律法，並使祂的創造物

對其交帳負責。 

2. ���������。為什麼有些事是「良善的」而有些事是「邪惡的」呢？決定某件事的「好」或「壞」

的基準是什麼？聖經教導我們神是良善的。與神相像的(即：與祂的特質相符)就是「良善

的」，而那些不與神相像的(即：與祂的特質牴觸或相反)就是「邪惡的」。在神以外，就沒

有律法，沒有對或錯，沒有良善或邪惡。 

3. �������������。神的律法不是隨意的規則，由祂任性選擇，而是反映出祂的特質──聖潔、公義、慈

善等。即便是基督徒，有些時候在談論到律法時，還是會覺得它是一套永恆且放諸宇宙的

原則，獨立於神以外，甚至神本身也受其制約；然而，這真是完全悖離了真理。是神制定

了律法，而祂所制定的律法正是祂本性的展現。 

4. ������������������。耶穌清楚地教導所有神的律法都指向這最終且根本的目的(馬可福音 12:29-31)。

我們應該愛神至上且愛人如己，這樣的訊息早已寫在每個人的心上，其完整涵義(即：這樣

的愛所包含的意義)在聖經具體且明確的字句裡(如：不可崇拜偶像、不可偷竊、不可殺人

等)裡都已詳細說明。 

揭示在聖經的律法 
    神的律法透過聖經傳達給人們。在聖經的章節裡，我們學習到人們應當愛神至上，也當愛

人如己；並且這樣的愛所包含的完整涵義，也透過聖經以具體且明確的字句詳細說明：我們愛

神就要做到不崇拜偶像、不偷竊、不殺人等(出埃及記 20:1-17)。這律法在書面上的揭示遍及整

部聖經，且以愈來愈清晰的面貌呈現，自創世記開始，在新約達到極致。從創世記一直到啟示

錄，都在揭示並清楚闡明神的旨意，因此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3:16-17 寫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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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cripture is inspired by God and profitable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雖然神的律法在經節裡的啟示包含了聖經的每個部分，但祂在聖經歷史上兩個重要時機，

仍以特別的大能與明確的方式傳達了祂對人類行為的旨意：在西奈山藉由摩西所頒佈的舊約

(出埃及記 20:1-18)，以及在主耶穌基督降臨時，神帶給人們最終最根本的話語(希伯來書 1:1-2)。 

揭示於內心的律法 
    我們已經學習到神是偉大的立法者，祂會根據祂的律法審判每個人，但這個真理卻給心裡

帶來一個非常重要且惱人的疑問，那就是：神怎麼能在一大群人還從未有特別恩惠去認識聖經

中律法的時候，就根據祂的律法審判每個人？根據聖經所述，神已經用兩個明顯的方式向人類

揭示祂不變的道德標準：祂已藉由聖經的書面命令，非常詳盡地對���揭示祂的旨意；而祂也已

經藉著祂早寫在人們心中的律法，普遍地對���揭示祂的旨意。由這兩者看來，神律法所揭示的

足以讓所有人在審判的日子無可辯駁，沒有任何例外。那些已經擁有特別恩惠去認識聖經的人

將依據聖經受審，而那些只有寫在心中的律法的人將依據這律法來受審；每個人都將依據他個

人所接受的啟示接受審判，就如同聖經路加福音 12:47-48 所揭示的： 

�������������������������������������������������������������������������������� 

“And that slave who knew his master’s will and did not get ready or act in accord with 
his will, will receive many lashes, but the one who did not know it, and committed deeds 
worthy of a flogging, will receive but few, From everyone who has been given much, 
much will be required; and to whom they entrusted much, of him they will ask all the 
more.” 

1. 我們已經學習到神是偉大的立法者，祂會根據祂的律法審判每個人，但這個真理卻給心裡

帶來一個非常重要且惱人的疑問，那就是：神怎麼能在一大群人還從未有特別恩惠去認識

聖經中律法的時候，就根據祂的律法審判每個人？在羅馬書 2:12，這個問題很清晰地擺在

我們面前。 

a. 根據羅馬書 2:12，所有人類可以清楚地分成兩個不同群體，這兩個群體是什麼？ 

(i)           律法而犯了罪的人。這裡特別是指那在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或

異教徒而言，他們沒有那神藉摩西所傳的律法。廣義而言，這指的是整個

歷史裡，對於那透過聖經書面命令所揭示的神的律法，自始至終未曾有過

特別恩惠去認識細節的人。 

(ii) 在律法          犯了罪的人。這裡特別是指以色列人而言，神已將那藉

摩西所揭示的律法交託給他們。廣義而言，這指的是在整個歷史裡，關於

那透過聖經書面命令所詳細揭示的神的律法，已被賦予特別恩惠去認識的

人。 

b. 根據羅馬書 2:12，對這兩個群體──那些已經認識聖經所揭示的律法的人，以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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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被賦予特別恩惠去了解的人而言，犯罪的後果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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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能對那些已經了解律法書面規範而背叛它的人加以判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於那

