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本基督教义

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

注重其非常实用的层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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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神向人类的启示，祂在圣经中解释我们生活的现实，它
是怎么来的，在祂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和透过耶稣基督，祂
心中对未来有什么主意。因此，圣经被称为神给我们的话语，
它解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真实面貌。圣经启示，当初神创造世
界时，它被造得何等的完美，接着，指出造成世界的不和谐和
不愉快是甚么原因，然后启示神已完成并正在进行赎回祂创作
的工作，按照祂看着是对的时间使新天新地实现。因此，神的
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希望和喜乐。
神的话是好消息，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圣经是一本很长的书。
很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阅读它。历世历代以来产生了许多帮
助我们理解圣经的指南。其中最有帮助的是一种称为系统神学
的指南。神学的字意是有关神的研究，这是应该有的研究，因
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术语：系统化，是指以这种有帮助
的组织方式来学习、记忆并尽人的本分遵行神话语的逻辑架构。
以下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六大主题的解释，或主要教义，
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的研究可看为一种不同的圣经学习。

介绍



1.六大教义都基于圣经，他们是圣

经教导的总结。它们这样有系统的

组织，给我们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

能了解神在整本圣经中渐进启示祂

救赎计划的逻辑。这是一个古老的

顺序，它有圣经的根源。它基本的

依据可在保罗写给罗马人书信看见。

但通常教会为了表态，当她不得不

解决并澄清某神学问题时，历代杰

出的教会神学家们，就在基本教义

上不断地增添他们的见解。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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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 .研读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可以当作

一种不同并更深入的圣经研讨。

a.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基督徒知道，与

主内和跟随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在小

组中一起研究圣经，是成熟得更像基督所必

要的。但，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只在秋天研

究以赛亚书，春天读路加福音，冬天读以弗

所书，夏天研讨诗篇，纵使你有最好的筹划，

有最优秀的领导，他／她会很理解某颗树

，却不知道他／她在森林的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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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研究历史悠久的系统神学的方式，都
是依照圣经的教导，一个主题接一个主
题，顺序合理地组织起来。在整本圣经
中，我们看到何处有神与祂百姓的对质，
那里就有针对个案的解释，“因此......  

（例如，创世记2:24; 出埃及记9:16; 撒
母尔记下7:22;以賽亞書1:18; 马太福音
6:25; 路加福音7:47; 约翰福音6:65;
罗马书14:9;哥林多前书11:30; 加拉太
书3:9; 腓立比书2:9; 帖撒罗尼迦书
2:13; 希伯来书9:15; 参看利未记
17:11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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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彼得前书 3:15 告诉我们，要准备向
别人解释我们相信耶穌的缘由。我们必需
能合理地解释我们在基督里信心的理
由。

d.参见希伯来书 11:19，亚伯拉罕“以
为”。希腊的动詞λογίζομαι，
logizomai，意思是认为，计算，考虑，
但不是纯粹的智力;它也涉及情感和感觉。
它是英语单词，逻辑 Logic，的来源。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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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此课程是解释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的六大主

题或教义。

3.请注意，在讨论六大主题之前，有一段被称为

“绪论Prolegomena”。“ Prolegomena”是

“ Prolegomenon”的复数，它主要来自一个希腊字

“Prolegein”; 字意是"预先说"。 因此，绪论是

序言的评论，通常比较正式或学术性，为了引进更

广更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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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然圣经对每个主题的教导，是这六大主题的基

础，接下来，一个合逻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

知道圣经是可信的？它自称它是“神的道”，我们

怎能相信呢？ 再说，即使我们自己不问这个问题，

别人也会问我们。神呼召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

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 3:15）。

因此，为了能正确而有帮助的回答各人，我们要能

掌握，为什么我们确信圣经是准确并具有权威的神

的话 。

介绍



介绍

4.这六大主题跨越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教派，

和近代的巨型独立教会。只有当一些教会

插入他们教派的特点时，就在某些教义上

产生差异。 有时教会结合这六大点，尽可

能地剪短声明。所有真正的教会，看这些

明显的差异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4:1 ff

所说的，“有争议的事项”，並不影响救

恩所要求的基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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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种对圣经的认识，可以
更容易地证道和教导别人，
并给所有人提供一个真正、
有事实根据的内容，见证耶
稣基督。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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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我们仔细查考六大主题时，我们
看到他们有引人注目的实际含意和应
用。本课程一个独特的重点是解释每
个主题并发掘他们的实用性。

介绍



7. 本课程已发展成一份独立资源，可帮助教
师和教会领导人传授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神学
教义。也可用来配合传授狄亚特博士
Dr.DeKruyter所著“ 基督教义的根基”的
教材。因此，我使用狄博士“ 基督教义的
根基”大纲，作为这套PPT的组织原则。狄
博士以牧师写给一般基督徒的心，写下
“ 基督教义的根基”。在几世纪以来，系
统神学已因神学术语，变得非常复杂，狄博
士以通俗语言忠实地解释这六大教义的关键
教导。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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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选用"必不可少Essential "这个词，
不仅表示其概念、 基本、是神表达祂
的话，圣经 ，不可少的重点，也是最
主要的要点，它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要
知道，我们必需知道它才能满足我们最
深切的渴望，并最有效地为主而活和事
奉祂。 它还表示基督信仰是如何的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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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使用“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
这单词。“历史悠久”一词是区分千百
年来全球教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教导，
与一些近代新兴的教会，指控教会一直
在误导我们的假教训不同。缜密研究证
明，教会的主要教义都符合圣经，圣经
是绝对可靠无误的神的话。( 提摩太后
书 3:16-17)

介绍

15



16

10.除了神学之外，我也应邀教授其他科目，如教会领
导和管理，婚姻和家庭，敬拜和教会教育，包括教学方
法。“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这课程是基于和使
用教学和课程构造最有效的教學法之一。这种模式由教
育理论家，大卫奥苏贝尔David Ausubel,所发展，称為
高阶组织模式Advanced Organizer model。
简言之，该模式基本的整体概念是，首先在学生已有的
知識条件下，先以一般方式介绍，提供一种认知上的支
架或结构，使他们可以进一步构造和发展理解接下来所
学的新知識，那些是主题中更细节性和具体的知识，
加上详细解释。这么做，强调了主题的逻辑顺序，也将
随后的信息融入主题的内容中。本课程的组织，“根本
基督教义Essential Christianity ”，第一张幻灯片
以这种介绍开始。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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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高阶组织模式The Advanced Organizer尽可能
以最有意义，最逻辑和最有效的方式组织，在
呈递大量资讯时最有用，它容易使人学以致用，
并转移到其他的应用上。随后所示范的是高阶
组织模式和教学法。“一般来说，智力结构的
发展...使学生更能学习这些结构和与它相关
的思维过程，帮助他们更充分地保存资料。”
（教学模式，第六版，第255页。）使用以下
教法时，祈求圣灵的帮助，让学生在基督里有
显着的成长。 （以弗所书4：11-16）



介绍
11. 因此，我建议以下一些，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在

教会使用这资源。考虑这些目的：

a.教会的课程、学习班、研讨会、专题演讲、会议，
职员退休会。

b. 个人研读，反思，和灵修。

c. 使用容易记忆的六大主题为基督作见证。
（彼得前书3:15）如,只使用六大主题介绍福音

d. 邻里家庭小组查经的基础。
e. 讲章预备。
f. 带领敬拜(参希里敬拜课程第三课)
g. 教牧研讨会。
h. 神学院神学入门课程。
i. 其他任何你想得到的用法。



介绍

12. 从上述列表所建议本课程的用途，可以设想会有各种不同的时限，因此，教師

需要决定，每次教课时要包括以下哪些幻灯片。请使用以下原则来做决定：

a.请记住，每次教课都不可能面面俱全。宁可教少一点，不要充塞太多信息，不但
学生无法了解吸收，更谈不上应用在日常生活和教学。考虑老希腊谚语（世俗的，
但却是事实），ou polla alla polu，字意是东西不多，但是多，或更常听到
的，“重质不重量”。请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並没有一次就将一切都教完了，
祂只教在某时刻人们需要知道的信息。

b. 每次都要包括六大主题，指出并解释它们的逻辑进程。选择每个主题中当时学

生最需要听到的。

c. 如果可能的话，复制并发给所有与会者这整个课程的教材，无论是打印或数码，

例如CD，使他们更容易跟随六大主题的逻辑，并找到你上课的进程，特别是如

果你必需略过的某些教义，这样他们可以保留并在将来使用整个课程。

d. 我曾在五分钟内一对一的谈话中(如11. c)，教导这六大主题；在20分钟的证道

;在不到一 个星期的迷你课程 ; 或教完整个课程。无论在怎样的时段，这一历

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统神学，都会帮助那些你所教导的人，掌握住神话语绝不可

少的信息和逻辑，并能更有效地传授给别人。 （提摩太后书2：2）



緒論 Prolegomena

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

它是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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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
它是神的话语？

理由

1.耶稣肯定旧约
圣经

2.见证耶稣复活
和其他事件的
人写了新约。

理由的支持

1.马太福音5:17-18 

2.耶稣的权柄从祂的教学、神迹，
尤其是祂的复活被公认。使徒
保罗见证，有超过500人，在
耶稣复活以后看见祂，当保罗
写哥林多前书 15:6 的声明时，
有许多见证人都还活着，他暗
示“去与他们交谈”。 在那
种文化和小地方，那些见证人
都是现成的评论家。

21



理由

1. 耶稣肯定旧约圣经

2. 见证耶稣复活和其他事件的人

写了新约。

耶稣的权柄从祂的教学、神迹，尤

其是祂的复活被公认。使徒保罗见

证，有超过500人，在耶稣复活以

后看见祂，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 15:6

的声明时，有许多见证人都还活着，

他暗示“去与他们交谈”。 在那种文

化和小地方，那些见证人都是现成的评

论家。

右圖是主後第一世紀在以色列的墳墓。

參看馬太福音28:2

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它是神的话语？

理由的支持



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它是神的话语 ?

理由

3.历史著作和考古发现，证
实圣经的话语。

• 和我一起参加圣地教学的
人，看到刻在卡纳克神庙
Karnak Temple记载埃及事
件的图标，说到圣经列王
记上14:25-28 和历代志下
12:1-12 的记载。

• 这个证据是驳斥那些无知，
妄言圣经未言及圣经之外
的事的诸多证据之一。况
且，圣经中没有任何曾被
缜密科学研究驳倒的事。

理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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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它是神的话语？

理由

从这视频可以看到使人信服福音的另
一个重要真理。

• 无神论者和其他圣经批评家错误地
说，没有任何圣经之外的事物能证
实圣经所说的。

• 这是许多特殊事物中的一个。 当
然，圣经并不需要证明;它本身可
以确立，但告诉他们这个古老的考
古遗址或给他们看这视频。（将光
标放在图片的右边，点击开始按
钮）。

• 这口井是在叙加 （现代的纳布卢
斯） 耶稣在那里遇到撒马里亚的
妇人。（约翰福音 4:1-42。请注
意诉 11，"井深"）。请参看墬下
水桶所需要的绳索。

• 从倒一杯水到井里所花的时间是 4 
秒 ！ （听到溅水声）。

理由的支持



理由

4. 第一批基督徒选择死亡，而不
愿否认他们看到从死里复活的
耶稣基督。他们和历代许许多
多的基督徒，心甘情愿，甚至
高兴地，放弃他们的生命而不
宣告放弃自己对耶稣的信仰。
20和21世纪为信耶稣殉难的人
数，超过前20个世纪殉难人数
的总和。仍有很多人愿为他们
的信仰牺牲;请记得为他们和
他们的家人祷告。许多人在其
他方面，因拒绝否认在基督里
的信仰而受苦。

理由的支持

4.那么，为什么这种理由
支持相信圣经是真的，
它是神的话语呢？ 指控
新约圣经的论调之一是：
它是由那些气馁的门徒，
为顾全面子，写出一个
神话。殉道者的鲜血击
败这种意见。人们绝不
会为他们知道那是神话
故事，或因追随俗尚而
甘心死亡，或受其他方
式的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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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
它是神的话语 ? 

理由

5.正确的解释，圣
经是与缜密科学
研究和其他学科
一致的。

理由的支持

5.我们必须不断地辨明，哪
些是按照正规的科学方法
研究的结果，哪些是假的、
别有用心，不按正规科学
方法所产生，毫无价值的
发现。那些缜密的实证研
究，绝不违背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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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它是神的话语 ? 

有关本论题更多的信息，请参阅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Click on 
the link, Prolegomena (Reasons Why We Believe the Bible 
Is the Trustworthy Word of God) and then on the title of 
the essay in which you are interested, e.g., Wh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Jesus, Eyewitnesses, Archaeology, or 
Wh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Fulfilled Prophesies, or 
Why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Bible and Science.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prolegomena/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6/07/Why-the-Bible-Is-the-Word-of-God-Part-1-Jesus-Eyewitnesses-Archaeology.pdf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5/04/Why-the-Bible-Is-the-Word-of-God-Part-2-Fulfilled-Prophecies.pdf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5/04/Why-the-Bible-Is-the-Word-of-God-Part-5-The-Bible-and-Science.pdf


历史悠久的系统神学六大教义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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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系统神学六大教义

1. 神论︰ 圣经启示关于“神”的教义

2. 人论︰圣经启示关于“人类”的教义

3. 基督论︰圣经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

4. 救赎论︰圣经启示关于“救赎的教义”

（也称为基督的救赎和圣灵

Pneumatology的应用，关于“圣灵”

的教义）

5.教会论︰圣经启示关于“教会”的教义

6.末世论 ︰圣经启示关于“末事或末世”的

教义

29



历史悠久的系统神学六大教义︰
圣经来历和术语的含义

1. 神论Theology > θεός，theos → 神 + λόγος，道Logos
→ 字，词、主题，信息

2. 人论Anthropology > ἄνθρωπος，anthrōpos → 人类 + 
λόγος 

3. 基督论 Christology> Χριστός，Christos → 基督，受
膏者 + λόγος 

4. 救赎论 Soteriology> σῴζω，sōzō → 拯救、保管，维
护，救援，使好 + λόγος;(同源 ︰ σωτήρ，sōtēr → 救
主，救赎主，搭救者、救命恩人)。圣灵论Pneumatology 
> πνεῦμα，灵气 → 灵（圣灵）;风、气 + λόγος 

5. 教会论Ecclesiology > ἐκκλησία，ekklēsia → 大会，
会众，教会 > (ἐκ，ek → 从、出来，离开 + καλέω，
kaleō → 呼、名、 召唤、 邀请 → 从字意，[那些] 
[被主] 叫出来) + λόγος 

6. 末世论Eschatology > ἔσχατον，末世 → 最后 + λόγο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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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系统神学
六大教义



末世论 ︰

关于最后的事情的教义

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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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为什么末世论是开头？

1.末世论源于希腊文，ἔσχατον，音译的末
世，意思是最后。

2.根据神学家安东尼．何耶克马Anthony Hoekema
和于尔根 · 穆尔特曼Jurgen Moltmann的观察，
末世论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核心，也是神救赎
和重建创造的计划。 在他的经典著作“圣经和
未来”一書中，何耶克马写道，“正确地理解
圣经中的末世论，我们必须将它视为圣经启示
的一个组成部分。末世论不应被认为只在圣经
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才能找到，而应认为它主
导和充满整个圣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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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着何耶克马引用以下穆尔特曼的话:“从头到尾，不
只是在结语部分，基督教信仰是末世论，是希望、向前
瞻望、向前移动，因此也革新和改变现状。末世论不是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元素，它是基督教信仰的中介，如，
一切定位的关键......因此末世论不能只是基督教教义
的一部分。相反地，末世的展望表征所有基督教宣言，
和每一个基督徒和全教会的存在。当我们研究圣经教导
的教会时，将会看到，教会是神用来完成赎回祂创造的
主要工具。这是具有深刻、广泛和非常实用和应用的事
实。

什么？！ 为什么末世论是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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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为什么末世论是开头？

4.在创世记 3:15我们看到，神已宣告圣经
学者所谓的第一次福 protoevangelicum
（字义）或第一次福音宣告，那是神救赎
祂创造的计划的好消息，那计划包括祂从
耶稣基督带来救恩，整个旧约引导我们期
待耶稣的来临，整个新约介绍和解释祂。
从这观点看，我们就能了解何耶克马和穆
尔特曼的意思。

35



什么？ ！ 为什么末世论是开头？

5. 这第一次福音的宣讲
a.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在罪中的那一刻，

神就迅速地采取行动;祂爱那唯一照着
祂的形象创造的百姓，祂不容许他们在
自作自受可悲的情况中煎熬、憔悴、毫
无指望。

b.创世记第1、2章是圣经的序言。剩下的
整本圣经是逐渐展开神在耶稣基督里
救赎祂的创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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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论

6.除了第六主题结束时讨论末世论外，基督论也会讨论末世，
我们会做的。

a.从历史上看，圣经术语"末世"，(如，提摩太前书 4:1; 

彼得前书 1:20;犹大书 1:8） 是指基督第一次来和祂第

二次降临（或第二次到来）之间的整个时间。

旧约对末世的观点 新约增加的启示

弥赛亚来临 耶稣第一次来临 耶稣再来



什么？ ！ 为什么末世论是开头？

6. 另一处讨论第六点教义，末世论，的是基督论，我们会研讨

a.史上，圣经名词，"末世"，(如，提摩太前书 4:1〈在后来

的时候〉; 彼得前书 1:20; 犹大书 1:8）是指基督第一次

到来（也叫祂的第一次降临）和祂第二次到来（或第二次降

临）之间的整个时间。

b.换句话说，圣经说我们现在是末世，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

里，救赎计划的最后一部分。

c.我们研究基督论时，会回来多谈这个主题。当我们仔细思考

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5:18)说，耶稣会回来成全一切，

包括死人复活、最后审判和新天新地的救恩计划最高潮时，

照着传统也是正确安排的次序，我们将以末世论结束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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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 Theology:
关于“神”的教义