些自始至終都沒有聖經的人，神怎麼能公平地加以判罪呢？經節裡本身就提供我們兩個無

可否認的真理，能證明神審判所有人類是正當的，而這也說明了所有人，即使是沒有聖經

的人，在神面前都要交帳負責。 

a. 神已經藉所造之物對所有人顯明祂自己。關於此一真理，羅馬書 1:19-20 教導了我們
些什麼？ 

 

 

 

 

 

 

註：這並不是說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件有關神的事物，或是說所有人都被授予同樣程度

的啟示。這裡的意思是說全部時空下的所有人類，對唯一真神都有足夠程度的認識，

因此在審判的日子，他們對自己所犯的罪都無可辯駁。神給眾人關於祂自己的啟示雖

然有限，但絕不含混不清，祂已經「很清楚地」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世上只有一位真

神，唯有祂才應得崇拜。「在他們心中」(within them)這個詞句證明，唯一真神的知識

不只由創造物的事工顯明出來，神還將這樣的知識烙印在每個人最深的心裡。這個由

神所造、能證明神存在的宇宙，它的運行完全就確證了一件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只

有一位真神，祂配得崇拜與對祂的順服。 

b. 神已經將祂的律法放在所有人的心中。關於此一真理，羅馬書 2:14-15 教導了我們些
什麼？ 

 

 

 

 

 

註：這並非指外邦人中有人完全遵守律法，而得以在神面前成為公義(參見：羅馬書

3:9-12)，而是說即使在異教徒文化中，還是有律法所認可的道德與標準──誠實、尊

敬父母、禁止殺人等，這為神在每個人的心裡寫下(烙印、刻劃)祂律法的真義(愛神，

並且愛同胞)，立下無可辯駁的明證。雖然多數人沒有藉聖經所揭示律法的書面規範，

但神已在他們深深的心中與意念寫下祂的律法；雖然不像聖經的書面律法這般明確，

它仍足以引領人們，也因此所有人在審判的日子都要交帳負責。〈註：良知表示每個

人心裡面的道德感，抑或對是非的認知，在人遵守律法時能保護他，在不順服的時候

能確實地拯救他。人可以丟棄良心(提摩太前書 1:19)，直到它不再具有道德指南的作

用為止。保羅指出這可怕的情形，就像是一個人隨著自己墮落的心往可恥的情慾跌倒

(羅馬書 1:24, 26)，或是他的良知麻痺，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提摩太前書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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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審判者 
    根據聖經，神已經向所有人顯露祂的旨意，並將依據那已揭示給他們的標準來審判眾人，

萬物也都可確信，神必依據最嚴格之公平與正義的標準來審判他們。有一點必須永遠認清，那

就是神對人們的審判並非殘酷或毫無根據，而是祂的聖潔與公義所帶來無可避免的結果，也是

祂掌權所必要的一部分。一個放棄審判邪惡的神，不會是良善或公義的神；受造物處在一個邪

惡不受約束與審斷的地方，將很快地自行毀滅。 

全知的鑒察者 
    在前面幾課裡，我們學到神既聖潔又公義，而這樣的特質也給我們立下一個永恆不變的保

證，那就是祂的審判會永遠按著最嚴格之公平與正義的規則。在我們考慮聖經有關神審判的教

導之前，我們還必須多考慮一個神的特質，若是祂的審判絕無謬誤，那麼這個特質也同樣重要

──神的無所不知。無所不知(omniscience)源自拉丁文字 omnisciens〈omnis，全 +  sciens，從

scire 而來，知道〉，表示一種擁有所有知識的特性。神的無所不知意味著，祂擁有每件事物的

完全知識，並不需要去發掘或探索真相，祂乃是直接、毫不費力、同時且徹底地知道關於所有

事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沒有任何事物能躲得過神，每一個受造物、每一件行為以及每一個

心思意念，在祂面前祂都完全看透。神不只知曉所有事實，還能以完美的智慧與絕對的真確性

加以詮釋，在神的知識與現實之間絕無絲毫差異。神的無所不知，不單證明祂配的上對祂的創

造物施行審判，而且還保證祂的審判永遠都是完美的。神永遠都會按著祂對所有真相的完美知

識施行審判。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在撒母耳記上 2:3

賦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祂的無所不在，這個名字傳達了什麼訊息？ 

 

 

 

 

2. 在下列經節中，有三個字用來描述神的無所不知，經由對這些字眼的了解，我們就能開始

領會神知識的偉大。請根據下列的經句來為每個字下定義： 

a. 那                    者 (約伯記 37:16)。 

 

 

b. 祂的智慧                     (詩篇 147:4-5)。 

 

 

c. 祂的智慧                     (以賽亞書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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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經申明，沒有任何事物能存乎神知識所及範圍以外，祂知道所有事物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直接、毫不費力、同時且徹底。這樣的知識不僅證明祂配得上對祂的創造物施行審判，

還保證祂的審判永遠都是完美的。神永遠都會按著祂對所有真相的完美知識施行審判。關

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約伯記 34:21-23 

 

 

 

詩篇 33:13-15 

 

 

 

箴言 5:21 

 

 

 

箴言 15:3 

 

 

 

箴言 15:11 

 

 

 

耶利米書 17:10 

 

 

 

希伯來書 4:13 

 

 

 

4. 當神的無所不知觸及祂對人類行為的認識時，在詩篇 139:1-4 以及 11-12 可以發現到對此描

述得最美麗且完善的其中一個。請根據下列綱要，描述這個神最榮耀的特質： 

a.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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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節 

 

 

 

c. 第三節 

 

 

 

d. 第四節 

 

 

 

e. 第十一、十二節 

 

 

 

5. 根據聖經，人心沒有任何深處或秘密能超乎神知識之所及。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

了我們些什麼？請完成每一則宣告，接著說明其中的涵義。 

a. 唯有神知道世人的       (列王紀上 8:39)。 

 

 

 

b. 神          人的                     (詩篇 7:9)。 

 

 

 

c. 神知道人的           (詩篇 94:11)。 

 

 

 

d. 神要          世人的                (羅馬書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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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的無所不知不單證明祂配對祂的創造物施行審判，還像誓言般保證祂的審判永遠都會是

完美的。這如何能成？請從我們已研習過經節的觀點加以解釋。 

 

 

 

 

 

 

神聖的審判者 
    我們已思考過了神的無所不知，現在要思考祂審判眾人的地位。聖經教導我們，神是一位

聖潔、公義且慈愛的元首，祂在乎受造之物的福祉。這樣的一位元首必會主持正義，賞善罰惡。

由於神的聖潔、公義與無所不知，萬物都可確信，祂必依據最嚴格之公平與正義的標準來審判

他們；再者，有一點必須永遠認清，那就是神對人們的審判並非殘酷或毫無根據，而是祂的聖

潔與公義所帶來無可避免的結果，也是祂掌權所必要的一部分。一個放棄審判邪惡的神，不會

是良善或公義的神；受造物處在一個邪惡不受約束與審斷的地方，將很快地自行毀滅。 

1. 在聖經裡，人的名字有很重大的涵義，且會傳達關於此人的某些訊息。在下列經節中賦予

神什麼名字？關於祂本身以及審判萬物的地位，這些名字向我們揭露了些什麼？ 

a.                      的主 (創世記 18:25)。 

 

 

 

 

b.                      的神 (希伯來書 12:23)。 

 

 

 

 

2. 上述的頭銜揭示了神是審判全地的主，以下我們將思考兩個揭示祂的正直的頭銜。在下列

經節中賦予神什麼名字？關於祂本身的公義以及祂審判的公正，這些頭銜向我們揭露了些

什麼？ 

a. 神是          的                (詩篇 7:11；提摩太後書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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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的神 (以賽亞書 30:18)。 

 

 

 

 

3. 下列是一些聖經裡關於神的審判最重要的宣告。世人終有一天都要站在神面前接受審判，

關於這點的必然性，這些經文教導了我們些什麼？ 

詩篇 9:7-8 

 

 

 

傳道書 12:14 

 

 

 

希伯來書 9:27 

 

 

 

4.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思考過一些神的名字，它們提到有關神身為審判者的角色；也思考

過一些聖經裡最重要的經文，這些經節證明祂將審判世界。研習至此，我們有必要思考幾

個聖經裡的關鍵經文，它們申明了神審判的公正與公平性。關於此一真理，下列經節教導

了我們些什麼？ 

創世記 18:25 

 

 

 

詩篇 96:10-13 

 

 

 

以賽亞書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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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神的審判這方面的研習，我們將以整部聖經裡最令人敬畏的經文之一來做結。請反覆

閱讀啟示錄 20:11-13 幾次，直到你已熟悉其內容為止，接著回答下列問題： 

a. 根據第 11 節，它如何描述神審判的寶座？這樣的陳述傳達了什麼真理？ 

 

 

 

b. 根據第 11 節所述，神坐在何處？關於神以及祂與祂創造物的關係，這裡傳達了什麼
真理？ 

 

 

 

c. 在啟示錄 20:11 寫到，天與地都從神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見了。這裡主要傳達了什麼
真理？ 

 

 

 

註：這裡傳達出的兩個主要真理是：(1)神如此可敬可畏、無可匹敵，在祂面前，連

全體受造物都無法站立得住，更何況是人類？(2)當今的世界及其珍寶都在逝去，當

審判的日子，這些都將不再重要。 

d. 根據第 12 節所述，在審判的偉大日子，誰會站在神審判的寶座前？根據第 13 節所述，
有誰可以逃開或躲避那一天嗎？ 

 

 

 