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
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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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论是整本圣经有关神的教导，包括祂是谁，
如，三位一体、至高无上、个人关系的、无
限的、无所不在的，祂像甚么？祂如何涉入
祂的创造？还有当祂无中生有创造万物时的
慈爱是甚么？神论，包括圣经有关神特性的
教导是甚么？祂主要的特性或称属性是爱，
爱包括最圣洁、正义、公正，圣经解释神的
这些属性、它们对祂一切创造，包括我们人
类，的意义。



神是三位一体

• 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个不
同的位格分享同一种本质。
神是一位。

• 所有这三位同时存在，且
是永恒的。

• 所有三位一体的象征中，
太阳也许是最好的比方，
因它显明：有三个完全不
同的构件，共享一个实体
的事实是合邏輯的。(罗马
书 1:20)

41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 其他三合一合理的符号，
同时包括以下内容:

+ 三种主要颜色所组成的
颜色

+ 光是能量、 热量和压
力的组成

• 思考与讨论问题：你还想
到甚么？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 除了为显明祂自己而创造
的自然界中一些的表征外，
(罗马书 1:20)，人类也设
计图形表征，试着想象和
理解圣经启示的，有三个
不同位格，分享同一实体，
同一本质的神。

• 这是一个古老的表征，称
为神圣的三位一体盾牌，
被发现在中世纪的彩色玻
璃。上面的字，通常是拉
丁语，从任何方向读都合
逻辑。

神聖的三位一體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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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 出埃及记 20:2-3

• 申命记6:4

• 哥林多前书8:6

• 提摩太前书2:5

• 参以赛亚书44:6;

46:8-9

• 三位一体的神包含三个不同的位格有
同一种实质，一种本质。 神是一位。

• 祂不像人类由分割的部分组成，例如
身体与灵魂。神的每一个位格是完整
的。（例如，约翰福音14:9）

• 所有这三个位格同时存在且为永恒。

• 祂的属性，祂的特质，都是一样;因

此，例如，祂是爱;祂是生命;祂是

真理;祂是正直。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 三位一体的神，
是三个不同的位
格，共有同一种
本质。 神是一
位。

• 申命記6:4

当我们一位一位研讨这位同本质三位一体
的神时，我们将发掘更多这教义的实际意
义和应用。开始我们也可以说 ︰

• 既然三位都有同一种本质，却是一位完
全的神，当我们祷告时，三位都知道我
们需要什么，并一同供给我们的需要。

• 这三位都同时存在且为永恒。

• 三位一体的象征中，太阳也许是最好的，
因它表明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元素共享一
个实体是合逻辑的。(罗马书 1: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所有暗示或具體提到這三位的章節:

• "神（ֱאֹלִהים，ʾĕlōhîm）說，'我們
要照著我們的形象......造人'"(創
世記 1:26-28)

• "主耶和華的靈是在我身上，因為耶
和華已經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
謙卑的人。(以賽亞書 61: 1)

• (馬太福音 28: 19) 

• 參看哥林多後書 3:14;以弗所書
2:18;彼得前書 1:1 ，2

• 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个不同
的位格分享同一本质。
神是一位。

• 这三位同时存在且为永恒。

• 旧约希伯来文翻译的神是
ʾĕlōhîm，ֱאֹלִהים 复数的
神gods，是在其他旧约经
文里谈到偶像和虚假神的
复数单词。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有关父的章节:

• 马太福音6:9

• 马太福音 5:45

• 约翰福音 8:38

• 雅各布书1:17

怎麼知道?

• 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个不同的
位格有同一本质。神是一位。

• 这三个位格同时存在且为永
恒。

• 三位一体的象徵中，太阳也
许是最好的，因它表明有三
个截然不同的元素共享一个
实体是合邏輯的。(罗马书
1:20)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有关子的章节:

•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
是神。（约翰福音 1:1）

•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祂
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
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
太福音 1:23) 

•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约翰福音 3:16 )

• “我与父原为一。" (约翰福音
10:30)

•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约
翰福音 20:28)

• 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个不同的
位格有同一本质。神是一位。

• 这三个位格同时存在且为永
恒。

• 三位一体的象征中，太阳也
许是最好的，因它表明有三
个截然不同的元素共享一个
实体是合逻辑的。(罗马书
1:20)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关于圣灵的经节:

• (约翰 14:26 和合本)

• (约翰 15:26 )

• （哥林多前书 12:3）

• (以弗所书 4:30)

• 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个不同
的位格有同一本质。神是
一位。

• 这三个位格同时存在且为
永恒。

• 三位一体的象征中，太阳
也许是最好的，因它表明
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元素共
享一个实体是合逻辑的。
(罗马书 1: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三位一体

• 父:雅各书1:17

• 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
督:诗篇8:6; 希伯来
书2:6-8; 以弗所书
1:18- 23; 罗马书
3:21-26

• 圣灵:   

哥林多前书12:3; 约

翰福音16:13

• 请参阅神论，基督论和圣
灵论的部分。有更多三位
一体教义的实际意义和应
用。

• 參看
http://www.fromacorntooa
k12.com/wp-
content/uploads/2014/11/P
art-1-Who-is-God-
Trinity.pdf

含意和实际益处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4/11/Part-1-Who-is-God-Trinity.pdf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没有传与的特性
God’s Incommunicable Characteristics

51



神论︰ 神没有传与的特性是什么？

神没有传与的特性是祂独特宏伟的方面。祂没有传给其他任
何存在，人类也沒有。

神与任何照着有罪性的人类形像所造出的假神不同。 假神
(既然假神是不存的，都是魔鬼在它们的背后）和那些做它
们的一样作恶。

神没有传与的特性或属性，通常如以下篇章所示。 本章将
简要说明并指出他们的实际祝福。神没有传与的特性包括祂
是超然、无限的︰全然美好、永恆、无所不在、自主、不变、
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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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超然的，无限的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
上，祂的荣耀高过诸
天。 5 谁像耶和华
我们的神呢，祂坐在
至高之处，6 自己谦
卑，观看天上地下的
事？” (诗篇
113:4-6）

含义和实际益处

因为神是超然的，总体的，无限的，

祂没有极限，因此没有需要。

1.关于祂：祂是完美和無限

的，如，全知、全智、全善、

全爱、全然公义、圣哉、圣哉、

圣哉（至圣）（诗篇139:1-6）

+ 没有什么可以控制或干涉祂的 ;

祂观遍世界，看到我们的需要，

祂能帮助我们;祂完成一切的目的。

(以赛亚书 55:11)

+ 祂全然统管一切，我们不必忧虑

（腓立比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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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超然的，无限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
上，祂的荣耀高过
诸天。 5 谁像耶和
华我们的神呢，祂
坐在至高之处，6 
自己谦卑，观看天
上地下的事？” 
(诗篇 113:4-6）

含义和实际益处

2.关于时间 ︰
祂是永恒的;祂超乎时间不受其限制
（诗篇 90: 2; 102:12; 25-28）
+ 神永不会老，不会变得苍白无力而
死亡。 祂总是"与我们同在。”
+ 祂绝不会被恶毒接替
+ 我们永不孤单，无论身在
何处，在地球或在太空。

（约书亚记 1:5;希伯来书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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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 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3.关于空间 ︰ 祂无
所不在，甚至超越宇宙。
(诗篇139:7-12；歷代誌下
2:6) 
+宇宙中我们可以去的任何
地方，没有一处是神不在
那里帮助我们的（并且是
从亘古就在那里了）。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祂的荣耀高过诸天。
5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
神呢，祂坐在至高之
处，6 自己谦卑，观
看天上地下的事？” 
(诗篇 113:4-6）

神是超然的，无限的 含义和实际益处

+沒有什么可以界限或抑
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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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 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自主的

• “耶和华的筹算永
远立定，祂心中的
思念万代常存。
“（诗篇33:11)

• “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意旨行
事。”（诗篇
115:3)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因为神是自主的，祂完全主宰着一
切。没有什么能操纵或干涉祂和完
成祂的目的。(以赛亚书 55:11;
約伯记42:2）祂没有需要;因祂是
全能的。（使徒行传 17:25）
+ 祂完全能帮助我们的需
要，什么都不能干扰祂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 祂能信守一切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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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

神是永不改变的

• (民数记23:19)
•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 样的。
（希伯来书18:3)

•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
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
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
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祂
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
动的影儿。」（雅各书
1:17)

• “…惟有你永不改变，
祢的年数，没有穷尽。”
（诗篇102:27)

• 我们早晨醒来不需猜测，神是否
"有个糟透的夜晚"，心想，现在"
我们得等着瞧了"。

• 我们也不必担心，神的心情不好，
恐怕"会发泄在我们身上。”

• 我们时常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祷
告，因為知道祂喜欢听祷告，并
时时能付诸行动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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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

神是永不改变的
•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

直到永远是一 样的。（希
伯来书13:8)

•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
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
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
的。在祂并没有改变，也没
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
1:17)

• “…惟有祢永不改变，祢的
年数，没有穷尽。”（诗篇
102:27)

实际益处
思想与讨论问题：
我们还能列下那些
关于‘神的属性是
永不改变’的实际
益处？(參，马拉基书3:6)  

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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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没有传与不改变的特性的实际益处

• 神忠于祂与祂的百姓所立的约。祂是可靠的。

• 祂的爱是不变的，因此我们不需害怕。

• 一旦你跟着祂，祂不会改变。

• 不管发生什么或情况如何，我们可以信靠神。

• 神是我们的帮助和满足。

• 祂的爱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信任他。

• 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可以指望祂。祂不会口是心非，

反复无常。

• 神爱那些爱祂的人;这是不改变的。

• 这可能是整个教会的基础。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1）
只有神才会创造。神是圣经中创造 אב ָּ ר 

bārāʾ这动词唯一的主题，即，不使用已
存在的物质，造出一些东西（nihilo 无
中生有，凭空）。
没有任何存在是 אב ָּ ר  bārāʾ的主题，这是
为什么根据祂所启示的，祂是谁，祂像
甚么，祂做甚么，我坚持将神是创造主
的特性归类为祂没有传与的属性之是重
要的。
“祂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
（诗篇 147:4）神知道在 Abell 1689 
星系中 1兆星星每个星的名字 （右侧是
哈勃网站照片）;我们所能做的是，只用
数字和字母来命名整个星系。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是如此的伟大，全宇宙只有祂
能无中生有，我们就能确信，祂
现在、未来都能供应我们的需要。

• 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恶毒的神能无
中生有来伤害我们，多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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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借着祂的儿子，三位一
体的第二位，来完成祂的
创造。万物源于父，但借
着子而来。（歌罗西书
1:16-17; 哥林多前书
8:6）

• 整本圣经的三大主题是创造，堕落和
救赎。 由于堕落，若没有救赎，创
造会全被销毁。我们将进一步更留意
的思考，神是圣洁的，不会让祂的正
直与罪恶、邪恶的交往妥协。 但因
祂本是爱，爱中包括公义，祂也不愿
毁灭祂的创作，因此，起初祂就选择
要赎回和重建创造，并且是自己付出
极大的代价来完成救赎。（罗马书 8; 
彼得后书 3:10-13;启示录 21:1）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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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创造主

创世记1:1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虽然神无中生有，创造了很多东西来形成宇
宙，祂也用那些东西造出其他东西来。如，
创世记 1:16 我们读神造了（动词， ש ָּ הע 

ʿāsāh，翻译‘造’的过去完成式）太阳和月
亮 （在1:3-5暗示，“要有光..”)

• 神给我们享用很多东西，但我们是這一切的
管理员。(创世记 1:26-29)

• 科学研究帮助我们发现神有无数的一般启示，
那是神在创造中建成的证据，为了让所有的
人都看得到（诗篇 19:1-6; 罗马书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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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是创造主

•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
记 1:1）

• ‘当时When’，创世记：1 ，
希伯来文， 的‘一（yôm）יֹום
天’，被解释为无限期的时段，
而不是二十四小时，这是有时
它在圣经其他地方的使用。在
圣经其它地方，我们也看到神
创造行为的发生，科学家们也
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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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根据阿波罗登月任务所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的分析，地
球存在了340,000,000 年是没有月亮的，那时的条件太
荒凉不容许生活，如太重、太厚的大气。从已发现的证
据，天文学家们相信，约 4．25 亿多年前，一个至少有
火星那么大的东西和九分之一的地球质，袭击我们的星
球，几乎是迎头相撞，结果大量被吸收到地球里面。那
次爆炸将厚厚的大气层推到外层空间，由一种我们所熟
悉、容许生活的大气层和许多元素取而代之;让云会结合
在一起形成月球; 使地球减缓到容许生活的自转率;并稳
定地球旋转轴的斜度，以保护我们的地球，不受灭绝生
命的极端气候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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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了两个大
光，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又造
众星。"(创世记
1:16)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天体物理学家休 · 罗斯，是个基督徒，他指出，“这令
人惊奇的碰撞，我们有丰富的旁证（情况证据），似乎已
完全定了时间和设计好要将地球从‘空虚混沌’改变到生
物能生存，并茁壮成长...有多少条件必须精确地调整—
每个条件都必须達到精调的程度— 生物才可能生存，就
这事件的本身，已有足够的论证，支持它必須有一位神圣
的创造者。即使宇宙包含多达十亿兆(1022 ）行星，我们
不会期望，甚至只一个，能自然演变成表面重力、表面温
度、大气成分、大气压力、地壳铁丰度、构造、火山作用、
自转速率、自转速率下降速度的自然过程和稳定旋转轴倾
斜支持生活所需的条件。 对那些曾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奇
迹的人，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只要抬头看看月亮......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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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既然我们居住生活的地球和其中一切是被
造的，既然创造主，如我们将进一步看到
的，祂本为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我们
天天都看见我们不是来自失控的混乱所产
生的偶然事件。

• 因是有计划的，我们就有奧妙的价值和目
的。因认识数学的精确性，知道宇宙的元
素已形成并发挥作用。使我们感到在宇宙
及各部分中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是重要的;
我们的生命很要紧。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小的管夜。
又造众星。"(创世记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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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
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 (羅馬書1:20)

• 从这种理解，使我们涌起对周遭一切
自然现象的惊叹和欣赏。 从现在开始，
你会一看月亮就想到嫦娥奔月吗？

• 进一步，我们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和其
他方面的创造，就能看透它们，也会
更多地了解和尊重他们的创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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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我们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并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
思考神的创造，将使我们套在‘神是谁？祂像
什么？’和‘虽然我很重要，却有多小’的衡
量中。但这种谦逊是健康的，因为“ 骄傲在败
坏已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 16:18）

• 这种失跌是很痛苦的，不仅自己也连累许多其
他的人，不断学习保持正确的角度来看自己像
什么，非常有益，使我们远离很多麻烦。“败
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箴
言 18:12 )  

• 同样，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
必升为高。 (马太福音 23:12 )

“自從造天地以
來，神的永能和神
性，是明明可知
的.....” (羅馬
書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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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这照片显示哥德式教堂建筑，如何指向天
堂，尤其是穿过月亮直达天上的神。

• “有创造 — 那是有深层结构、 也有连
续变化过程的 —要有稳定又有活力的地
方。在这种创造中，我们能坚持我们的承
诺，因为深信神的杰作是稳固在神的持久
承诺里。(神学家Cornelius Plantinga
Jr)。

• 这种环境让科学和其多方面能提供他们的
贡献。可见科学出于圣经的世界观并非偶
然。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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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创造主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认识了我们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谦
卑地接受我们在创造中的地位，给
我们强烈的安全感。我们至高和慈
爱的创造者，能够保护祂所创造并
属于祂的。

• 这个事实是太令人欣慰了 ！ 今晚
好好休息，活在神赐給人意外的平
安和喜乐，从今时直到永远。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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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传与人的特性
God’s Communicabl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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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 ︰ 神传与人的特性是什么

神传与人的特性是，祂宏伟的本性中分享给我们的微小缩
影。以下是他们一般的标识。 本章也将简要说明这些特
性实际的祝福。当我们在人类论研究神的形像时，将会回
到祂传与人的特性。

神传与人的特性或属性，包括祂是活生生的;圣洁;知识;
智慧;爱、恩典、怜悯和忍耐;公义;真理;主权;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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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如我们在三位一体篇看
到的，祂是个灵并且是
自有的。三位一体的神
彼此间有相互关系，与
祂创造的人类也有相互
关系。

• (以赛亚书 44:6)
• (以赛亚书 44:10，
16-21)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圣经的每一页，让我们看到神活着和祂的作
为。祂的名在希伯来文中， וה （耶和华）ְיה 
来自 יהה ָּ (hāyāh)，意思是“自有的”。因
此，唯一的真神活着，是一切存在的基础，
并能帮助祂的百姓。真神照着祂的形像造人;
假神都是堕落的人类照着他们的形像造的。
由人类制造的假神是无法帮助任何人的;它甚
至不能自己站起来(以赛亚书 46:7)

• “记住这点，将它牢牢记住，…” (以赛亚
书 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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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如我们在三位一体篇看到的，
祂是个灵并且是自有的。三位
一体的神彼此间有相互关系，
与祂创造的人类也有相互关系。

• （出埃及记 20:1-3）
• (以赛亚书 40:25-2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以赛亚书40:29-31)
• 没有任何偶像和假神能这么做：唯
一的真神爱祂的百姓，希望他们归
回唯一能帮助他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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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三位一体活着的真神是个灵，
因此祂没有形状。 祂是不能
被看见的。(提摩太前书
6:16) 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神，
不能帮助自己;甚至不能自己
站起来。 它们不能帮助任何
人。

(以赛亚书 40:20)

(以赛亚书 41: 7)

含义和实际益处︰
偶像是死的，不能听，不能看，更不能助人
（桌上的苹果是拜这佛教偶像的人的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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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命令我们绝不可制做或敬
拜偶像，因为那样做不只对
祂不敬，更是弃绝祂。也因
祂爱我们，总是顾念什么是
对我们最好的。拜偶像，那
些远比人类卑下的东西，诋
毁和破坏求它帮助的人。偶
像不能为任何人做什么:(以
赛亚书46:7)

含义和实际益处︰
偶像是死的，不能听、不能看，更不能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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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有私人关系，有交情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耶稣向叙加井边的撒玛
利亚妇人明说，"神是
个灵，所以拜祂的，必
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约翰福音 4:24) 

• (提摩太前书 6:15b-16)