註：在第 13 節裡的「陰間」(hades) 一詞，很可能是指墓穴或是死者的住所。就算是

在最深的海底、最幽暗的墳地，或是地獄的最底處，人都找不到藏身之處；在神行審

判可敬畏的日子，所有人都要被召集起來站在祂面前。 

e. 根據 12-13 節所述，那「案卷」呈現了什麼？神審判世人的根據是什麼？ 

 

 

 

註：所有人都要按著他們的行為受審，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已記錄在神的寶座前。

在那日子，只有那些名字有寫在生命冊上的人──就是那些已經相信基督，以及基督

為他們成就完美救贖事工的人，才能得救(第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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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 
真神 

 

���� 

神的名字 

 
 

�������������������������������������������������������������������� 
����1:11 

 
“’For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even to its setting, My name will be great among the 
nations, and in every place incense is going to be offered to My name, and a grain 

offering that is pure; for My name will be great among the nations.’  
Says the LORD of hosts.” 

Malachi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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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名字 

名字裡有什麼？ 
    在希伯來文化裡，一個人的名字不只賦予頭銜，而且還表達或揭露出關於此人的特質。在
聖經裡，我們發現一些這樣的例子：亞伯拉罕(Abraham)意思是「多國的父」(創世記 17:5)，雅
各(Jacob) 意思是「抓住腳跟的人」或「篡位之人」(創世記 25:26; 27:36)，拿八(Nabal)意思是
「愚頑」(撒母耳記上 25:25)，而巴拿巴(Barnabas)的意思則是「勸慰子，鼓勵之子」(使徒行傳
4:36)，這些名字都反映出那些擁有者的特質。而同樣地，神的名字與祂本身以及祂所顯露的信
實是不能分開的，每一個神的名字都表達出關於祂本身與特質的某種真理。 

神的名字 
    以下我們將簡要思考一下神的名字。在這部分的研習裡沒有任何習題，只需要將每一個名
字仔細並虔心思考。 

 ( 希伯來文：El) א ל �

el 這個字被閃族人(巴比倫人、腓尼基人、亞蘭人、希伯來人)用來稱呼神，這是最古老且最常
見神的名字之一。這個字的確切意義並不明確，它可能表示大能、力量、偉大以及威嚴。這個
字在聖經裡使用了 208 次(出埃及記 34:14；詩篇 19:1；以賽亞書 43:12)。 

 ( 希伯來文：Eloah) א ל ו ה �

eloah 這個字的確切意義並不明確，它所傳達的概念可能和 el 一樣──大能、力量、偉大以及威
嚴。這個字在舊約出現了 56 次，其中有 41 次出現在約伯記裡(參見：約伯記 22:12; 27:3; 27:8; 
33:12; 37:22; 40:2)。 

 ( 希伯來文：Elohim) א ל ה י ם �

elohim 這個字是聖經裡神的第一個名字(創世記 1:1)，而且在聖經裡用來稱呼神的次數(2570 次)
也比其他名字還要多。elohim 這個名字可能是 eloah 的複數型，也同樣傳達像力量或大能這樣
的概念。elohim 在聖經裡依照經文內容而被翻譯成四個截然不同的意思，指的是(1)神，(2)眾
神，(3)眾天使，或(4)審判者。此時 elohim 身為複數的事實就變得非常重要，並且有兩種可能
的解釋：首先，閃族語言使用複數來傳達非比尋常或獨特的事物，像小的水體叫做”water”，而
大的水體則叫做”waters”；elohim 這個複數型的字之所以與神有關，並非因為有超過一個以上
的神，而是因為祂是那偉大無比的神，是那眾神之上的唯一真神。其次，elohim 這個複數型的
字可能表示那三位一體裡的多數位格。 

 ( 亞蘭文：Elah / 希臘文：Theos) א ל ה �

亞蘭文 elah 在以斯拉記(4:8-6:18; 7:12-16)和但以理書(2:4-7:28)裡翻譯成「神」(God)，上述兩
本書都是以亞蘭文寫成的，而希臘文 theos 在整本新約裡都翻譯成「神」(God)。對於神的認知
方面，這兩個字都沒有其他新的意義。聖經的作者使用這兩個字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在肯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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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希臘人與亞蘭人對神所持錯誤的見解。 

 ( 希伯來文：Elyon / 亞蘭文：Illai / 希臘文：Hupsistos) א ל י ו ן ��

希伯來文 elyon 翻譯成「至高」(Most High)，表示神崇高的地位以及無可言喻的威嚴。我們在
詩篇 97:9 讀到：「因為祢耶和華至高，超乎全地；祢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這個字在聖經
使用了 31 次。在但以裡書(2:4b-7:28)這個亞蘭經文裡，「至高」這個名字譯自亞蘭文 illai；在
新約裡，「至高」這個名字則譯自希臘文 hupsistos (馬可福音 5:7；路加福音 1:32, 35, 76; 6:35; 
8:28；使徒行傳 16:17；希伯來書 7:1)。 

 ( 希伯來文：Shaddaii / 希臘文：Pantokrátor) ש ד י ���

希伯來文 shaddai 翻譯成「全能的」(Almighty)，表示神無限的大能。在聖經七十士譯本(希伯
來文舊約的希臘文譯本)裡，這個字譯自 pantodrátor (全能，all powerful)；在聖經拉丁文普及
本(Vulgate，武加大譯本)裡，它被翻譯成 omnipotens，從這個字我們衍生出英文 omnipotent(全
能的)。 

 ( 希伯來文：Adon, Adonai) א ד נ י , א ד ו ן �

Adon 這個名字表示統治權與所有權。在聖經裡，當一個名字以複數型出現的時候〈即：
Adonai 〉，它往往指的就是神；複數型用以表現其強度──神是萬物絕對的主，沒有例外(見上
述的 Elohim)。Adonai 這個頭銜表示神在所有受造物之上的統治權，亦傳達甚多有關神與祂子
民之間的關係。神身為擁有者及主人，祂全心看顧祂的子民，也預備他們的需要；而我們身為
僕人，就要以完全順服的心委身來服侍祂。Adonai 這個名字在聖經裡用來指有關神的部分就出
現了 456 次。 

 ( 希伯來文：Yahweh or Jehovah) י ה ו ה �

Yahweh 這個名字是神本身的名字，也是聖經裡用得最多的名字(6825 次)，這個名字在希伯來
文裡以四字符(由四個字母組成的字)的形式寫成：YHVH。雖然我們無法肯定其正確發音，但
它的發音很可能就是 Yahveh 或是 Yahweh。絕大多數的聖經學者相信 Yahweh 這個名字來自 hay
áh 這個動詞──「存在」(出埃及記 3:14)，這個名字表示神的永恆、永不變以及獨一無二。確認
這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主耶穌基督把這個名字用在自己身上(約翰福音 8:58-59)，也因此申明祂
的神格。 

 ( 希伯來文：Yah) י ה �

Yah 這個名字是 Yahweh 的縮寫，在聖經裡出現了 48 次，大部分是在詩篇的感嘆詞句����
(hallelujah) ה ל ל ו י ה (即：「讚美耶和華」或「讚美主」)裡。在聖經裡，yah 這個字也構成少數
人名字的一部分：Elijah──即：「我的神是耶和華」或「耶和華是神」。 

� (希臘文：kúrios or kyrios ) 

對於希臘人而言，kyrios 這個字可以指那些地位高以及有權力的人，或是指超自然的存在(即：
神)。這個字在聖經七十士譯本(希伯來文舊約的希臘文譯本)裡用來取代希伯來名字 Yahweh 或
Jehovah，而在新約裡則傳達了希伯來文裡神是主的概念。這個字在新約裡與神有關的部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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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 640 次。有一點意義重大，那就是 kyrios 這個字在使用上直接與耶穌有關。 

� (希臘文：despótes ) 

despótes 這個希臘文字表示所有權與絕對的統治權。最古老的用法，despotés 指的是房子的主
人，對這房子有絕對的支配權；漸漸地，這個名稱就變成表示擁有權力無限或專制政權的人。
時至今日，這個名稱最被使用在負面的說法上，就為了一個簡單的理由，那就是絕對的權力會
使墮落的人絕對地腐敗；而當這個名稱在聖經七十士譯本(希伯來文舊約的希臘文譯本)與新約
裡用來描述神的時候，它完全沒有傳達負面的意思。神是祂所造之物正當的擁有者與主，祂的
聖潔與公義向我們保證，祂會永遠以完美的正義來行使祂絕對的權炳。despotés 這個名稱在新
約裡關於神的部分使用了 6 次(路加福音 2:29；使徒行傳 4:24；提摩太後書 2:21；啟示錄 6:10；
彼得後書 2:1；猶大書 1:4)，其中在彼得後書 2:1 與猶大書 1:4 裡特別提到與耶穌基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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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觀���(Yahweh) 
    以下我們將簡要思考一下以 Yahweh 這個名字所形成的神的複合名，每個名字都將令我們
更深刻地了解關於神本身以及祂的事工。在這部分的研習裡沒有任何習題，只需要將每一個名
字仔細並虔心思考。 

���� (希伯來文：Yahweh-Sabaoth ) 

yahweh-sabaoth 這個名字表示神是全能的君王與勇士，統治並保護著祂的子民。「萬軍」(hosts)
這個字可指：(1)眾天使，或(2)宇宙──太陽、星辰以及自然界的力量；而其所傳達的概念就是，
神統治地上、宇宙或天上的萬有萬物，祂實現祂完美的旨意，沒有人能夠對抗祂(詩篇 24:10；
以賽亞書 6:1-5；以賽亞書 31:4-5)。 

��� (希伯來文：Yahweh-Elyon ) 

Yahweh-elyon 這個名字論及耶和華的王權、尊貴與威嚴。神是萬物的主，祂配得所有的敬拜與
讚美(詩篇 7:17; 47:2; 97:9) 