• 相信三位一体真神的人，
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
祂是个灵: 
+ 祂没有肉体代表祂
+ 凭信不凭眼见，
+ 相信并跟随唯一的主和
救主耶稣基督，

+ 体验唯一活着、大能、
与个人有关系的真神的
爱和救援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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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有私人关系，有交情

(诗篇139:1-4; 13-
18)

• 神是有个人关系的。诗篇 139:1说，
"祢认识我:"希伯来词 (yādhaʿ)יַדע
是圣约关系的用词，意思是亲密、私
人关系。 神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就
认识我们了，祂与个人进行交流。
(诗篇 139:1-18;耶利米书 1:4-10）
祂与祂的百姓互动，听他们说甚么，
照着他们符合祂完美旨意的请求，真
的改变现况。（出埃及记 3; 1 约翰
3:21-22; 5:13-15）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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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有私人关系，有交情

诗篇139:1-4; 13-18

• 了解了神是个灵并与个人有交情，表
示祂是活生生的。因此祂关心你和我，
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祂
都会给我们一切足够的帮助。

• 因为祂是灵，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也没有其他阻碍拖累祂的创作造
物，成为障碍和约制。

• 既然祂是有个人关系的，我们可以与
祂有交情，如果祂只是一股力量，我
们就不能这么做了。 因此，无论你
在世界哪个地方，永远不会孤独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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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三位一体的神 ︰
唯一活着的神，是个灵，
有私人关系，有交情

诗篇116:15
约翰福音11:35
以弗所书4:30

提摩太后书1:9-10

• 神有感情。当祂圣洁的儿童死
亡时，祂感到悲伤。(诗篇
116:15;约翰 11:35)当我们犯
罪时，祂也悲伤。(以弗所书
4:30)我们爱祂之前祂已爱我们，
（罗马书 5:6-11;约翰福音
15:13)。

• 一位真正的神已经摧毁死亡了。
（提摩太后书 1:9-10）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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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 圣哉，圣哉，圣哉

• “[公元前740年]乌西雅王崩
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
的宝座上，…其中有撒拉弗
伺立...彼此呼喊说: ' 圣哉，
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
华… '"（以赛亚书 6:1-3）

• “…四活物 … 。昼夜不住
的说:‘圣哉，圣哉，圣哉
'"（启示录 4:8）

• "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
未记 19:2）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圣洁的意思是分开，少见、 纯洁，
正直。

• 希伯来的语文，缺乏"最多或最大"
这种比较性的表达，只能借着重复
同一个词三次的方式来表达“最”。

• 祂的“圣洁”是唯一重复三次的属
性。

• 认识神的圣洁和祂对百姓圣洁的要
求，是了解圣经中祂许多法律、教
导和作为的关键，例如，为什么祂
不会允许有罪或邪恶在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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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 圣哉，圣哉，圣哉

• “[公元前740年]乌西雅王
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
高高的宝座上，…其中有
撒拉弗伺立...彼此呼喊说: 
' 圣哉，圣哉，圣哉、万
军之耶和华… '"（以赛亚
书 6:1-3）

• “…四活物 … 。昼夜不
住的说:‘圣哉，圣哉，圣
哉 '"（启示录 4:8）

• "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
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未记 19:2）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了解神的圣洁，和祂要求祂的百姓圣洁是理解
祂的许多法律、教导和圣经中許多行动的一个
关键，例如，为什么祂不允许罪恶或邪恶在祂
的面前。

• 團體的含意：很多人来到聖殿中崇拜，並没有
感到神的至圣，他们认为神是一个朋友，几乎
是個夥伴，是他们天空中的伟大朋友（“楼上
的人”），他们對神无礼。考虑，如，如何穿
着，談笑，使用电子设备做崇拜之外的事。

• 思考和探讨问题：
你能举出那些能帮助別人记得，神是至圣的，要
以合宜的態度在聖殿中敬拜祂的例子？



• 了解神的圣洁，和祂要求祂的百姓圣洁是
理解祂的许多法律、教导和圣经中许多行
动的一个关键，例如，为什么祂不允许罪
恶或邪恶在祂的面前。

• 个人的含意：如果每个人在个人的意识中
记住，神是至圣的，就不会做出许多痛苦
不堪的事，如，犯奸淫，强求别人离婚，
反招自卑的后果

• 思想和讨论一个问题 ︰
你能举出其他如何能帮助別人记得，神是至
圣的，要活出合宜的日常生活的例子？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 圣哉，圣哉，圣哉
• “[公元前740年]乌西雅王

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
高的宝座上，…其中有撒拉
弗伺立...彼此呼喊说: '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
耶和华… '"（以赛亚书
6:1-3）

• “…四活物 … 。昼夜不住
的说:‘圣哉，圣哉，圣哉
'"（启示录 4:8）

• "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
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未记 19:2）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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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本章节的上背景中并以使徒
约翰和四活物的的声调读它]。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
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
哉，圣哉，圣哉，主 神是昔在，今
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
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
宝座上，活到永远永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
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的，又把
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
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
的。 '"（启示录 4:8-11）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 圣哉，圣哉，圣哉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请注意三重赞美加倍的意思，"
荣耀、尊贵和权能。” 启示录
中的数目也是象征性的;三是属
灵的数目。

• 既然三位一体的神是圣洁、圣
洁、圣洁的，祂不容许罪恶和
邪恶进到祂面前，但祂使我们
这些罪人 (罗马书 3:23)，能
因信，借着基督的义成为我们
的义，进入祂的面前与祂灵交、
互动(罗马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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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讨论一个问题 ︰

当我们进入神的圣所时，为
了荣耀和尊荣祂、并与祂有
最具意义的联系，也为帮助
我们自己和别人在敬拜中得
到最大的造益，我们应该做
什么？避免做什么？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神是 圣哉，圣哉，圣
哉

• 以赛亚书6:1-3
• 启示录4:8
• 利未记19:2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完全的

• 耶稣说神是完全的。(马
太福音 5:48) 祂呼召我
们要完全

• 摩西唱，"我要宣告耶和
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
与我们的神！ 祂是盘石，
祂的作为是完美，祂所行
的吴不公平，是诚实无伪
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申命记32:3-4)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既然神是完全的，祂没有需要。 祂
没有不足的;因此，祂能时时帮助我
们。

• 神定义“完全”。祂的完全就是祂
和我们评定什么是完全的标准。反
过来是不是也如此。

• 我们称符合神标准为完全。但神和
别人都不是被我们认为完美的标准
來评定。我们的完美是有限的，还
包含罪的缺陷。(罗马书 3:23) 

• 这种理解帮助我们弄清我们的情况
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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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既然神是完全的，祂不犯错误。 况且，
祂不是因为有很多的操练所以不犯错
误︰祂永不会有错。

• 因此，当痛苦的事情出现在我的生活时，
（不是如果，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堕落的
世界里，每个人都会犯罪）我可以排除
任何以为是神的过失的想法;祂不会;从
来就不会;祂永远不会犯罪。

•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是合理的，我现在应
该做什么，我会向祂求助，并请祂帮助
我，直接和间接通过教会，基督的身体，
我在哪里能找到更多有帮助的真智慧。

神是完全的

• 耶稣说神是完全的。
(马太福音 5:48) 

• 摩西唱，"我要宣告耶
和华的名。你们要将
大德归与我们的神！
祂是盘石，祂的作为
是完美，祂所行的吴
不公平，是诚实无伪
的神，又公义，又正
直。” (申命记3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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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有人说，神“有黑暗的一面”
时，他们显露了人类照着自己
堕落的形像造神的倾向，其他
所有的宗教都这么做，违背圣
经。

• 举几个例子：我们在希腊神话
中看到神被描绘成贪婪、撒谎，
和乱性，还有许多消极的特性，
都是典型腐败的人性，绝不是
神的完全。

• 想到并确知神是全然良善的，
祂会永远善待我们，真是太美
好了！

神是良善的
• 圣经处处宣扬神的良善 。
• 大卫，犯了滔天大罪时，神处分

他，他赞美神说，“耶和华阿，
祢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
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祢的人。” 
(诗篇 86: 5; 参看25:7-10)  

• 另外两处诗篇“...耶和华本为善，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诗篇
100:5a）

• “祢本为善，所行也善，求祢将
祢的律例教训我。” （诗篇
119:68）

• 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
有良善的—。“（马可福音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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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其他宗教被恶魔启发，照着堕落
的人类本性所造出来的假神，令
人想到，即使假神没有真正活着
也没有做什么，怎么被描绘成这
样做呢？

神是良善的
圣经处处宣扬神的良善 。
• 大衛，犯了滔天大罪时，神处

分他，他赞美神说，“耶和华
阿，祢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祢的
人。” (诗篇 86: 5; 参看
25:7-10)  

• 另外两处诗篇“...耶和华本为
善，祂的慈爱存到永远.”（诗
篇 100:5a）

• “祢本为善，所行也善，求祢
将祢的律例教训我。” （诗篇
119:68）

• 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
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
10:18）

思想和讨论一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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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圣经透露，独一善良的真神，
是慈爱有丰盛祝福的神，祂
不断赐予所有的世人，在祂
里面没有任何缺陷或"黑暗”
的一面。

神是良善的

• 圣经处处宣扬神的
良善

• “神就是光，在祂
毫無黑暗，這是我
們從主聽見，又報
給你們的信息。”
（約翰一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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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的良善也显在现实中，祂所做和允许
的，都是最终对别人有益的，即使那最
后的益处，是我们有限的视角看不清的

• 举例说明，有时为了我们的益处，需要
纠正一些偏差，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但为了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对的事上，
就像我们世上的父母，有时不得不管教
我们。以色列人不顺服被神管教时，承
认这个现实并响应 ︰ 他们 "叩拜，称
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祂的慈
爱永远长存.'" （历代志下 7:3）

神是良善的

希伯来书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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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耶稣说]只是我告
诉你们︰ 要爱你的
仇敌，为那逼迫你
们的祷告。这样，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
的儿子。因为祂叫
日头照好人，也照
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马
太福音 5:44-45）

• 神是良善的，不只对那些信任和顺服祂的人如此，
甚至对那些漠视不服祂的人也显出良善。(马太
福音 5:45) 我们不应忽视，主以此作为祂教导
的基础，祂命令我们要善待所有的人，特别对所
有人表达爱，不只那些爱我们的（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 13:4-7定义爱是恒久忍耐等）“你若单爱
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部也
这样行吗？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
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马太福
音 5:45-47)  

• 祂要求我们，被召做祂的见证人，要过不一样的
生活。唯一有效地传福音的方法，是我们凡事敬
畏神，不效法世界。

神是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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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既然神是完全的，你和我的安慰可不小，
肯定的是，无论神引起或允许在我们的生
活中发生一些事，祂是永不会做错的。这
种意识是我们对任何事态看法的前提基础
之一。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是爱祂，
按祂的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
都为我们得益处，即使那益处只能在回忆
中体会，或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被认
为那么好。 (罗马书 8:28)  

• 无论我们经历甚么令人不愉快的事，祂会
帮助我们克服它。 (哥林多后书 12:10;腓
利比书 4:11-13)

神是良善的

（罗马书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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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神是良善的

“因为耶和华神是
日头，是盾牌;要赐
下恩惠和荣耀;祂未
尝留下一样好处不
给那些行动正直的
人。万军之耶和华
啊，倚靠祢的便为
有福。”(诗篇 84: 
11-12 )

• 神的良善本身就是我们的祝福。我们不怕
祂会错待我们。

• 此外，祂祝福那些顺服的人。赐好处给听
从祂的人。（诗篇 84: 11）我们是“无
可指摘”的吗？我们不都犯了罪吗？

• 当然。但神以基督的义成为那些相信基督、
跟随祂、当顺服失败时就请求祂宽恕的人
的义。 （约翰福音 15:9-12，罗马书 4，
雅各书 2:14-23） 是不是好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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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思想和讨论一个问题 ︰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
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
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
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祂并没有改变，也没
有转动的影儿。”(雅
各书 1:16-17)

真的，一切美好的都来自神。我们立即就想
到什么好处？

我们为神所赐的礼物感谢祂！

神是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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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让我们时时为神本身感谢祂，包括
许多从祂性格的属性得到的祝福，
尤其是祂的完全和良善。

• 在感恩节那天大家都会清楚地感到
这两个特性，但我们不必努力地看，
每年隔一、两天就可看见它们。

• 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祝福时，
让我们找些方法帮助别人也能看见
它们。

神是良善的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各样美
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
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
的，从众光之父那里
降下来的，在祂并没
有改变，也没有转动
的影儿。”(雅各书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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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主啊，你本为善，乐意
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
给凡求告你的人。”(诗
篇86:5)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
神，因为神就是
爱。”(约翰一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使用在诗篇 86: 5 的词，爱的翻译是
chesedh，旧约一个主要的希伯，ֶחֶסד
来文表示神持久承诺的爱，通常被译为
坚定不移的爱。

• 约翰一书 4:8 希腊文“爱”这个词是
源于，agapē，保罗定义为忍耐;恩慈;
不嫉妒、不自夸、 不张狂、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激怒，
不计算人的恶;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哥林多前书 13:4-7）

97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主啊，你本为善，
乐意饶恕人。有丰盛
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
的人。”(诗篇86:5)

“没有爱心的，就不
认识神，因为神就是
爱。”(约翰一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就是爱，但反过来，当然不是真的。
我们不能说爱就是神，那是交错配列，
對chiasmus不正确地解释 ，是一种流
行的语法和修辞语言的模式，当你將
前后词反转时，通常是真的或提出一
个观点。 有个证道的老例子："我们
要安慰受折磨的人，折磨安逸。”

• 没有任何圣经的教导，在这篇或其他
地方，说爱是神;这会将“爱”变成一
个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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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神是爱”。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神
的本质是爱;即，爱描绘祂是谁。但，
祂的爱发出其他属性。

• 神借着约翰的话启示了爱是神品格
的核心。神的爱不只是祂的一部分
或祂在某些时候做的事。 爱描绘祂
自己，就是祂，包括祂的作为，其
他的都来自祂的爱，杰出的神学家
卡尔 · 巴特 Karl Barth 描绘是
“祂本质的溢流”。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主啊，你本为善，乐意饶
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
求告你的人。”(诗篇86:5)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
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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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以弗所书 1:4-8）
• (路加福音 1: 78)
• （罗马书 2:4）

神的爱在圣经中也用其他单词，以其表达
的解释为定。
• 恩典是指我们不配得和不应得的神的爱，
流露在祂付出巨大的代价赦免我们的罪。
（以弗所书 1:6-7）

• 怜悯或温柔的同情是神爱的表达流露在祂
承担别人罪的后果那些苦难的经历。 (路
加福音 1: 78)  

• 耐心，又称长久忍耐，是当神持续忍受那
些不听从警告和指示，不悔改的罪人，祂
延迟审判，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悔改并痛改
前非这方面的爱。 （罗马书 2:4）

多么大的安慰啊！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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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主啊，你本为善，乐
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
爱赐给凡求告你的
人。”(诗篇86:5)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
识神，因为神就是
爱。”(约翰一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唯一谈到
神是爱的。全历史中世界各地其他的宗教，
都要求人类的某些具体行动，才能得到平
息和授予救恩，但那些神的特点不是爱，
也都不被视为爱。

• 会说阿拉伯文的学者说，爱这个词甚至不
在穆斯林所公认唯一准确的阿拉伯文可兰
经中。

• 虽然一些印度教徒看婆罗门(大梵）是与
人有关系、慈爱的神，通常，他被描述为
客观存在一切造物之上，不沾凡尘的。那
种概念是矛盾的说法，因为爱表示与被爱
的人互相牵涉，从感情和行动表达出来，
包括帮助。 101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圣经的每一页都可看到神的爱，甚至在旧约中
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神告诉祂的百姓以色
列人要将那些居住在祂将要赐给他们之地的异
教部落，包括所有的男丁、妇女和儿童都杀掉。

• 当我们记得祂是圣洁，圣洁、 圣洁，和祂的救
赎计划，就可以看到祂为什么那么做︰祂想到
我们和未来的世代。

• 如果神容许罪大恶极的异教徒 (在审判之前，
祂耐心地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创世记 15:16]) 
败坏祂的百姓，我们的救恩将会变成危机。
（正因如此，只剩祂的余民依然很忠诚，弥赛
亚，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从他们中间而
来。）我们将看到更多神的公义来自祂的爱。

“主啊，你本为善，乐意
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
给凡求告你的人。”(诗篇
86:5)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
神，因为神就是爱。”(约
翰一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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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诗篇 86: 5）

• （约翰一书 4:8）

• (创世记 15:16)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是為了执
行

祂救赎因亚当和夏娃的罪带給祂完
美

创造的惡果。

右图描述迦南敬拜生育之神，巴

力，的邪恶，显示以孩子为牺牲的
习

俗，令神和祂的百姓所憎恶和禁止。

(利未18:21;20:2-5)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出埃及記20:1-6）

• (以賽亞書 44:6)

右圖描繪的是自然與生育的偶像，戴安娜

（羅馬名稱） 或阿弟米斯 （希臘

名）。在雅典敬拜這虛假的女神祭典中，

各種奇怪、可怕、不可言喻的罪行發生，

包括賣淫......

另一个不能呼吸或自己

站立的偶像，更谈不上帮助人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是愛：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在此图的左边是古代邪教敬拜的女
神。 邪教卖淫和其他令人震惊的
邪恶，发生在这些恶魔的偶像崇拜
中。

思想和讨论︰

现在世界的实质不同了吗？

4000年来什么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出埃及记
20:1-6）

• (以赛亚书 44:6)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出埃及记20:1-6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
你

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
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 以赛亚书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

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
我

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纵观历史，堕落的人类与最圣洁的神分
开，惧怕地祭拜邪魔假神，为了安抚它
们。恶魔不爱。 真神，爱，因祂是爱
（约翰一书 4:8），释放照着祂形象所
造的人脱离这种恐惧。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出埃及记20:1-6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

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 以赛亚书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

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

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中国的明、清皇帝 (明，公元 1368年-1644)

(清，公元 1644年-1911)在北京天坛祭天，安抚假神赐下

五谷丰收。当他们转向唯一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

赏赐的天父时(雅各布书 1:17) ，将会何等伤心。在这里我

们看到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他们怎能知道？（创世记

12:3;启示录 7:9）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出埃及记20:1-6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

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 以赛亚书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

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

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 ….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

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以赛亚书 40:20) "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的，他们得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得

写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诗篇

16:4） 这些假神的信徒需要知道，耶稣已献上一

次为所有牺牲有效的祭，与佛教所教，必须死许多

次是不必要和不真实的。。(希伯来书 9:26-27)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出埃及记20:1-6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

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别的神......"