���� (希伯來文：Yahweh-Jireh ) 

這個名字是由先祖亞伯拉罕(Abraham)用來歸給神的，這記載在創世記 22:14 裡。亞伯拉罕順服
神的命令，他將他的兒子以撒(Isaac)像牲祭一樣放在祭壇上，而就在亞伯拉罕要刺到他兒子之
前，神拖延了他一下，並在他那兒預備了一隻公羊。那天在摩利亞山上(mount Moriah)，神所
預備的贖救促使亞伯拉罕稱呼那地方為 Yahweh-Jireh。神充滿大能，並且供給我們���需求，但
即便這是事實，Yahweh-Jireh 這個名字卻並非是生活富裕的保證，而是從罪裡救贖的應許。我
們本應該為自己的罪死(羅馬書 6:23)，但 Yahweh-Jireh 已經在我們這裡預備了贖罪祭──祂獨生
且鍾愛的兒子；祂是那羔羊，要帶走這世上的罪(約翰福音 1:29)。強調生活富裕更甚於救贖是
近乎褻瀆神的行為，耶穌流下他的寶血不是為了讓我們得到金錢，而是為了拯救我們的靈魂─
─救贖靈魂是要付出極高代價的(詩篇 49:8)。 

������ (希伯來文：Yahweh-Nissi ) 

這個名字是摩西(Moses)在神擊敗亞瑪力人(Amalekite)軍隊後用來歸給神的，這記載在出埃及記
17:15 裡。在古時候，軍隊會集合在旗幟或旌旗周圍，作為交戰前的準備；而這裡所傳達的真
理就是，神是祂子民的旗幟，當我們集合在祂周圍時，我們就必定得勝。 

������ (希伯來文：Yahweh-Qadesh ) 

這個名字最初出現在出埃及記 31:13，也在利未記(20:8; 21:8, 15, 23; 22:9, 16, 32)出現過幾次。
「使之聖潔」(sanctify，希伯來文：qadash)意思是將某事物或某人從平常裡分別開來，並為了
某個特殊目的使他們成聖或將他們供奉獻上。Yahweh-qadesh 這個名字向神的子民傳達許多奇
妙的真理，神已將我們從世上的其他人分別開來，祂已使我們成聖來服侍祂，祂持續不斷的作
為都是要使我們能符合祂的形象。 

������ (希伯來文：Yahweh-Raah ) 

發現這個名字的地方，是整部聖經當中最有名且令人鍾愛章節的其中之一──詩篇 23 篇，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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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而言，Yahweh-raah 是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神是祂子民們的牧者，祂愛他們、餵養他
們、指引他們，並且在仇敵中保護他們(創世記 48:15; 49:24；詩篇 28:9；以賽亞書 40:11；以西
結書 34:12；彌迦書 7:14；約翰福音 10；啟示錄 7:17)。在新約裡，神以耶穌基督臨到世上，宛
如好牧者為了他的羊犧牲他的生命一樣。 

������� (希伯來文：Yahweh-Rafah ) 

這個名字記載在出埃及記 15:26，這裡摩西向以色列人傳達神的諾言：「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
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
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Yahweh-rafah 這個名字向我們保證我們可以信
任主隨時的看顧。祂已經醫治了我們因犯罪而招致靈魂永死的疾病，而且神當然有能力醫治我
們肉體方面的疾病，如果祂認為藉由這樣的醫治可以彰顯祂的旨意與榮耀。 

���� (希伯來文：Yahweh-Shalom ) 

這個名字記載在士師記 6:22-24，它傳達了在神與祂子民之間的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之一──平
安。在這段經文裡，基甸(Gideon)透過主的使者得以看見那使人敬畏的神，而確信他自己將會
死去；其實每當有罪之人遇到聖潔的神時，會有這種畏懼的感覺並不足為奇。在基甸這個例子
以及神子民們當中的情形是，神的恩典會將這樣的驚惶變成平安，而這個真理已在主耶穌基督
裡實現，他就是我們的平安(以弗所書 2:14)。 

���������� (希伯來文：Yahweh-Sama ) 

這個名字記載在以西結書 48:35，這裡提到神承諾在將來的年月裡，祂要與那完全復興的子民
同在。對於神的子民而言，祂的同在一直都是個非常特別的祝福。亞當(Adam)在墮落與受審之
前，他和神曾在伊甸園(Eden)裡同行(創世記 3:8)；在出埃及記 33:12-16，摩西(Moses)要求神與
以色列人在曠野同行；而在列王紀上 8:10-11 裡，神的臨在充滿整個聖殿，以此來祝福祂的子
民。在新約的部分，神要臨到的諾言，透過耶穌基督以最完美的方式實現。在祂身上，神是活
生生的，並且住在眾人當中(約翰福音 1:1, 14)；在教會裡，神不只與祂的子民同在，更透過聖
靈住在祂的子民裡面(約翰福音 14:17)；而當萬物終結之時，神將會在新天新地裡與祂的子民們
同住在一起(啟示錄 21:1-3)。 

������� (希伯來文：Yahweh-Tsidkenu ) 

這個名字記載在耶利米書 23:5-6。在這段經文裡，神承諾那將來的彌賽亞(Messiah)會以完美的
公義「拯救」並「統治」祂的子民，而這則預言則在耶穌基督身上完美實現。透過祂那完美之
生以及贖罪之死，祂已使祂的子民們成為公義，並且要以完美的公義來統治他們。我們的公義
並不是自己的，主耶穌基督才是我們的公義。 

神的名字、榮銜及隱喻 
以下我們將簡要思考一下聖經裡歸屬於神的許多名字、頭銜及隱喻，每個名字都將令我們更深
刻地了解關於神本身以及祂的事工。在這部分的研習裡沒有任何習題，只需要將每一個名字仔
細並虔心思考。 

反映神之榮耀與威嚴的名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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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10:17；詩篇 136:2；但以理書 2:47; 11:36 
����：詩篇 29:3；使徒行傳 7:2 
������：約書亞記 2:11 
������：歌羅西書 1:15 
�����：提摩太前書 1:11 
����：彼得後書 1:17 
�����：希伯來書 8:1 
����：詩篇 76:11 

反映神之永恆的名字(6) 
��������：創世記 21:33；申命記 33:27；以賽亞書 40:28；羅馬書 16:26 
�����：但以理書 7:9-10, 13-14, 22 
�����：出埃及記 3:13-14；約翰福音 8:56-58 
������� (Alpha and Omega)：啟示錄 1:8; 21:6, 13 
���：啟示錄 21:6 
�������：以賽亞書 41:4; 44:6；啟示錄 22:13 

反映神之聖潔與公正的名字(6) 
���：箴言 9:10；以賽亞書 40:25；何西阿書 11:9；哈巴谷書 1:12 
����：撒母耳記上 6:20 
����：約書亞記 24:19 
����：以賽亞書 30:18 
����：以賽亞書 45:21 
������：詩篇 7:11 

反映神之大能與王權的名字(29) 
���：羅馬書 1:25 
������：希伯來書 11:10 
����：創世記 14:19, 22 
��：羅馬書 9:20-21 
����：路加福音 1:49 
�������：耶利米書 32:27 
����：以賽亞書 54:5 
������：以賽亞書 37:16 
����：以賽亞書 9:6 
������：尼希米記 1:5 
��������������：申命記 10:17 
��������������：詩篇 95:3 
��������：詩篇 47:2 
���������：耶利米書 10:10 
���������������：提摩太前書 1:17 
������：詩篇 74:12 
����：詩篇 47:7 
����：耶利米書 10:7 
����：但以理書 4:37 
����：提摩太前書 6:15；啟示錄 17:14; 19:16 
����：但以理書 5:23 
����：詩篇 97:5 
����：路加福音 10:21；使徒行傳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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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2:47 
����：申命記 10:17；詩篇 136:3；提摩太前書 6:15；啟示錄 17:14; 19:16 
����：馬太福音 9:37-38 
���������：提摩太前書 6:15 
����：以賽亞書 33:22；雅各書 4:12 
������：創世記 18:25 

反映神之審判與怒罰的名字(7) 
����：出埃及記 20:4-5；申命記 4:24；約書亞記 24:19-20 
��：申命記 4:24；希伯來書 12:29 
������：那鴻書 1:2 
������：耶利米書 51:56 
�����：約伯記 7:20 
������：創世記 18:25；詩篇 94:2 
������：詩篇 7:11 

反映神與其子民關係的名字 

�������������(4) 

��：耶利米書 10:10；約翰福音 17:3 
���：以賽亞書 43:15; 44:2, 21; 43:7 
�������：彼得前書 4:19 
�(������)�：詩篇 95:6; 149:2-3；以賽亞書 54:5 

�������(10) 

�：詩篇 103:13；以賽亞書 64:8；瑪拉基書 1:6; 2:10；約翰福音 20:17；約翰一書 3:1 
��：約翰福音 17:11 
����：約翰福音 17:25 
�����：哥林多後書 1:3 
����：雅各書 1:17 
����：以弗所書 1:17 
��：馬太福音 6:14 
����：希伯來書 12:9 
���：羅馬書 8:15；加拉太書 4:6 
��：以賽亞書 54:5 

����������������(9) 

����：詩篇 31:5；以賽亞書 65:16 
����：申命記 7:9 
�����：申命記 4:31 
���������：尼希米記 9:31；詩篇 86:15 
�����：詩篇 99:8 
�������：彼得前書 5:10 
�����：羅馬書 15:33; 16:20；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希伯來書 13:20 
������：哥林多後書 13:11 
�������：哥林多後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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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賽亞書 33:22; 43:15 
���：詩篇 48:2 
����：以賽亞書 33:22；雅各書 4:12 
���：以賽亞書 33:22；雅各書 4:12; 5:9 