• 以赛亚书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

主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

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

有真神。”

工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
砧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
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以赛
亚书 41: 7) 与真神不同的，虚假
的恶魔不活不爱;它们不能也不会助
人。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出埃及记20:1-6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

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 以赛亚书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

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

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异教徒向鬼魔献祭，不是向神....(哥林多前

书 10:20) 与撒旦和恶魔相反的，真正的神是

圣哉，圣哉、 圣哉、 爱那照着祂的形象所造

的人。所以这些人不会自我毁灭，祂呼召我们

带领他们归向真神。

含义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诗篇13:5
诗篇100:5
约翰福音3:16
约翰一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旧约(OT)和新约(NT) 启示同一位神。
有些人错误地说，旧约的神是一位忿
怒的神，新约的神是一位爱的神。這
不新穎，那是古時由一位富有的商人
推動的諾斯底學說Gnosticism，主後
144年被羅馬教會驅逐。

• 我们刚刚看到，一位真神是爱，我们
可以在新旧约圣经的每一页都看到祂
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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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诗篇13:5
诗篇100:5
约翰福音3:16
约翰一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每当我们谈到神的爱时，必须澄清我们
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社会对爱的理
解，受到违背圣经的好莱坞误导，及其
他文化的影响。

• 使徒保罗定义这种特殊类型的爱，叫，
ἀγάπη agape ，描述神的性格，如我们
在新约看到的，包括在约翰一书 4:8，
希腊文翻译的旧约作，恒久忍耐又有恩
慈、不嫉妒、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
怒…….。 （哥林多前书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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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
来

诗篇13:5
诗篇100:5
约翰福音3:16
约翰一书4:8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德国神学家埃米尔 · 布鲁纳Emil
Brunner解释说，“神的爱..Agape..不
求值，但它创造值或赋予值;它不被一
些可爱的品质所吸引，却倾倒在那些没
有价值和低下的人....这里那位爱的神，
不为自己寻求任何事;祂的欲望是使祂
所爱的获益。祂所给的好处不是‘东
西’，而是祂自己，因为这种爱是自己
给那些被爱的别人。" （基督教神的教
义，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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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布伦纳在他的观察下这么说，神的爱
必须与祂的圣洁一起看，他正确地指
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连接，基督徒所
理解的神的"特性和决定性因素"。

• 为了尽可能充分地理解神的爱，我们
必须牢记祂的圣洁，祂的公义和我们
的罪孽，这三个题目将会做更多的探
索。

诗篇13:5
诗篇100:5
约翰福音3:16
约翰一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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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的爱包括情感

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对摩西说

•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
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
苦…..3:7-8)

• “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35)

• 至此我们已思想神之爱的结果，
从祂的爱流溢出来的作为，如
保罗指出的，最高爱的核心。
圣经中的爱是表达在行动中的
行为。

• 不但如此，我们看见神是有感
情的，情感也是很重要；祂有
情感，以及无限的理性。 神不
是一种缺乏敏感性，感觉和情
绪非人的自然力。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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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的爱包括情感

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对摩西说

•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
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
苦…..3:7-8)

• “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35)

• 查看希伯来原文神对摩西说的话，
英语说 "我关心他们的痛苦"，
希伯来文，"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知道"的词根是 ，yādhaʿיַדע 
这是圣约的词，意思是亲密有个
人关系、体验式的，它包括由于
爱的亲密关系，彻底和完全的了
解。

• 祂深深地爱祂的人，并计划要借
着摩西领他们出埃及到神给他们
的土地，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和受
苦。因为神爱并关怀他们，采取
了相应的行动。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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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的爱包括情感

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对摩西
说

•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
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
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
苦…..3:7-8)

• 诗篇116:5
• “耶稣哭了。”（约翰
福音11:35)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从祂的同情心表现出祂的情
感之一。 诗篇 116:5 的希伯
来文单词翻译"同情"是 ַחם ר 

rācham，爱，慈悲，表示同情
（来自神的核心），对别人深
厚的感情。

• 这个词是只用一次，那人有这
种情感并关爱神（诗篇 18:1）;
其他的都是用来描述神的爱，
或祂保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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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在圣经中我们读到神的气愤，甚至愤怒。
这是因为祂爱那些无辜的受害人，或那
些做出对自己的灵性、身体和情感不健
全，或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是神认为至
终是最好的表现。

• 我们深信，神透过以赛亚和其他人的话，
告诉我们祂仍然爱我们。

神是爱：
祂的爱包括情感

以赛亚书54:8-10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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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的爱包括情感

诗篇30:4-5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在圣经中我们读到神的气憤，甚
至愤怒。这是因为祂爱那些无辜
的受害人，或那些做出对自己的
灵性、身体和情感不健全，或违
背神的旨意的事，是神认为至终
是最好的表现。

• 我们深信，神透过以赛亚和其他
人的话，对我们说祂仍然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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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的爱包括情感

以弗所书4:30-32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当我们的行为如第四、 五章中提到的
不合圣徒的体统时，就会叫神的圣灵
担忧。（以弗所书 5:3）

• 相反的，我们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
的事”(以弗所书 5:10)，并照着那些
方式行动。这节经文，希腊原文是
εὐάρεστος，euarestos，令人
喜悦和接受。 当我们顺服祂，并照着
祂的旨意行时，祂会感到愉快。我们
给祂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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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给祂的百姓的爱永不失败;我们总可
指望祂爱我们。

• 神对我们的爱直到永远。发现祂不爱
我们的日子绝不会临到。 永不必担心
是否祂仍然爱我们。

• 当我们犯罪时，我们使神失望 (以弗
所书 4:30)，但祂不会从我们撤走祂
的爱。

• 甚至当祂需要管教我们时，也是因为
祂爱我们。（希伯来书 12:5-11）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诗篇13:5
诗篇100:5
约翰福音3:16
约翰一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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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约翰一书4:19
• 罗马书5:7-8
• 约翰一书4:10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因为神，是最圣洁、正义和公正的，祂
的本质是爱，但祂选择不毁灭我们。 都
因信基督的义被拯救。

• 确实，神对我们的爱使祂付出极大的代
价 ！

• 思想这史无前例的大爱，对你个人和团
体的意义！下次当你怀疑生命的价值，
或你的存在是否对别人有意义时，记得
神的经历，祂看着自己的儿子如此残忍
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受许多方面的凌
辱...为你。

• 将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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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作为当代神学家，陪克J.I.Packer，观察
（知道神，111），“神是爱‘的声明表示
祂的爱从一切言语行为表达出来。基督徒知
道那爱[也]是给他个人的，真是至高无上的
安慰。作为一个信徒，发现十字架上基督的
保证，他个人就是神的所爱;神的儿子..爱
我，为我舍了自己.(加拉太书 2:20)...甚
至当他看不见为什么神会这么做时，他也知
道在里面和背后有爱的存在，因此他能常常
喜乐，即使，从人的角度来说，一切都错了。
他知道，他生命的真实故事，当知道时，将
得到证明，如赞美诗所说， ’首先到末尾
的怜悯‘ — 他满足了

神是爱：
祂总是从行动表达出来

• 约翰一书4:19
• 罗马书5:7-8
• 约翰一书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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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 所罗门王祷告，"唯有
祢知道世人的心。”
（列王纪上 8:39）

• "神比我们的心大，一
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大(约翰一书 3:20)

•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
的。”(约翰福音
21:17)  

•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祂
面前不显然的。”隐藏
的上帝面前。 ”(希伯
来书 4:13)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起初神，祂是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
的，知道一切事情，过去、 现在和
未来，以及所有的潜能。 从人类的
角度来看，神在将来所看到的是预
知，但祂的视野允许祂同时查看所
有的事情。

• 虽然在万世以前祂已有定旨，某些
事件会发生，祂的全知并不妨碍人
的自由和责任。 （以弗所书 3:9-
11）

124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 （以赛亚书46:10）
• 我们限制和有限的知识和
理解应该承认神的无限和
无止境的知识和理解。如
以赛亚补充说，“我的意
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
道路非同你们的道
路....。 ”。 (55:8-9)，
那是完全合理的。

含义和实际益处

比较保罗所观察的，神和人类的理解差
异︰
• (罗马书 11:33-36)
• 这种认知可以帮助我们记住自己是谁，
并避免傲慢自大。“ 谁用无知的言
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
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
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
聪明只管说吧。 ”(约伯记 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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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神与祂最密切知道的盟约人
有特殊的关系。 祂非常知道
我们，我们做一件事之前，
祂就知道我们将会做什么。
• 大衛在诗篇139，唱：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
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
起来; 你都知道我，耶和
华…..”（vss。 1-4）

希伯来诗翻译“知道”
是 yādhaʿ，一种深切体יַדע 
验的知道，最亲密的盟约关
系，是神与信徒在基督里的
那种关系。

• 神是全知的思想，使很多人感到害怕。因为
他们意识到，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罪过，甚至
那些我们做过的秘密，这是他们担心神的方
面。

• 然而，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必害怕。神知道
我们所有的秘密，我们做过的一切，包括所
有曾经想过的，那是灵性健康的现象，是好
的。 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极大的恐惧，是我
们在基督里已蒙赦免，每天和神同行的人极
大的祝福，包括安适。记得神是全知的，能
激励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做它。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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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神与祂最密切知道的盟约人
有特殊的关系。祂非常知道
我们，我们做一件事之前，
祂就知道我们将会做什么。
• 大卫在诗篇139，唱：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
我，认识我，我坐下，我
起来; 你都知道我，耶和
华…..”（vss。 1-4）

希伯来诗翻译“知道”
是 yādhaʿ，一种深切体יַדע 
验的知道，最亲密的盟约关
系，是神与信徒在基督里的
那种关系。

• 因此，我们永远不必担心，万一祂知道了
我们曾經犯过的恶行，就会威胁到我们的
救恩。因祂已经知道了。

• 事实上，亿万年前当我们还没做錯时，祂
就知道了，祂在基督里已饶恕了我们！即
使祂知道我们所有的罪，仍然爱我们。所
以不必担心有一天祂可能会发现我们的不
是而不爱我们了。

• 神的全知，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喜乐，因我
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已被饶恕了。祂知道
我们的一切，却仍然爱和原谅我们 ！

含义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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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在宇宙中的知识是无限的;祂
是全知的。

• 无论如何，祂传与我们在小范围
知道事情的能力，甚至知道更多，
这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意义;但
我们所知道的是如此的重要，与
神的知识对比就无限的小。 我
们是有相当的知识，但不像神那
样包罗万象。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神与祂最密切知道的盟约人
有特殊的关系。祂非常知道
我们，我们做一件事之前，
祂就知道我们将会做什么。
• 大卫在诗篇139，唱：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
察我，认识我，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知道我，
耶和华…..”（vss。
1-4）

希伯来诗翻译“知道”
是 yādhaʿ，一种深切יַדע 
体验的知道，最亲密的盟约
关系，是神与信徒在基督里
的那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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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既然神是全知的，我们不必担心祂
不了解。我们没有任何祂不知道的
问题。祂与我们的亲密关系，祂的
无所不在，以及祂借着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亲身体验了人性，向我
们保证，祂知道我们经历的每个时
刻。

• 祂知道我们经历别人看不到的不公
正。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神与祂最密切知道的盟约人
有特殊的关系。祂非常知道
我们，我们做一件事之前，
祂就知道我们将会做什么。
• 大卫在诗篇139，唱：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
察我，认识我，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知道我，
耶和华…..”（vss。
1-4）

希伯来诗翻译“知道”
是 yādhaʿ，一种深切יַדע 
体验的知道，最亲密的盟约
关系，是神与信徒在基督里
的那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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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和实际益处

• 全知的神知道我们寻求走高端路线，
却滑入阴沟里的挣扎。

• 意识到神的圣洁，祂也要求我们要圣
洁，虽然我们尽力避免诱惑，但有时
在最脆弱的地方让步了。 "神知道我
多么努力地尝试吗？"我们猜想。写希
伯来书的作者响亮的回答说，"是Yes ！
"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希伯来书4:14-16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 罗马书8:26-27
• 诗篇139:1-4,6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求，所以虽然我们
不知道如何祷告，祂也理解;事实上圣
灵为我们代祷 ！(罗马书 8:26-27) 

• 此外，当我们试着在祷告中向祂表达心
意之前，已知道我们是甚么意思(诗篇
139: 3) 

• 祂预计我们的需要，以行动来帮助我们，
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哩！祂借着无数
我们都不知道的方式，赐福我们，如在
我们还不知道之前，就通过别人供应所
需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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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借着无数我们都不知道的方式，赐
福我们，如在我们还不知道之前，就
通过别人供应所需的资源。

• 当我们收到该资源时，让我们不要说
那是好运luck，要承认那是天意的眷
顾Providence，是那位赐各样完美礼
物的送礼者爱的表示 ！(雅各书 1:17)

• 此外，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怎么做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 路加福音11:13
• 约翰一书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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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 罗马书8:26-27
• 诗篇139:1-4;6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既然祂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正在经历的，
就不会要求或期望我们做出我们不能做的事情。
没有全部的事实，祂就不会做出决定。

• 但全知和完全的神，不会像我们犯了自然主义
的谬误;祂不做下“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的
结论。祂帮助我们超越自己，提升到圣洁和藉
助于祂而更像祂的形像的新高。我们将在以下
章节研究祂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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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神饶恕我们是永久的;不
会在将来收回祂的赦免。
祂借着耶利米启示祂在
基督里新盟约的计划，
祂说，"我要赦免他们的
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
罪惡"。 (耶利米书
31:34)

希伯来人对记忆的观念使耶利米的声明引人注
目。希伯来人的心态是东西存在就会记着。这
里神描绘我们的罪，所有的，包括最卑鄙的，
都不存在了 ！

思想和讨论一个问题 ︰
当我们在基督里认罪悔改时，神饶恕我们，忘
了罪恶，使它不再存在，我们怎样才能避免继
续难过和苛责自己的恶行？

含意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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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

神与祂最密切知道的盟约人
有特殊的关系。祂非常知道
我们，我们做一件事之前，
祂就知道我们将会做什么。
• 大卫在诗篇139，唱：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
察我，认识我，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知道我，
耶和华…..”（vss。
1-4）

希伯来诗翻译“知道”
是 yādhaʿ，一种深切יַדע 
体验的知道，最亲密的盟约
关系，是神与信徒在基督里
的那种关系。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总之，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永
远不会有时间祂会发现一些祂已
经知道关于我们的事物。多么令
人安慰啊 ！

• 虽然祂彻底地知道我们，包括我
们所做一切丑陋的事，祂爱、宽
恕，在基督里恢复我们，我们太
快乐了！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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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理性的；祂论理

• 创世记 2:24

• 以赛亚书 1:18

• 路加福音 7:47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不仅是全知的;祂以祂无限的知识和无法

测度的容量来论理。整本神的话，我们每

看到神与祂的百姓论理时，就有解说，"因

为这个原因.." 

• 采用一般旧约文学诉讼的主题，以赛亚书描

绘了神以法庭的案件控诉以色列民硬着颈项

违背祂的方式来控告祂的百姓，其中神呼召

他们来法庭与祂一起论理；唤醒他们在遭受

严厉的刑罚之前要改变。

• 耶稣以非常有见地与明智的理由和向西门解

释法利赛人，为什么祂原谅那有罪的女人。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因为祂是完全的有无限智慧，我们深信，祂的
目的不但是好的也是最完美的。祂的智慧涉及
理解、智力、能力和技能，祂用它们创造了世
界。

• 祂的智慧还包括坚定性
firmness,steadfastness，这是旧约提到智慧
的本质的根本意思。

• 在祂的智慧里，祂将各部分适当地与整体结合，
并发展正确的方法完成祂的决定，包括纳入我
们的要求。

神是明智的

• 诗篇104:24
• 耶利米书1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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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的智慧，德国神学家卡尔 · 巴斯Karl 
Barth 写道，“神不但定旨，祂也知道
祂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并定了意旨...
所以是祂自己的意思、计划和意图。到
这地步在它只有光没有黑暗。

• 巴斯解释神的智慧启示在圣经中，让我
们能”听到原由、 意义、目的和神的意
图。当我们听到它时，就蒙指示、洞识、
会意和明智。”

神是明智的

• 诗篇104:24
• 耶利米书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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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主智无限远超越人类智慧。因此，它包
括一些对我们深不可测的奥秘是能理解
的。这种现实是完全合乎逻辑︰就是有
限的不能了解无限的，有限制的也不能
了解无限制的。

• 这种认识能帮助我们保持尊重唯神独有
的;给我们平稳的信心与平安，知道神的
方法总是最好的;并激励我们持守对祂的
信任和委身，顺服祂的话和旨意。

含意和实际益处神是明智的

• 罗马书1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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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明智的

• 哥林多前书1:24
• 歌罗西书2:2-4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基督是神的大爱最完全的表达，也是唯一让我们这些
不配与圣哉，圣哉，圣哉的神相交的方法。借着基督
的顺服和牺牲，神保持祂的正直和公正。以基督的义
成为我们的义，因此我们变得值得亲近神，事奉祂并
在祂的座前享受永恒的欢乐。

• 世人不能理解这计划的智慧，我们不感到意外，事实
上，他们认为愚蠢 (哥林多前书 1:23)，因为需要圣
灵给他新生命质才能有这种了解。

• 我们所蒙的呼召、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是使人知道这种
神的智慧。 (以弗所书 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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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明智的

• 耶利米书10:12
• 箴言9:10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的智慧与神其他的特性有关。如耶利
米在 10:12所说的，祂能用智慧立世界，
做祂愿做的。

• 另外，祂的智慧衔接祂的真实性 ︰ 祂
和祂的旨意总能被信任。

• 真智慧来自神。神的另一个维度、 世界
不能理解、 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不理解，
就是真智慧从健全敬畏神而来，我们将
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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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明智的

• 耶利米书10:12
• 箴言9:10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的智慧与神其他的特性有关。如耶利米在
10:12所说的，祂能用智慧立世界，做祂愿做的。

• 另外，祂的智慧衔接祂的真实性 ︰ 祂和祂的
旨意总能被信任。

• 真智慧来自神。神的另一个维度、 世界不能理
解、 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不理解，就是真智慧从
健全敬畏神而来，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 察看有多少世俗的人，有很多的知識，卻缺乏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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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我们有保证当我们向神求问时，祂指引我
们的是最真实，最有帮助的。我们知道这
是祂的引导，因为我们得到的答案符合祂
在圣经的话语;祂不自相矛盾，也不假冒伪
善，不会反复无常。

• 我们总能得到神的智慧。它不会消失或被
更新、更适用、更有用的东西取代。

• 巴斯也写过，“整个生活和理解生活的艺
术，包括在注意听并接受神圣的智慧，这
样就成为明智...它区别智慧[人]和愚昧
人...“ 

神是明智的

• 诗篇119:97-99
• 箴言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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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明智的

• 约翰一书5:14-15
• 以赛亚书28:29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关于某件事，我经常遇到不知怎么做或选
择哪一个的问题。 这种情況发生时，我就
去求问主的帮助，用以下的形式祷告:"慈
爱的神，祢知道摆在我面前的问题。 我不
能确定该怎么办。 请赐给我祢的智慧，让
我知道怎么做，引导我，以最讨祢喜悦的
方法去做。"

• 很多时候祷告未完就有了答案！是之前我
没想到的主意。其他情况，答案可能来得
晚。有时神使用其他人回答你。

• 但，它总会来，它始终是最实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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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圣经NIV 和 TNIV 翻译希伯来字， ֶחֶסד

chesedh，是仁慈的kindness，但善良
kindness是 chesedh的其中一个意思，既
然神的本性是爱 （约翰一书 4:8），我更
喜欢 chesedh 是坚定不移的爱，它也是
chesedh主要的意思，如在RSV、 NRSV 和
GW 。 又见新译本NASB和钦定本KJV，慈爱
lovingkindness。

神是正义的

• 耶利米书9:24
• 申命记32:4

含意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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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正义是爱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好的关系
有这两种特质，有正义没有爱是残酷的，
有爱没有正义，只不过是多愁善感。

• 既然神的爱是完全真实和真诚，祂的爱
包括正义并不令人惊讶。

• 神的公义或正义永不会与祂的爱分开;它
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神是公正
的，祂就不能看着罪笑一笑，这就否认
和妥协祂的正直，正直祂的基本个性、
并伤害祂所爱的人。

神是正义的

• 耶利米书9:24
• 申命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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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神是正义的

• 耶利米书9:24
• 申命记32:4

• 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公义
justice这翻成英文也是正义
righteousness的意思，涉及正确、 公平、
公正。

• 按照什么标准？宇宙的主宰神定义何谓构
成正义的标准，它不但表彰祂圣洁的特性，
也是祂对我们的要求。(利未记 19:2，申
命记16:20;弥迦书 6:8） 祂公义的行为根
植于祂主要的正义。（申命记32:4）不公
正得罪神所爱的人，因此最终是得罪神自
己 （诗篇51:4）;它们是侵犯神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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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神是正义的

• 耶利米书9:24
• 申命记32:4 • 没有什么比圣经神学更实用的。因为神是

正义的，只是基督徒才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那是好的。这是后现代时代所需要的消息，
在那里很多人认为，没有普世的真理，因
而没有标准。

• 相反地，我们能分辨正确与错误。唯有神
的品格，才有客观和普世真理。 当一个人
只看任何其他标准，他或她使真理变成相
对的。没有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信仰体系，
可能成為一切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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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爱和正义必要的关联。
• 示巴女王告诉所罗门王，“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使你坐祂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
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作他们的王，要秉公
行义。”（历代志下 9:8）

•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
（诗篇89:14）

• ”我要歌唱的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啊，我要向祢歌颂。
“（诗篇 101:1）

• 马太显示耶稣如何履行以赛亚书42:1-4，当他写道，”看
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理所喜悦的;我要
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 “ (马太福音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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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的直肠正义
Rectal Justice

• 诗篇99:4
• 罗马书13: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因为神爱和关心人，又要保持祂的正直和圣洁，
就要行使公义。 神学家辨别神的公义有三方
面。

1.直肠正义Rectal Justice ︰
神的爱，启示祂主宰全人类所
有事务的正直上，其中祂建立
阶级权威的政府，法律，和赏
善罚恶，
+ 保罗在罗马政府残酷的统治期
间，在罗马书 13 写下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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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酬报的正义
Remunerative 

Justice

• 申命记9:9,12,13;
• Cf.诗篇58: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因为神爱和关心人，又要保持祂的正
直和圣洁，就要行使公义。 神学家
辨别神的公义有三方面。

2. 有酬报的正义︰祂有报酬的
正义是以分配奖赏來表达祂
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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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酬报的正义

Remunerative Justice

这种正义也在新约阐明

• 罗马书2:7-11
• 希伯来书11:26

含意和实际益处

因为神爱和关心人，又要保持祂的正直
和圣洁，就要行使公义。 神学家辨别
神的公义有三方面。

2. 有酬报的正义︰祂有报酬的
正义是以分配奖赏來表达祂
的爱。

152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酬报的正义

Remunerative Justice

这种正义也在新约阐明

• 罗马书2:7-11
• 希伯来书11:26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以奖励祂百姓的忠心来表达祂的恩典，
那是从祂的爱而来的表达，是我们不配
得的。这种奖励不可与不合圣经的功德
救赎混淆。 我们行善，是出于感谢神
在基督里的恩典，不是赚取救恩。神总
是赐福顺服的百姓。 我们最终的回报
是在祂永恒的团契幸福中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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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酬报的正义

Remunerative Justice

这种正义也在新约阐明

• 罗马书2:7-11
• 希伯来书11:26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是公正的，表示祂是公平的，祂没有
我的最爱，祂不接受贿赂，或任何他人
所用不公平的方法可亲近祂。 每当我
们受害、被压迫、 被虐待，或被以任
何方式恶待时，不要被怨恨克服，像在
我们内部癌细胞的侵蚀一樣。我们能以
遵循认识神会请他们负责的指南来做反
应。我们可以放轻松，知道神迟早会改
进这件事。（诗篇 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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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因为神爱和关心人，又要保持祂的正直和
圣洁，就要行使公义。 神学家辨别神的公
义有三方面。

3.报应的正义 ︰祂报应的正义是向祂
的和将会成为祂的百姓，以愤怒反
对罪来表达祂的爱;这种正义會表现
在恶人自取的惩罚上。圣经强调神奖
励忠心顺服的人，惩罚做恶的人是肯
定的。

神是正义的：
祂报应的公义

• 希伯来书12:5-6
• 哥林多前书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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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报应的公义

• 希伯来书12:5-6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以操练祂的百姓来示范祂的真爱，
我们已在上面的课文及许多圣经章
节看到，如，箴言 3:11，12，那操
练（惩罚）是为了挽救生命。

• 父母很会跟随祂的模范。“不忍用
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箴言 13:24) ”趁有
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
任他死亡“。(箴言 19:18) （请参
看希伯来书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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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祂报应的公义

羅馬書12:17-21
Esp.19

含意和实际益处

这安慰是立竿见影的。当我受到不公平
的对待，胃部愤怒翻腾时，想起罗马书
12:17-21，特别是第 19 节。我不参与
这个进程是很重要的。只有神是公平的。
待我不公平的人，必须被公平对待。我
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有偏见，对他或
她的判断不可能正确。我想起这句经文
时，感觉自己的胃放松了。 "它没事的，
我提醒自己。 神知道;祂看见了;祂会
在祂认为正确的时间做对它。" 何等平
安！谢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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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甚
至在困难的时候

• 创世记 50:20

• 诗篇37:1-2, 7-10,

14-20, 32, 39-40 

含意和实际益处

当个人和国家的危机或悲剧发生时，
第一个问题大家问的是，“公正的神
怎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这个问题，
也是我做牧师约半个世纪，一直在问
的问题，它被称为神义论的问题
( 希腊文 θεός，theos，神 + 
δικαιοσύνη、 dikaiosunē、
正义、 正直，义): 即，当神允许邪
恶发生时祂是正义的吗？ 祂的话给
我们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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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创世记 50:20

•
诗篇 37:14-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在这堕落的世界里，神用环境来成
就祂的旨意，将好的从邪恶带出来。
（参见罗马书 8:28）

• 因此，为了理解它，我们要提升超
越某痛苦的观点，拓广视野，包含
永恒的视角。

• 我们看到神的正义和公义，发生在
一些经历苦难的人身上，他們幾乎
很少甚至没做什么导致所发生的事。

• 我们需要看到神在其他咎由自取的
人身上所伸张的正义，就比较容易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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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创世记50:20

• 诗篇37:32, 39-40

• 提摩太后书 3:12-
13

• 我们必须记住 ︰ 虽然我们看不
见神，这并不表示祂不在我们中
间和工作。

• 在这邪恶的世代，我们必须心思
意念都准备好，会遭受那出于撒
旦和他的恶力的迫害。但神会帮
助我们克服邪恶和恶势力。（参
看约翰福音 16:25，33;罗马书
12:21;以弗所书 6:13;约翰一书
2:13-14;4：4; 5:4 ;启示录
3:12，21;5: 5;11:13;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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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 2:16-17

• 重要的是记得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亚当和夏娃起初住在没有邪恶的幸福里。
只是后来他们不顺服，损坏人类的本性，
苦难因此开始了，这是神警告过他们，
如果他们滥用自由就会发生，如果他们
违背唯一神禁止他们的事（实际上这是
增强他们的自由），将是悲惨︰他们会
体验邪恶与死亡。

• 他们忽略了这个规则，结果我们在这样
邪恶的时代里住一段时间， （圣经说
包括所有不愉快的事） 是一个严酷，
不能归咎于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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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 2:16-17 

• 人们更仔细地问这个或类似
的问题:"为什么神不消除罪
恶并防止这些和其他人的痛
苦？"  

• 我们可以响应从神照着自己
的形象创造人开始观察，祂
的形象中有一个是自由选择。

16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 2:16-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当这种自由被那些出于某人堕落人性的
动机误用，因失误，或只因错误的时间
在错误的地方，在这有罪和邪恶，有缺
陷的世界，常常苦难就发生了。

• 神能将自由拿走，这样可能会减少，如
果不是消除，恶行，但结果会让我们变
成木偶人一般，有小小的运动或说话的
能力，那是一种不同的痛苦，因为我们
将失去使我们成为人类主要的本质，就
是承受神的形像，反映造物主奇妙特性
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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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3: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无论如何，亚当和夏娃犯罪后，
神就立刻实行祂所做好的计划。
(创世记 3:15) 

• 有一天祂会从我们生活的背
景除去一切邪恶和苦难。 那
时你可能会想，"为什么祂不
现在就完成祂的计划？"  

• 嗯，让我们想一想，如果祂
这么做，会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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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 3: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如果，在过去几世纪可怕的战
争期间，信徒祈求，"来，主耶
稣来！"，祂真的来做了！ 主
那么做会有什么影响？

• 有一个︰我们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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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3: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可能神拖延这时代的结束的原因是，这
样有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生命和它所带
来的喜乐，尤其是在祂的王国里。

• 我们已看到祂的本质是爱， 祂可能想
要更多的人接受那份爱，如一些人类的
父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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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创世记3: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 19世纪中有一个年轻的垂死士兵，
在美国内战期间，表现了如何以
个人的生命回答了神义论的问题，
他专注在广泛，包含永恒的角度，
来看他所遭受的，并没有责怪神。

• 在他死亡的床上，约翰 · 莫斯利
写信给他的母亲，“我本希望也
能幸免;但公义的神有另外的命令，
我感到已准备好，要将我的情况
信托在祂手中。（Gettysburg，
Historic Time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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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彼得后书 3:8-9

• 路加福音18:7-8

含意和实际益处

• 使徒彼得在他的第二封信上，
加了神延迟的另一个原因︰
给人更多悔改和得救的机会。

• 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在这世代的时间，是我
们永恒存在的一小部分。在
神面前的生活，现在、天堂
里，和在新天新地，都远比
在地球上罪恶世代的生活更
要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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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彼得后书 3:8-9

• 帖撒罗尼加前书

4:13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在其他文化中的基督徒，当所爱
的人死了也会哭泣，但如果所爱
的人是与主同在，没有更多的痛
苦，他们也会庆贺。 我作证，我
也一样！

• 这种生活观，使我们准备好面对
亲爱的人死别;帮助我们应付（暂
时的）损失;使我们能尽可能好好
事奉主，直到重新与我们所爱的
人，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
督，里团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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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诗篇 37:10

•
彼得后书 3:8-9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创造万物的主宰是公义的，祂的目的会
得胜。 （诗篇37:10） "一会儿"是圣
经的时间相关术语，表示这个世代在神
广阔的时间视角的急促。

• 邪恶和苦难的产生，是亚当和夏娃的悖
逆，损坏人的本性所带来的人类生存状
况。 单纯地生活在这个世代，人们将
受到不是自己做出或值得遭受的恶行
（路加福音 13:1-5;约翰福音 9:1-5），
但神会供应一切足够的帮助来克服逆境
生活，不论大小，从现在直到耶稣来完
成神的救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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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诗篇 37:32,39-40

• 約书亚记 1:5b

• 马太福音 28:20b

含意和实际益处

• 耶和华必不离弃祂的百姓。祂会帮
助我们。(诗篇 37: 28-40) 

• 祂使我们在祂眼中称义（罗马书 4，
加拉太书 3）

• 祂给我们一切好的，因此我们可以
慷慨给人 (37: 21，创世记 12:1-
3，雅各书 1:17)，

• 并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准备好未
来与更广大的祝福，包括和平、智
慧和救恩 (3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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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诗篇 37:32, 39-40

• 约书亚书1:5b

• 马太福音 28:20b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要祂的百姓在这世代对邪恶的反应如
何？

• 祂告诉我们要信靠祂，自己要避免邪恶
并行善，相信祂会在正确的时间除去一
切的恶。 (37:3，27) 

• 祂要我们安静、耐心地等待祂要完成的
计划。 我们要"止住怒气，离弃忿怒。
不要烦恼，— 它只会导致邪恶." 
(37:7-8) 在困难中会发现神真实的帮助
(诗篇 46: 1)，我们以投靠祂来感受那
祝福。 (37:40)

• 宁愿不要不公正地批评神，我们感谢祂
供应那无法形容、美妙的救赎，自己付
出极大代价，不"洗祂的手，宣告与我们
无关。"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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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诗篇 37:31, 39-40

• 約書亞記1:7-8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达到那成熟度（信靠
神，耐心地等待并藏在祂里面）

• 圣经清楚地注明如何: 

+ 借着每日读经、思考，和顺服神的话

(诗篇37:31;约书亚记 1:7-8）

+ 祈祷 （腓立比书4:4-13）

+ 渴望圣灵引导 (加拉太书 5:16-26)

+与有关的主内弟兄姊妹一起崇拜和参加

教会工作，神已给他们特别的恩赐，来

帮助我们“ 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

成的身量“。（以弗所书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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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诗篇 73:12, 16-
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直接工作，祂也透过
其他人，祂的教会，祝福我们

• 看见恶人发旺，甚至是信徒都觉得很难忍受。
诗人、 亚萨，承认这种观测使他很为难，
直到他做了一件。读（诗篇 73:16，17）

• 经常参加团体敬拜神，听祂的话忠实 地传
讲、解释和应用，满足信徒最深切的渴望和
需求，包括帮助他们理解并在基督里成熟。

• 教会做这种事就必增长;并不会没落。(约翰
斯多得牧师和许多其他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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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启示录 21:1-4 

• 当我们在团体敬拜中庆祝基督
的复活时，我们再次见证神的
计划，要矫正亚当和夏娃违背
神肇始的一切错误。

• 我们在神的爱中喜乐，那是
正义和公义的，并重受到鼓励，
我们与神同住和"有一天会来
到，那时没有死亡或哀悼或哭
泣或痛苦，因为事物的旧秩序
已去了"。（启示录 21:4）
感谢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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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以赛亚书 11:1-3

(预言耶稣第一次降临)

• 耶稣降世和圣诞节，我们庆祝神公
正解决我们人类困境与弥赛亚的工
作重点。

• 如以赛亚书 11:1-10，实际上是指
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世 （来
advent），后者是祂公义和正义的
审判，与带来新天新地。

• 这是先知写作风格的一个例子 (耶
稣也是)，所谓的"预言透视"原则
或“预言短缩”原则。通常它也称
为“远近实现”原则。

176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以赛亚书11:1-3 

(预言耶稣第一次降临)

含意和实际益处

• “预言透视”原则，或"预言短缩"原
则是指先知经常在预言的同一段话中，
包括了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或未来才会
发生的事件的描述，甚至在耶稣第一
次和第二次到来的描述，也不区分哪
个是哪个。

• 神只让祂的人知道他们需要及时知道
的某一点。因此，要直到耶稣第一次
出现（来）才知道，旧约预言的弥赛
亚的到来，会在两个阶段，两个来临
完成。 177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以赛亚书 11:1-3 

(预言耶稣第一次降临)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另一个“预言缩短”的例子，耶稣
使用的，见马太福音24:3-51 （也
见马可福音 13:3-37 和路加福音
21:5-36），其中主指出很快就要
来到的事件（如，耶路撒冷的毁灭）
至于哪些直到祂第二次来才会发生
的，也不区分哪个是哪个。

178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候

• 以赛亚书 11:1-
3

(预言耶稣第一次降临)

含意和实际益处

如以赛亚书 11:1-10，实际上是指耶
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到来，第二次
(见 11:4-10) ，是祂来以公义和公
正审判并带来新天新地，在那里狼将
与羊同住，豹子会躺下与山羊、牛和
狮子同居......[在哪里祂] 将擦去
[我们] 的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
或哀悼或哭泣或痛苦，因为旧秩序的
事情 [将]已去了. （6 节，启示录
21:4）