�������(9) 

���：約伯記 19:25；詩篇 19:14；以賽亞書 44:24; 54:5；耶利米書 50:34 
��������：以賽亞書 63:16 
�����：撒母耳記下 22:3 
���：撒母耳記下 22:2；詩篇 40:17; 144:2 
�����：詩篇 28:8 
��：出埃及記 15:2；詩篇 27:1; 62:1-2; 118:14；以賽亞書 12:2 
��：撒母耳記下 22:3；以賽亞書 45:21；路加福音 1:47；提摩太前書 1:1；猶大書 1:25 
�����：提摩太前書 4:10 
������：詩篇 140:7 

����������(26) 

��：申命記 32:4, 31；撒母耳記下 22:2, 32, 47；詩篇 62:6-7 
�����：以賽亞書 26:4 
�������：詩篇 95:1 
�����：詩篇 31:1-2 
������：詩篇 62:7 
�����：詩篇 71:3 
��：撒母耳記下 22:2；詩篇 71:3; 91:2; 144:2 
��：詩篇 59:9, 16-17; 144:2；耶利米書 16:19 
���：詩篇 61:3 
���：箴言 18:10 
��：以賽亞書 8:13-14 
���：詩篇 59:16; 61:3; 62:7; 91:2 
��������：耶利米書 16:19 
�����：以賽亞書 25:4 
����：詩篇 32:7; 119:114 
��：申命記 33:27；詩篇 91:9 
������：以賽亞書 25:4 
������：詩篇 27:1 
������：以賽亞書 25:4 
���������：以賽亞書 25:4 
��：創世記 15:1；撒母耳記下 22:3, 31；詩篇 3:3; 18:2, 30; 28:7; 115:9-11; 119:114; 144:2；箴言
2:7; 30:5 
�������：申命記 33:29 
�����：撒迦利亞書 2:5 
����：詩篇 68:5 
������：詩篇 68:5 
������：詩篇 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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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埃及記 15:3；以賽亞書 42:13 
��：以賽亞書 42:13 
������：耶利米書 20:11 
�����：申命記 33:29 
��：申命記 9:3 
��：以賽亞書 31:4-5 

�������(4) 

��：出埃及記 15:2；詩篇 18:1; 28:8；耶利米書 16:19；哈巴谷書 3:19 
��：詩篇 30:10；希伯來書 13:6 
��：詩篇 18:18 
��������：詩篇 46:1 

�������(7) 

��：詩篇 84:11；瑪拉基書 4:2 
���：詩篇 121:5；以賽亞書 25:4 
��：何西阿書 14:5 
�����：耶利米書 2:13; 17:13 
��：約翰福音 14:6；歌羅西書 3:4 
�：詩篇 27:1；彌迦書 7:8；約翰一書 1:5 
����：以賽亞書 60:19-20 

�������(10) 

�����：創世記 16:7-14 
��：詩篇 23:1；以賽亞書 40:11；以西結書 34:11-16 
��：彼得前書 5:4 
���：希伯來書 13:20 
���：約翰福音 10:11, 14 
���������：彼得前書 2:25 
�������：約翰福音 15:1-2 
��：以賽亞書 64:8；耶利米書 18:1-6 
�：撒母耳記下 22:29 
���：詩篇 121:5 

��������(6) 

��：民數記 18:20；申命記 10:9；約書亞記 13:33；以西結書 44:28 
��：以西結書 44:28 
��(��)：民數記 18:20 
��：以賽亞書 28:5 
��：以賽亞書 28:5 
��：出埃及記 15:2；以賽亞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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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序 

 
學生研習聖經神學並且發掘神學在基督徒生活中之崇高地位，這一點是值得鼓勵的。真正

的基督徒不可能在情感與智能分離的狀態下存活。同理，對神的敬虔與神學兩者之間也無法隔

離。根據聖經的教導，我們的情感與經驗皆不足以為基督徒的生命提供穩妥的基礎。惟有透過

以悟性理解出來的聖經真理，以神學系統表達，才能成為提供我們建立信仰及行為基礎。同時

也成為我們檢驗感性與經驗是否合乎聖經教導的準則。理智並非與感性為敵；教義也不是心靈

感性崇拜的絆腳石，兩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聖經要求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愛

主─你的神」(馬太福音 22:37)，並且拜神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翰福音 4:24)。 

學習聖經教義是智力與感性崇拜的雙重操練。尋求神的熱誠應該為學生帶來個人生命上的

蛻變、對神的順服以及衷心的敬拜，因此學習聖經的學生必須有所警惕，避免追求純知識而非 

神本身的誤謬。缺乏知識為基礎的敬虔與純粹知識的尋求都是毫無益處的。在這兩種情形之下， 

神都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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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心之聲傳道會(HeartCry Missionary Society)與作者保羅‧華修(Paul Wa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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