179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正义的：

甚至在困难的时
候

• 启示录 21:1-4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现在，耶稣的第一和第二次降临之间，
"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诗篇 46: 1; 
2 提摩太 3:16-17）直接在信徒个人
的生活中，或透过祂的教会，基督的
身体，来帮助我们。多美好的消息啊！

• 基督的第一次到来是显示神的良善和
真正的爱，这是公正和正义的，

• 祂的再来会将罪恶从祂百姓的生活永
远除去。

• 神义论的问题不但被回答了;它被解
决了。感谢神！

18
0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又真確又忠實

• 撒母尔记下 7: 28

• 撒母耳记下 22:31

• 启示录 15:3

• 启示录 16:7

• 约翰一书 5:20 

• 希伯来文 、ʾĕmetֱאֶמת 忠诚、 坚定、 有
效，可靠性，因此真正来源于动词， ַמן א 
ʾāman，意思是支持或确认。

• 希腊词 ἀληθινός alēthinos 翻译真
也是可靠的、 真正的、 真实的。

• 注意启示录 16:7 的这些发言人都是烈士，
在服事神时遇难的。他们不是向神生气，也
不是指责祂有任何错误;他们赞美祂！

• 真实性是神的全面特性。祂一点也没有诡诈。
因此，祂的话语和借着祂的独生子来表达的
启示都是真实的。三位一体的神与人的关系
也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能相信祂说的话 ！

• 我们应准备解释这道理。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比較和對比神的真理與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现代主义

• 从三十年战争后的启蒙时期开始;

起源于文艺复兴。假定︰知识

knowledge能了解人心，肯定，

客观，良好;真理限于理性的理

解。

• 寻找论证哲学、 科学、 宗教、

道德和政治理论基本正确的方法。

• 绝对相信人的理性能力︰以理性

reason 评估现实的标准。

• 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和教育，

将使人类摆脱易受自然和社会的

束缚。

• 怀疑所有似乎遏制自主或基于理

性之外其他外在权威的信仰，。

后现代主义

• 从1970年代开始;起源于19世纪末（尼采
Friedrich Nietzche）。后现代主义是单
一和普遍的世界观结束的标志︰这一点所
有学者都同意后现代主义这术语的意思。

• 真理不局限于理性的理解;拒绝知识
knowledge的前提：它自主和冷静，是纯
粹的客观知情者和内在良善。

• 知识不可能客观，因宇宙不是机械的;排
斥现代主义强调从科学的发现来定理，和
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肯定。

• 结构抑制原意和自由。解构主义的方法产
生原意︰有其他得到真理有效的路径，包
括情感和直觉;借着互动呈现原意，因此
有许多含义可能出现。

• 后现代思潮抗拒统一和普遍有效的解释;
没有绝对真理的可能。真理与我们参予的
小区是相对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约翰福音 8:31-36 • 耶稣教导并证明真理是可知的、绝对的和普
遍的;祂道成肉身使真理具体化，照着预言
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祂的神性和其余的真理。

• 祂选择将重点放在约翰福音主要的一点，与
相信祂的犹太人[8:31]讨论，祂没有纠正他
们的错误8:33。他们不但受到罗马统治，从
历史上看，他们曾是埃及的法老王和中东独
裁者的奴隶。

• 与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家相反的，现代和后现
代理论家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观念，他们没有
考虑到罪的存在，唯有耶稣能提供真正的自
由，祂将人类从他们的罪孽、罪恶和纠葛的
束缚释放出来。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 约翰福音14:6

• 约翰福音 18:37

• 哥罗西书 1:15-17

• 马太福音7:15, 参
16-23.)

含意和实际益处

• 耶稣并没有说祂是一个真理，是真理的一部分，
或了解真理，或指向真理。祂只是深刻地启示祂
就是真理。

• 基督是一切真理的基础。祂是标准，是基准，以
确定真理。每当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真理或评定某
件事的正误时，我们可以也应该看看耶稣的生平
和教导。看到真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 耶稣基督的标准也是我们分辨谁和什么是真实的
方式。今天许多假先知已存在这世界，有一些在
教会里。耶稣告诉我们，这种现象会发生。

• 为了辨别谁是真信徒和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问
他们告诉你他/她对耶稣的想法。 "告诉我关于耶
稣;你认为祂是谁？" 然后比较和对比那人说的和
圣经所说的耶稣是谁，你就会得到答复。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 约翰福音16:13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因为神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与祂有关系，
那是深挚和持久的。缜密心理学的研
究显示，这种基本的信任（这植根于
真理和守信）是一种关系的基础。

• 当我们思想和遵行三位一体的神，圣
灵，时，喜乐就在我们心中应运而生，
圣灵是父和子特意差来和我们在一起
做随时的帮助。(约翰福音 14:16; 
15:26)圣灵，耶稣所谓的"真理的灵"，
祂的职能之一是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
真理。 (约翰福音 16:13)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 以弗所書4:21-24

含意和实际益处

• 以弗所书4:21-24教导我们要与耶稣的
真理一致，就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
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
洁。”

• 真实性是神全面的特征。祂一点也没有
诡诈。 因此，借着祂的话语，和祂独
生子的表达所启示的都是真实， 三位
一体的神与人的关系也是真实的。

• 我们日常的行为如此真实，你认为我们
能从世界区分自己吗？我们的行为会促
进为基督作见证吗？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 申命記 7:9

• 耶利米書10:10

• 哥林多前書10:13

• 帖撒羅尼迦後書 3:3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圣经中，神的真实性和信实是相连的。
旧约希伯来文单词翻译忠实是 ָאַמן
ʾāman，表示要忍受，要坚定、可靠、
真实、值得信赖。 它是话语的基础。
阿们。

• 旧约启示神的信实不是一段时间，而
是永永远远。(杰里迈亚书 10:10; 
参看诗篇 146:6)

• 在新约圣经希腊文，信实这个字出自
动词 πείθω peithō ，意思是相
信，其名词πίστις pistis 表
示信心、信任、忠诚、 可靠、郑重
承诺，誓言，证明，

保证。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 诗篇 146:5-6

• 诗篇 100:5 

• 帖撒罗尼迦后书3:3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既是神的属性，忠实也是永恒的。（诗
篇 146:6）祂不会一天表现出忠诚，而
在未来的某时候忘记祂圣约的承诺。我
们读诗篇100:5 神的信实直到万代。

• 神的信实引导神学家刘易斯 伯克夫看
见“是祂百姓信心的基地，他们希望的
基础，和喜乐的导因。"，（基督教教
义手册，第 69-70页）

• 当我们信任并顺服神时，撒旦就无力伤
害我们，因为神是真实和忠诚的，祂更
加保护我们免受撒旦伤害。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 诗篇33:4

• 诗篇37:28-29

• 诗篇18:25

• 诗篇25:10) 

• 当我们每天与主同行，顺服祂的话，
成长得更像基督的样式，忠于主时，
我们会看到祂忠于我们。(申命记
7:9; 塞缪尔记上 2:9; 塞缪尔记下
22:26;诗篇 18:25;25: 10)

• 祂一直没有应许祝福那些背弃祂，
不忠不义的人。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真正和忠实的

當耶穌再來時，祂將進行最後

的審判，完成神的救贖計畫，

糾正所有的錯誤。

(馬太福音25: 31-34)

• 听起来好吗？我们能期待那承诺发
生吗？ 我们太习惯罪恶的人类所作
的承诺，然后太多，如果不是每次
未能持守承诺，当人们答应我们一
件事时，我们往往不一定相信他们。

• 但神不是这样。因为神是真实和忠
诚的，我们可以有绝对的保证，神
会履行祂还会再来的应许，如，祂
时常的出面和帮助我们任何的需要;
耶稣第二再来;在新天新地纠正所有
的错误;除去所有的罪恶、消除死亡、
哭泣和痛苦。（启示录 21:3，4）
我们可以期待耶稣再来，完成祂第
一次来时已开始的王国，(路加福音
17:21)。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至高无上的

a.神的主宰意志
（約伯记42:2)
(以赛亚书43:13)

b.神的统辖权
+（马太福音19:26)
+(以弗所书1:17-

22a)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神的主权涉及两个维度︰祂的主宰意
志和祂的统辖权。前者是神权威的行
使，完成祂所喜欢、祂认为对大家是
最好的和达到祂的目的事。祂的统辖
权是祂完全和绝对做得到的能力，不
会遭受任何造物或状况的阻扰。(約
伯记42:2) 何等的安慰呀！神所计划
和应许的，祂也供应。 神所说的，
祂可做到。话说圣经神学是实用的吗？

• 神能照顾我们。 我们不必担心。 相
信这一事实，睡个好觉 ！

191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无所不在的

• “祂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

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祂使

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

美耶和华。”(诗篇

113:7-9)

•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
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诗篇 46: 1-2）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祂与我们同在;
祂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祂知道我们
需要什么;祂愿意并且能够帮助我们。
(诗篇46:1)由于祂的超越性，我们学
过 (诗篇 113:4-6)，祂完全有能力
提供我们一切的需要。

192

• 在祂的内住性，我们看到祂与我们有
慈爱关怀的关系。当我们经历任何困
难的时候，祂和我们在一起，帮助我
们应付、 处理好，和克服这些困难，
甚至从中刚强起来。

• 当挑战重重的时刻，你绝不须怀疑神
在哪里。他就与你在一起。请祂帮助
你，相信祂会甚至已经在帮助你了 ！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内住的

• 哥林多前书3:16 [复
数，指教会 〕

• 哥林多前书6:19 [单
数，指信徒个人]

• 注意在這經文中引人注目的祝福。當保羅

說，你的身子是聖靈的殿時，他使用一個

特殊的希臘字，νέος neos，神住在那

裡的聖所。保羅沒有使用, ἱερόν hieron 神

廟，指整座廟的建築物與殿宇。

• “...naos...表示神社，聖所。這個詞讓

我們想到神的座前。它明確地主張聖靈住

在哥林多信徒裡面。 神的靈不是一個常見

的表達。 它強調與父同在的連接，並強調靈是神，

因為祂是神住在教會裡。 [哥林多前書 3:16]的

話有時應用於個別的信徒，但它是六。其中講到神

的殿將個別信徒，但是在19節，講到信徒個人是神

的殿。 [3:16] 是教會整體的信徒是神的聖所。殿

temple是單數，但你們 ye 是複數。,指的是教會。

（新約學者，作者，利昂 · 莫里斯 Leon Morris）

• 從而你的身體非常的聖潔！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內住的

• 哥林多前书 6:19 • 仔细观察耶稣所说的与一元论哲学和神学维护

之间的区别。神住在我们里面并不表示我们在

本质上与神为一，这是新纪元信徒相信的，为

也是他们说每个人（和一切）都是神的原因。

• 希腊文和哥林多前书 6:19上下文显然是指信徒

个人。（在第三章中他有类似的表达，但以复

数指整个教会。）虽然神住在我们里面，祂仍

与我们有别，更远远超越我们，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我们必须认识祂的超越与祂的内在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內住的

• 哥林多前書 10:16-17

• 約翰福音 6:54-57

• 藉着参加耶稣设立的圣礼，我们经历神的内

住和与祂百姓亲密的会面。

• 在历史悠久的主流基督教教会，真正的基督

徒当中，对主的圣餐和圣灵的洗礼中，基督

出现在现场的解释，持有不同的圣经教导。

• 他们对基督和圣灵如何出面的经文有不同的

理解，但他们并不争论这三位一体之神的两

位是真正出面，并且现在已经有，也永远以

深刻和广泛的方式祝福信徒！ 进一步，因为

神是三位一体，三个不同的位格共享同一本

质，当任，我们是与整个神交流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内住的

• 申命记 4:39

• 诗篇113:4-6 & 7-9

• 以赛亚书57:14

• 与假宗教不同的，有的描绘神完
全超越（如，自然神论）或只内
在（如，新纪元和其他形式的泛
神论），圣经总是描绘神的超越
与祂内住间的平衡。

• 祂这两个共存的属性，超越性和
内住性，在许多圣经章节同时出
现，如，申命记4:39，诗篇
113:4-9 和以赛亚书 57:14-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内住的

• 雅各书 1:17

• 以赛亚书 7:14

• 马太福音 1:22-23)

• 在我服事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了重大的挑战。
明知神在雅各书1:17所说的，我禁不住注意那些
只能被称为好的，每天都在这具有挑战性的时刻
出现，太频繁了。 于是我坐在计算机前，开始
列出所有的祝福，清单每天都在加添。当我记录
50项从父神来的美善时，我停下了，....但祝福
没有停止;他们不断地赐下 ！

• 你如何认出神在你生活中的祝福？ 你在哪里看
到神如何赐给你你所需要的，甚至更多的证据？
从雅各书1:17开始观看你的周围。开始吧，在你
所在的地方;你甚至不必搬家 ！ 你看到甚么证
明这是好的？那里你看到父的手在哪儿 ！

• 记得耶稣的一个名字，表示什么︰以马内利，神
与我们同在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以弗所书1:9-11 
• 在神學文獻中關於神的法令the decrees 
of God ，一般“法令”這個詞都是複數，
但學者注意到，實際上有一項法令，有許
多具體的應用。

• 路伊斯 伯克夫Louis Berkhof 寫道，“神
的法令是祂永恆的計畫或目的，祂所豫定
的一切，都會應驗。”因此，改革宗傳統
中的法令，表示神從一開始就確定一切都
將在未來應驗，或照著祂的方向，或，邪
惡和罪惡的狀況，允許這樣的事發生，但
是在祂的控制下。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以弗所书1:3-13)

• 豫定是指神的理性、 道德、 造物，包括所
有的人类，个人和集体，的目的。祂对于天
使的豫定是不同的。 这里的焦点是在人类
身上。豫定包括两个方面︰ 拣选和诘责。

• 拣选可定义为“神永恒的作为，为基督的缘
故，从永恒发出纯粹的恩典，祂已下令赐福
给那些蒙召的基督徒，现在就享受— 转变、
称义、 成圣和保全信仰。"（弗朗西斯 · 
皮珀尔Francis Pieper，基督教的教义
Christian Dogmatics，第 3 卷）

拣选是圣经学者所谓的整本圣经的主题

之一。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申命记 7:6-14 “在舊約動詞‘揀選’ (希來來字
ֲחרב ָּ baḥar) 很少指個人永恆的救贖，

通常指神在關於以色列民歷史性立約
的操作。神選擇這個國家以建立祂的
聖約，祂從所有的國家中選出以色列
作為祂特有的產業 （申命記 14:2）。
先知們強調這是恩典的揀選︰絕不是
因以色列民特別優越 （阿摩司書 9:7; 
參看申命記 7:3-8），但同時以色列
民有義務要順服神，為了帶他們進入
神的聖潔領域內。"（W.霍埃斯特
Joest [trans]，”"豫定論”在信義
教會的百科全書）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 创世记12:1-3

• 约翰福音15:16

• 提摩太前书2:3-4

• 要盡可能瞭解“豫定”和其關鍵部分“揀選”，就
要想到揀選的舊約基礎，因它塑造這觀念的內容。
我們為了一種功用被選出來，不是一種崇高的地位，
以色列人未能持守這一點。

• 他們的被選成為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而不是一種
功能;他們看不見其揀選是蒙召歸神為聖來服事祂
救贖的目的。(創世記 12:1-3; 參看約翰福音
15:16.)今天這種扭曲仍是基督徒的一種危險。

• 從此觀點，每個時代神都揀選了一些人，因此教會
將會一直存在，並繼續向那些未在選民中，未得救，
以其他方式事奉神的人做見證。無論如何，這計畫
以全人類為焦點，（提摩太前書 2:4） 但不是所
有人都將得救，但福音會傳給萬人，提供機會使他
們得救，來加入聖約社群，與選民一起宣道。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最难解释的圣经章节是传
统改革宗弃绝Reprobation

的教义基础，包括以下的
经文和罗马书 11:7-10;
彼得前书 2:8。

• 罗马书 9:18-23

• 改革宗神学的弃绝，通常
是指神的决定，祂以不拣
选一些人来惩罚他们的罪
孽。事实上祂已拣选一些
人，暗示了祂不选另一些
人。在传统的改革宗神学，
这弃绝通常被认为神的法
令之一，其中一些罪人不
会得救。 选民或早或晚会
来到基督面前并经历救恩，
但弃绝的人不会接受基督，
因此被定罪。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罗马书 11:7-9
•改革宗神学的弃绝，通常是指神
的决定，祂以不拣选一些人来惩
罚他们的罪孽。事实上祂已拣选
一些人， 暗示了祂不选另一些
人。在传统的改革宗神学，这弃
绝通常被认为神的法令之一，其
中一些罪人不会得救。 选民或
早或晚会来到基督面前并经历救
恩，但弃绝的人不会接受基督，
因此被定罪。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彼得前书2:8 • 改革宗神學的棄絕，通常是指神的
決定，祂以不揀選一些人來懲罰他
們的罪孽。事實上祂已揀選一些人，
暗示了祂不選另一些人。在傳統的
改革宗神學，這棄絕通常被認為神
的法令之一，其中一些罪人不會得
救。 選民或早或晚會來到基督面
前並經歷救恩，但棄絕的人不會接
受基督，因此被定罪。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下面连续体的各基督教宗派，在解释前面和更多有关
豫定论的圣经经文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見。但神的主
权和人的自由不必对立，两者都是真的，但都不否定
对方。

神的旨意与人的自由的各种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yper-Calvinist   Calvinist             Some Lutheran Arminian

Modified Calvinist

夸张加尔文派 加尔文派 亚米念派
温和加尔文派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 提摩太前书2:1-4)

• 彼得后书3:9

• 夸张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豫定观点在考证上最
大的困难之一是圣经声明主愿意万人得救。加尔文和
其他一些人解释提摩太前书 2:4适用于人类阶级，如
国王和官吏，意思是神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得救，并
不是所有的人。加尔文的结论是，“这样，保罗肯定
地表示，神没有向任何阶层的人关闭救恩的门; 反而，
没有任何人会失误祂所倾倒下来的怜悯。”（“基督
信仰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p.984）

• 然而，仔细考察整篇文章的背景时，这种观点似乎强
解。观察前一章的最后一句，一直在处理个人、 尤其
是提摩太，然后也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

• 保罗和彼得在希腊处理拣选的原则更具说服力。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罗马书 9:18-24
• 第 23 节说的，“那蒙怜悯，[神] 早预
备得荣耀的器皿，”(9:23 和合本) 希
腊动词“祂早准备”(proētoimasen) 是
主动语态，清楚表明神为了祂的目的选
择这些人。

• 关于可怒，预备毁灭的器皿(9:22 和合
本) ，当我们看保罗所使用"已经预备"
的希腊动词是(katērtismena)，我们看
到它是被动语态。非常明显的对比。 此
外，正如皮珀尔指出，"没有提及任何神
'做'的..在这里，然后，使徒清楚地说
神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
器皿，并没有说祂造他们做可怒的器
皿。”（皮珀尔Pieper， 497-498页）。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罗马书9:22-23 • 我们也要查考罗马书 9:23 ，关于

“蒙怜悯的器皿”，在希腊文翻译

[新美国标准圣经NASB] “早预

备”(proētoimasen)，前缀pro表示之
前，表明神在亿万年前就造了为祂的

目的所造蒙怜悯的器皿，在“创世立

基之前"。（以弗所书 1:4）皮珀尔指

出， [希腊文，"遭毁毁"]没有"前缀

pro ”...在此，教导我们有一个得荣耀或

救赎的永恒预备，但没有毁灭的永恒预备。

（皮珀尔Pieper，p.498）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罗马书9:18

• 神对祂所爱被创造的人是长久忍耐、 即，非常有耐心。但祂
限定祂的耐心。

• 扬布拉德Youngblood和凯渃Kaiser观察，"出埃及记载神使法
老刚硬他的心有九次....据说另有九次法老刚硬他自己的
心......前五个瘟疫法老单独自己刚硬他的新。 直到第六次
瘟疫，神确认法老的任性（见 9:12），祂告诉摩西祂会做
（见罗马书 1:24-28同样的）."(p.92) 

• 神容许那些拒绝相信，坚持他们顽固的抗命，直到祂的目的
完成，他们也曾有公平的机会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他们的心
变得更刚硬了。神为何刚硬法老的心呢？ 我们有限和有限的
理解力，无法查出超出我们所给予的，但我们已得到足以满
足我们的赐与。神有权做祂的意愿;神美好和完全，祂的做法
也一样;神公正和公平，如，祂给法老、摩西、亚伦，所有祂
需要的时间，正确地完成祂看为完美的事;祂对全人类的爱，
始祂永远牢记救赎创造的最终目的，祂不容许任何人的罪恶
和邪恶来摧毁那些祂所爱和拯救生命。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 申命记 29:4；罗马书

11:11

• 罗马书11:22-23, 25-

26)

•当圣经讲到神刚硬人心时，我
们要牢记上述的见解，包括足
够时间的忏悔和顺从，刚硬是
为完成神救赎全人类的目的而
做的。 复习保罗在罗马书 11
所说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 比较彼得前书2:7-8: 

诗篇118:22

以赛亚书8:14

• 再次在彼得前书 2:8 的英语动词不能阐明希腊
动词显示的。单词"预定的"翻译希腊文
ἐτέθησαν，这是音译的 etethēsan。 这
个希腊动词是被动语态，上下文表示那些人绊
跌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具体指基督耶稣
的福音，不是神主动地注定他们毁灭。

• 杰出的解经家，伦斯基Lenski，进一步解释说，
“惊人地读到: ‘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定，指定）。虽然与所有圣经相反，加尔文
主义者解释，它是一个弃绝的永恒法令。他们
将动作的动词放在前提的意志 voluntas
antecedens，而它应是将会导致的 voluntas
consequens。前者没有考虑人对基督和道的反
应" （伦斯基R.C.H.Lenski，彼得书信、约翰
书信和犹大书信注释，p.98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彼得前书2:7-8
• 再次，记着第八节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声明的，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他们

不顺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为了帮助我们

准确地解释我们需要记住的希腊字

etethēsan （"预定distined for”），是

被动语态。 因此，当我们在研究罗马书

9:22时发现，我们不能用这经节为证据，

证明神从永恒已经判定这些人是被弃绝的。

• 因此，有些人解释这经文说，彼得可能会说

不信的预定要造成永恒的毁坏。

（唐纳德Donal•w•Burdick和约翰尔顿John 

Skilton ,彼得一书注释，The New NIV 

Study Bible，1890页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拣选和豫定

• 创世记 12:1-3

• 约翰福音15:16

• 提摩太前书2:3-4

• 要牢记拣选的目的，它是功能性的︰
每个时代都见证神的救赎计划，因此，
教会将一直存在，根据他的呼召宣扬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
命 （约翰福音14:6）。 尤其是我们
刚研究的经节，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
从创世以前就被拣选，并不表示那些
“创世以前”不被拣选的人是预定被
弃绝而定罪;不是的，因此，有必要
解释圣经教导双重预定。 被拣选的
人要向未被拣选的，后者 以信心接
受基督的，将会得救，正如神的愿望。
（提摩太前书 2:4，2 彼得前书 3:9）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1.稍微思想一下，神拣选我们做祂的百姓，就会深深
地被感动。祂崇高圣洁的呼召，拣选我们在赎回祂的
创造计划与祂同工，事奉祂！我们，因为是祂原来的
盟约人，旧约以色列人教会，为了一种功能被选︰向
世界介绍神和神的爱，告诉他们神是谁，祂像什么，
和祂的计划和目的，包括祂对进到祂面前的人的期望。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它给我们生命，和那些我们
为基督伸手的人的生命， 多么重大和永恒的意义 ！

2.我们清楚地感受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祂在祂的独
生子来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可以进到祂的
面前，永远事奉来表现祂伟大的爱。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3.照着神的形像被造，并有一个自由度，使我们非常
重视自己的生命。 知道我们被选与至高无上的神
产生关系，给我们安全。 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神的
主权完美地配合;如手套进手套中。

4.思想我们蒙拣选的意义和神呼召也正装备我们去做
的工作，使我们的视角从这里和现在提升到包括永
恒。多么辉煌美好的喜乐啊，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周
围的一切，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5.圣经拣选的教义，确保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的救
恩显然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点我们的功德。我们
相信基督，使我们确信我们都在神的拣选中，我们
是如此倚靠神给我们不配得的爱;即，我们没做任何
事情来赚取自己的救恩，因神不需要我们以工作得
救。我们完全无法赚取救恩;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增
加对神的债务。皮珀尔对这种安慰我们的事实有很
好的解释:"只要良心的恐惧还没抓住他的心，人看
不见普遍恩典[不要与普渡众生不合圣经的观念混淆]
的绝对必要性。但当他的良心真正感到害怕时（感
觉恐惧 conscientiae），他会找不到任何安慰，只
有赐给所有罪人那无限的恩典......"（皮珀尔
Pieper，p.482）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6.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是否在选民中或是否得救。我们确
信，我们是在选民中也已经得救，因我们相信基督。
如皮珀尔写道，“有此圣经观的拣选模式，我们仰望
基督和福音，以确定我们是否被拣选，很高兴地发现
我们所有的苦恼都消失了...... 如果有人问:”我被
拣选到救赎吗？“应该反过来问他:”你真诚地相信福
音吗？“ 如果对方说”是“我们可以说他∕她是在选
民中。我们可以说，圣经教导关于拣选，”从一开始
神拣选你要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和相信真理得
救。”(帖撒罗尼迦后书 2:13)（皮珀尔，p.476） 我
们是选民的事实，因神"从一开始"就拣选了我们，或
因神借着原选民达成并拯救我们，从而将我们带进选
民中，与他们一起宣道，不论如何或何时我们蒙拣选
了。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7.皮珀尔Pieper在纯金脚注（总要读脚注！）中引用了一位作者，这作
者引用另一位作者，注意到在希腊文的罗马书 8:28-30，尤其是在第
29-30节中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现实。“保罗按职业[ex professo] 
显示在罗马书 8:28-30，为安慰基督徒，所有选民都确保永恒的荣耀。
得荣耀 (edoxasen，不定过去式aorist [过去时态]) 和呼召
(ekalesen)一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到永恒的拣选和称义
(edikaiōsen)。斯塔克哈特 Stoekhardt 引用维斯 Weiss: ‘ 将得
荣耀放在与预知 [proegnō]，豫定 [proōrise]，呼召[ekalese]和称
义[edikaiōsen ]，同样水平的可靠性‘“保罗选择预期（proleptic）
不定过去式(aorist)。（皮珀尔Pieper，p.479）这意思是，这里我
们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神的话宣布，选民得荣耀（这是我们这些
还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未到的）会在天堂里，
与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现在已享有呼召、称义的经验，一样肯定。再
说，我们得荣耀（以希腊文表达为已经发生的未 来事件）是与神的
预知和豫定相同条件，不仅已经发生，并在创世立基之前就发生了！
哇！ 这是何等的保证？ ！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8.皮珀尔pieper引用路德对彼得前书1：2的解释，“照着神的预知拣选”，
其中，伟大的改教领袖提供在基督里的信徒，最安慰的圣经证据。“因此，
当你的罪和不配烦扰你，你可能不蒙神拣选的思想来袭，还有选民的数量
少，无神的人多，并且你被神圣的愤怒和审判的可怕例子吓坏了，那么不
要争论为什么神不这样或那样做，当祂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别妄想用
你的理由去探索神圣预知的深处，否则你一定会误入歧途，不是陷入悲观
的宿命论就是转向享乐主义。但坚守福音的应许，就是那教你基督，神的
儿子，道成肉身祝福所有地上的人，从罪恶和死亡救赎他们，称他们为义
并拯救他们。祂这么做是遵照我们天父的命令和仁慈的旨意，祂爱世人甚
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
音3:16)。如果遵行这忠告，即，首先承认你天生是个可怒之子，配得永
恒的死亡与诅咒，没有动物，人或天使能救你，然后抓住神的应许，并相
信祂是仁慈，真实的神，从纯粹的恩典，没有自己的工作和功德，忠实地
持守他已应许的，并已差派基督，祂唯一的儿子，为了使祂偿足你的罪债，
给你祂的无罪和义，最后从所有邪恶和死亡救赎你;那么不要怀疑你属于
选民族。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拣选，如保罗，这是无从估量的欣慰
“（皮珀尔Pieper，第484 ;.由EDS加上强调粗体）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9. 耶稣加上以下安慰的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
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
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的父把羊
赐给我，祂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
去。 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 10:27-30)   

教会是神完成祂救赎目的关键工具。耶稣启示教会如
何也能安慰祂的信徒并给他们保证。祂问祂的第一批
门徒，"你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回答说，"西门巴乔纳，你是
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
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
会建造在这盘石上[彼得的见证：耶稣是弥赛亚]，阴
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马太福音 16:15-18)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拣选教义的实际意义

10.读约翰一书，有更多保证你在基督里得救的确据。 仅

举一例，“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

你们不犯错。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单

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要遵守祂的诫

命，就晓得是认识祂。（约翰一书 2:1-3）

你是神掌握在基督里的，在世上做最重要的工作，

还有什么比这更实际的保证呢？ ！ 你被万物的主人

和最高统治者亲密地认识，是祂的泛泛之交？ ！

祂向你启示，你被呼召来宣布，这阶段的生命是很短暂

的，但喜悦的永恒就在前面，要给所有按祂的条件，来

到主面前的人？ ！ 谢谢三位一体的神︰ 父， 唯一的

独生子基督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列王记下 6:8-23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一位家在密歇根州的传教士，回乡休假时告诉支援他的教堂，他在非洲的野战医院
服事，每两个星期要骑两天的自行车，旅行到市区领取支持金和医疗用品。有一次
来到了一个年轻的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位治疗他伤势的宣教士，同时
告诉他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之后他继续回家，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两周后那位病人在城中找到传教士，告诉他，以前在他的回途中，一些朋友跟着他
进入丛林，打算杀了他，拿走他的钱和药品。当他们开始扎营过夜时，看见他被26 
个武装警卫包围着。传教士笑着说︰“我一直都是独自一人。”但年轻人坚持，
“不，先生，我不是看到警卫唯一的人。我的五个朋友也看到了，我们数过那些警
卫。我们因害怕那些武装的警卫，才离开你。”

讲述这经验时，传教士发现在密谋杀害他的晚上，整个教会的人都在为他的安全祈
祷。这和其他蒙神照顾的类似故事，与伊莱沙在列王纪下 6:8-23 惊心动魄的体验
并行。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希伯来书 1:14) 
• 希伯来书 1:13)
• 歌罗西书 1:15-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 与很多人相信的相反的，天使确
实存在。希伯来书 1:14我们看到
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
的人效力。"

• 希伯来文旧约和新约希腊文中的
词天使指信差messenger。天使与
神或任何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不同
等; 他们不是神圣的。（参见希
伯来书 1:13）他们是神造来给人
类传递从祂而来特别的消息，并
完成神对我们的目。 (歌罗西书
1:15-17，希伯来书 1 和 2)

• 宝座、权力、统治者，权柄都是
天使。保罗在歌罗西书指出的一
部分异端，是不合圣经的天使观。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歌罗西书2:18 

• 启示录19:9-10

• 诗篇103: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 我们应该相信天使的存在、 认真
对待、尊重、欣赏和重视，但不
崇拜他们。 (歌罗西书 2:18-19;
启示录 19:9-10;参看 22:8-9）

• 我们不应该归因荣耀给天使，荣
耀只归神，祂是天使昼夜赞美的。
（诗篇103:20）

• 否认天使的存在和功能等于否认
神的眷顾。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提摩太前书2:5

• 希伯来书9:15

• 路加福音 2:13-14 TNIV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天使不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我们只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
神唯一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的
第二，基督是完全足够。（提
摩太前书 2:5，希伯来书 8:6，
9:15）

• 我们只读到天使说话。然而，
圣经没说到，天使在唱歌，也
不说他们不唱，但他们没有在
这 (路加福音 2:13-14) 和其
他场合唱歌。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但以理书9:21

• 启示录14:6

• 诗篇Psalm 103:20

• 彼得前书 1: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天使是局限于空间的;他们不是无
所不在。(创世记28:12，但以理书
9:21，启示录 14:6)  

• 他们不都是大能的。（诗篇103:20）

• 他们的知识有限。(彼得前书
1:10-12)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出埃及记 25:20

• 出埃及记37:9

• 以赛亚书6:1-2 

• 创世纪 3:24

含意和实际益处

• 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天使都被描绘成有翅
膀。看到基路伯是有两个翅膀。 撒拉
弗，只在以赛亚书 6:2提到，有六个翅
膀。

• 基路伯和撒拉弗在的神宝座作服务员。
"看了，，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
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以西结书
10:1ff.; 参看 1:4ff）。

• 基路伯的陈述也出现在帐幕和殿中的至
圣所。（出埃及记25:20; 37:9; 列王
纪上 8:7; 历代志下 5:9）

• 基路伯也担任侍卫。(创世记 3:24)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马可福音16:5

• 马太福音 28:2-7 
• 通常天使缺乏身体的形式，平常是
不可见的，除了当从神带来信息或
完成一项任务，如保护密歇根传教
士时，会取用人类外表。 (希伯来
书 1:14，创世记 18:1-2，马可福
音 16:5，马太福音 28: 2-7)

• 因此，天使不是人类或过去的人类。
人死了不会做天使，如许多缪斯女
神。新天地复活时人类在天堂与现
在在地球上是同一个人。，里的人
是，只有现在在基督里成为完美。
(约翰福音 20:19 — 21:15; 哥林
多前书 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诗篇148:1-2,5,13;

启示录 4 ， 5

• 创世记19:12-13

• 列王记下 19:35

• 天使在圣经所记载的救赎历史中不
定期出现。而是在战略性的时刻以
神大使的身分出现，他们奉神的名
说话和行事，不是为自己，善良的
天使永远不会反对或违背神的旨意。

• 天使赞美耶和华。 (诗篇148:1-6，
13 [赞美神的理由];启示录 4 和 5）

• 他们在这世界为神主持公道。 (创
世记 19:12–25；列王纪下19:35，
使徒行传 12:23，启示录 12:7-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 创世记23:20

• 诗篇 34:7 

• 马太福音18:10

• 使徒行传12:13-15

天使作信徒的监护人。 (出埃及记 23:20，列王纪下 6:8-23，
诗篇34:7，91: 11-12，马太福音 18:10) 不过，在这里，当
我们解释神的话语时，总要小心不要钻牛角尖。我们也要不断
提防彻底渗透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来影响我们的理解。

• 使徒行传12章记载聚在马里亚屋子里的信徒们，认为彼得在
监里，所以不相信使女罗大说他在敲门。15节他们说，“必
是他的天使”。这经节不一定教每个人都有他/她自己特殊
的守护天使。这概念是可能有的，但必须留个问号。

• 如新约教授本斯彻 Bandstra 写道，“记住，实际上是神的
看顾借着天使给我们安全。”（69） 天使不独自采取行动
(诗篇 91: 11-12);他们不是独立的经理。 他们在神的权柄
和命令下运作。（66）天使是神用来完成祂目的的工具之一，
包括照顾祂的百姓。安德 本斯彻 Andrew Bandstra，
Company of Angels︰What the Bible Teach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天使会陪着主再来

• 马太福音16:27

•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8

• 当神认为时候到了，耶稣就会再
次来到地球;祂将纠正所有的错
误;那时我们将体验一次深刻而
令人敬畏的事件！

• 当我们看到圣诞树顶端和其他地
方天使的图像时，让我们记住圣
经教导的关于这些真实和奇妙造
物的象征。也让我们享受并从信
徒所经历的，神借着这些美好的
造物给我们和无数其他人的眷顾
得激励。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圣善的天使

让我们感谢神借着祂的天使供给我们的祝福。天
使仍然以上述和其他我们思想过的方式运作，除
了第一，传口信。道和住在基督徒里面的圣灵，
是除了通过祂的一般启示，创造，神与我们主要
的交流形式。(如，罗马书 1:16-20) 记得，如，
保护来自密执安州的传教士，那些天使没有带口
信给他，但他们确实证明并有力地指出神眷顾祂
在非洲的仆人 ！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显灵
Theophanies

• 创世记18:1-3  

• 约书亚记 5:13-14)

天使与显灵不同。显灵是神自己
有形的显现

• 被确定是神(创世记 18)，

• 接受崇拜 (约书亚记 5:14)，

• 说话带着绝对的神圣权威。虽
然有时被称为"主的使者"，
（士师记2:1-5）祂以第一人称
为神说话。（参看创世记
16:10;出埃及记 3:2，4;士师
记 6:11-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犹大书1:6 

• 彼得后书 2:4

• 以弗所书6:11-12

• 除了顺服神和完成神旨意的天使以
外，圣经教导有一些做恶的天使。
神圣与邪恶的天使在圣经中被区别
出来。 撒旦和他恶魔的追随者，
也被称为魔鬼和小鬼，是堕落的天
使。 （犹大书 6; 2 彼得后书
2:4;启示录 12:1-12） 他们包括"
统治者、权威和权力"，保罗在以
弗所书 6:10-18，必读、 查考、
思想，祈祷的重要经文，找出每个
部分在那里与我们的生活连接。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在他杰出的启示录注释，More than Conquerors，威廉 · 
亨利克森William Hendriksen 指出，圣经最后一本书第
二个主要部分的重要意义。

• 他说第一部分（第 1-11 章）主要主题是基督和祂的教
会得胜龙和他的追随者，这个主题连续到第二部分（第
12-22 章）。

• 他接着解释说，虽然第一部分“描绘教会和世界外在的
争扎，书中第二部分启示更深的背景。现在我们更清楚
地看见，在第一部分看见的，教会与世界的征战，只不
过是基督与撒但（龙）征战的外在表现。"(134)启示录
的上半部描述神子民面对的邪恶，我们每天都看到的，
下半部揭示了那些看不见的罪恶根原，那是真正存在却
逃过晚间新闻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马可福音 1:24-26 • 撒旦和恶魔真的存在。他们是个体，不
是如甚至许多神学家所相信的拟人化邪
恶力量。当耶稣在迦百农会堂里，面对
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人，另一个圣经名词
为恶魔，那人以某种行动方式和耶稣说
话;耶稣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在耶
稣的权柄和能力下，邪灵服从了。

• 这段经文，以历史叙事的文学体裁书写，
记载耶稣向生物说话。撒但有智力 （哥
林多后书 11:3），情感 (启示录
12:17)，有意志(提摩太后书 2:26)，他
的恶魔群也一样。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彼得前书 5:8 

• 哥林多后书11:14

• 约翰福音 8:44 

• 撒旦和邪恶的天使确实存在，他们并
不可爱，如一些人论孩子说的，"他真
是个可爱的小魔鬼 ！" 矛盾的名词表
达;魔鬼和恶魔都不可爱。 他们与神
和祂的百姓正在宇宙大战，企图破坏、
销毁和屠杀，包括那些神所创造的人。

• 这种活动一点也不符合可爱的标准定
义。圣灵也藉着保罗的书信提醒我们，
撒但有时将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哥林多后书 11:14)，耶稣揭露他是
谎言和凶手之父 (约翰福音 8:44)。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使徒行传19:13-20 • 根据今天不明智而肤浅的世俗思
想来思考这件事。有几个犹太祭
司长士基瓦的儿子会说，恶魔只
是拟人化的邪恶或那邪灵是"可
爱的小恶魔"？ ！

• 一德拉克马是一枚银币，并在公
元一世纪的以弗所，它是一天的
工资。今天5 万的德拉克马可能
会抵偿约 10,000 美元，当时在
亚洲是一笔大钱，现在，至少对
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笔大钱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哥林多前书 12:8-10
• 圣经也教导，在基督里的信徒已
有供他们使用在服事上的恩赐。
（罗马书 12，哥林多前书 12-14，
以弗所书4）

• 一些，虽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得到一种称为辨别诸灵异
discernment 的恩赐，有识别邪
灵在场的能力，将邪灵与从神而
来的灵区分出来。(哥林多前书
12:10)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马可福音 1:24-26 

• 恶魔还会进入并附着一些人类。
被恶魔附身与受恶魔的影响有
差别。前者涉及邪灵，实际进
入和控制人类;后者，甚至基督
徒也会受影响，包括那些从橡
子到橡树之义成长过程中的信
徒，如果他们受试探和诱惑，
被拖离神的事。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马可福音1:24-26 

• 马可福音 9:29

• 污鬼附身往往在其他文化中看到。传教士经
历了太多这类的活动，我在非洲的牧师研讨
会教崇拜学的时候，从那些出席者听到。

• 我们的互动包括在公众崇拜时，附身的恶魔
有何行动表现，如，在崇拜中控制不住的尖
叫。 我们讨论了会众要为那人祷告，并奉
耶稣基督的名，命令离开他/她。如果不会
立即生效（参看马可福音 9:29），将鬼附
的人带到另一个房间，在哪里一些人可以帮
助他/她，其余的会众继续在教堂敬拜神。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我们还没看过太多恶魔公开的在这国家活动，直到最
近，虽然它一直在发生，这是公立学校职员、警员，
以及那些有洞察力恩赐的人 (哥林多前书 12:10 c)
的作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揭示，几乎所有多重性格
的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曾受密宗的折磨。

一位与我在另一个教会一起服事的牧者，遇到一位
年轻的女士，他认为她被邪灵附身。奉耶稣的名为她
祈祷并命令邪灵离开她，果然看到如新约中藉着基督
的能力驱魔同样的结果︰ 在导致她猛烈挣扎和尖叫
之后, 邪灵离开她。请参阅使徒行传 8:7 （"大声呼
叫，邪灵从许多人身上出来"）。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使徒行传 16:16-19
• 虽然恶魔是被造物，不是神圣的，却堕落
成致力邪恶的天使，恶魔是有一些人类不
具有的能力。至少有一个，也可能有其他
的，他会预测未来，在今天的希腊北部，
一个在马其顿腓立比受雇的人就是这样。

• 邪灵仍在从事算命的事。 除非有人确定
他/她有驱魔的恩赐，还是离开点 ！

• 然而，如果信奉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发
觉自己在一个恶魔面前，他/她就要说保
罗说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从
他身上出来...."耶稣基督的能力量将战
胜恶魔。

• 信任和顺服耶稣，不要害怕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約翰一書4:4
• 污鬼附身和恶魔的影响是严重的问题，
我们必需保持健康平衡的点观。.刘
易斯C.S Lewis写在他的经典著作，
Screwtape Letter，"有两个同等而
相反的错误，我们会输给魔鬼。一个
是不相信他们的存在。另一个是相信，
并对他们过度和不健康地感兴趣。
他们自己对这两种错误感到同样高
兴......" 

• 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好消息。
（约翰一书 4:4） 我们，有圣灵住
在里面的人，不必担心撒旦和他的追
随者;他们完全受基督的控制。基督
爱我们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和撒旦不同辈;神无限伟大。基督教不是二元论
的宗教，如很多人谈论神和撒旦时所认为的。这
样的人似乎认为，当事情变得糟糕时，撒旦占了
上风，但事情进行顺利时，神将魔鬼上了捶锁。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违反圣经的教导。撒旦和恶魔
都是由神创造有限的造物;他们是邪恶的天使已选
择反对神的人。神是无与伦比的。与神对比，撒
旦是小花生。如果你想知道撒旦的同辈会是谁，
想到另一位天使。请记住，神至高无上全能的。
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需要担心，但也不该对恶魔
掉以轻心。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许多基督徒不理解也不记得我们参与的宇宙和属
灵争战，使得不少好意但被误导的人从教会除去
重要的赞美诗如“基督精兵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以为他们颂扬人类层面的战争。与此
大大相反的，这些赞美诗陶冶和鼓励信徒成长像
基督，信心更成熟，因此我们可以注意灵性的危
险并战胜撒旦和恶魔，以回应神至圣的呼召和祂
正在给我们的装备来做更多有效的服事。(以弗所
书 4:11-16)

只思想这首经典的基督教圣歌的前两句。开始唱！



基督教經典聖詩: 基督精兵
Lyrics (1865): Rev. Sabine Baring-Gould; Music (1871): Arthur Sullivan

First Verse 

•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o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Christ, the royal Ma-ster,
Leads against the foe;

Forward into ba-ttle,
See, His banners go!

Second Verse

• At the name of Je-sus
Satan’s host doth flee;

On then, Christian sol-diers,
On to vic-to-ry!

Hell’s foundations qui-ver
At the shout of praise:

Brothers, lift your voi-ces,
Loud your anthems raise!

Chorus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o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我们对魔鬼和他的恶魔追随者不应有漫不经心和
懒散的态度;也永远不要在其境内遨游，如，交鬼、
通灵、招魂、假宗教、占星、占卜等。(利未记
19:31; 列王记下 21:6; 历代志上 10:13-14) 如
路易士还说，魔鬼就像一只上炼的狗。基督已在
十架上的顺服和从死里复活征服他了。然而，在
那狗炼的半径内，不顺服神的旨意能遭受不必要
的伤害。神学家 G.W.Bromiley 曾正确地指出，
“这些天使和他们的领袖 [撒旦] 被击败在十字
架 (歌罗西书 2:15) 最后将被定罪。(马太福音
25: 41)"当神眼中看为是的时候。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申命记32:17

• 诗篇106:37

• 启示录 9:20

• 哥林多前书10:20-21 

所有其他宗教的背后是撒旦和恶魔。
我们决不能让政治的正确性胜过圣

经的正确性。如所有的敌人一样，
撒旦和他的同类正试图破坏他们的
对手;他们正试图吸引人远离神，摧
毁神所爱的人，并削减祂的荣耀。
我们一定要察觉恶魔的影响，圣经

总是描绘它是影响人远离神、不顺
服神，包括不崇拜三位一体的真神，
祂已在圣经中启示了祂自己，反而
崇拜任何其它的偶像。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抗衡邪恶的天使

• 申命记32:17

• 诗篇 106:37 

• 启示录9:20

• 哥林多前书10:20-21

• 万圣节当我们的孩子接触周围的文化时，
他们可用一些机会，来了解并强调他们是
归神为圣的。圣经教导神的子民归神为圣，
即，与众不同与世界有区别，去事奉神。
10月间他们能选择学校和小区的万圣节活
动来证明这些差异。

• 许多商店提供撒旦、 魔鬼、巫婆和其他
邪恶的服饰，还有其他反对神、祂的话语
和祂的旨意的角色。在孩子们选择服饰时，
可交谈说明教导他们思考这些重要的课题。
问题始终是有效的学习工具。

+ 你可以问孩子从黑暗的一面来考虑服

装，"为什么你想穿得像神的敌人呢？"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得更像基督的样式，
“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祂
得荣耀。"（以赛亚书61:3） 让我们也记住我
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呼召，如
何装备自己能胜任神那崇高和神圣的呼召。

以弗所书4:11-16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举例说明
了以赛亚的预言，有"那
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
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
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5:20)

• 为什么奸淫是错误的？ 婚外性行为呢？
去偷？ 撒谎呢？

• 提供的一个答案是，"因为这些行为伤
害人，这就是坏。” 然而，一些人反
对，"为什么那样是坏的？" 是谁说
的？ ！

• 这一类的问题在我们后现代主义的时代
里发出，比以往更倾向于挑战以前持有
的价值观，并重新定义条款。今天圣经
中所谴责的许多行为不只可以容忍，还
可以接受，更被认为良好。其鼓吹者试
图以"新的正常"来辩解和验证他们。

• 除非我们可以向更高的权柄申诉，我们
没有办法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或最终解
决争端。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圣经从"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记1:1）开始

+ 希伯来文翻译动词“创造，
圣经只有一个主题︰神。此
外，“创造”的意思是，无
中生有;神创造这一切，一
切都是祂的;祂既不借也不
欠任何人。

+ 人绝不是动词创造的主题。

• 神告诉约伯（约伯記41:11b)  

• 诗篇24:1-2  

• （希伯来书1:10）因此他

们属于祂

• 显然，我们需要向更高的权威提出上诉，
因为在美国大多数的人相信所有的真理都
是相对的，即没有统一的标准来判断对与
错，除了那一个，它违背他们的论点。 更
令人失望的是，只有32%的成年人自称是重
生的基督徒，相信道德绝对，据巴纳
Barna 研究;重生青少年更少（9%）。

• 好消息！我们有更高的权威︰神！若不向
神提出上诉，我们说什么都会被其他人宣
称有等于或优于我们的意见否决，很常见
的声言，常常被引述却是张冠李戴的应用，
断言美国独立宣言，“所有的人生来平
等。”他们看似暗示事实上ipso facto这
些人的价值都相等;他们不是的。 我们唯
一可以曝露这种诡辩术的漏洞，是向更高
的权威提出上诉，我们有最好的神的话语。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圣经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
记1:1）开始

+ 希伯来文翻译动词“创造，圣经
只有一个主题︰神。此外，“创造”
的意思是，无中生有;神创造这一
切，一切都是祂的;祂既不借也不
欠任何人。

+ 人绝不是动词创造的主题。

• 神告诉约伯（约伯記41:11b)  

• 诗篇24:1-2  

• （希伯来书1:10）因此他们属于祂

• 圣经中我们看到丰富的文献，说到神是宇
宙的主人，是一切的拥有者，曾经是，永
远是。

• 如果你做了某个东西，它是你的;你拥有它。

• 随着拥有权来的是特权。如果你拥有一辆
车，你可以决定谁可开它和谁不可，你是
否允许在你的车内吸烟。在你家里你有权
决定谁可入，什么行为在你的屋顶下是可
接受的。

• 既然神是宇宙的主人，祂可以对祂的创造
做任何祂想做的。这完全合逻辑。 它遵循
和神有权设立标准来判断正、误、善、恶，
那是有道理的。它定义的善与恶才算数。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神指示摩西写下“申命记

23:24 ”

+ 神怎能那样说？因为祂拥有

所有的葡萄。和一切！

这是一种关心祂百姓日常需求
的方式之一。

• 为了回应神的恩典，祂的百姓

总是从他们的酬劳献还给祂。

大卫在(历代至上29:14. 参

16.)  

• 保羅在罗马书11:35-36  

宣布为什么

• 这时告诉百姓关于神的性格，祂是谁和
祂像甚么是很重要的，因为从祂的性格
制定我们遵行的标准。这是为什么当本
系列，（基于历史的基督教系统神学），
和那神学本身，在研讨神是谁; 祂像什
么时，从研究神的启示开始的原因之一

• 我们可以永远感激的是，我们看到在这
个系列中，神的本质是爱。 因为祂的爱
是完全的，它包括圣洁、公义和公正，
并且祂不会改变，祂所做的定义也不会
改变。 我们不需生活在焦虑中，恐怕祂
会对我们不公平，如信仰其他宗教恶魔
的追随者那样。(1 哥林多前书 10:20-
21)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出埃及记 6:7-8

• 申命记 9:26
• 神的爱一直在祂的拥有权明显看见，特别是在
祂赎回的供应 (希伯来文ga-’al ,希腊文
lutroo-)，那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这要从
购买来理解，它是借着支付赎金和买回一个人
或物来声明人或物品的被赎而得自由。（出埃
及记 6:7-8;申命记9:26) 神从埃及的奴役中
救赎以色列民，作为将各处各时代的百姓从罪
恶的奴隶下救赎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
划已借着耶稣舍己，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洁
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提多书
2:14)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申命记26:18 

• 利未记 20:26

• 申命记 7:6

• 如我们刚看到的，神会照顾那属于祂的创造，包括
祂所爱的人。这么做时，祂给我们一个应做什么的
完美模范。

• 此外，在这责任我们看到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的
目的，和我们的使命。 当祂与亚伯兰立约时，神解
释祂的百姓会蒙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创世记
12:1-3）

• 如我们之前在本系列看到的，圣洁表示分开、不寻
常，纯。因为神是圣洁的，因此祂选择不考虑婚外
性行为，偷窃，和欺骗是好的，可接受的行为，和
作为祂圣民的特点。

• 相反地，祂看这种行为是冒犯、邪恶、有害，和对
祂所爱的人的健全和祂救赎计划的完成，会起反作
用。(以弗所书 4:17-5: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身份︰ 我
们属于谁，我们是谁，和我们
来自神的召唤，要归祂为圣。

• 以赛亚书 61:3

• 彼得前书 2:9, 11-12  

• 照常，神是对的！只要跟一个人会诚实地
告诉你，他/她是配偶通姦的受害者、传家
宝或其他价值的东西被盗窃，或因谎言引
起灾难。

• 在这里作为教会，我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越少的橡子正在成熟成公义的橡树。（以
赛亚书61:3） 2006 年 Barna 研究发现，
“[那the] 追求个人圣洁的概念已溜出绝
大多数基督徒的意识。虽然只是21% 的成
人认为自己是神圣的，大多数人自己也承
认不知道 ‘圣洁’是什么意思，并且每三
个人中只有一個 （35%) 相信神期望人能
成为圣洁。”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身
份︰ 我们属于谁，我
们是谁，和我们来自神
的召唤，要归祂为圣。
• 以赛亚书 61:3

• 彼得前书 2:9, 11-12  

• 如果我们生活在阴沟里，我
们不能为基督影响人。没有
任何寻求得救的人会被这种
生活方式所吸引。

• 这种行为与世界没有甚么不
同。违反分别、不寻常，与
纯洁，是被世界同化的，太
常见了，并且非常不纯。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身份︰
我们属于谁，我们是谁，和
我们来自神的召唤，要归祂
为圣。

• 以赛亚书 61:3

• 彼得前书 2:9, 11-12  

• 我們可以這樣做 ！神沒有召喚我們
去做不可能的任務，祂永遠在幫助
我們 ！（約書亞記 1:5;馬太福音
28: 20 和許多其他章節 ！）

• 如果我們生活在陰溝裡，我們不能
為基督影響人。沒有任何尋求得救
的人會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吸引。其
他很多人也不會。

• 這種行為與世界沒有甚麼不同。祂
違反分別出來、不尋常，與純潔，
是被世界同化了，太常見，非常不
純。不要怕你與眾不同！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诗篇 50:10-12  

• 神在诗篇 100:3. 启示，
因我们是祂创造的，我们
是祂的

• 我们属于祂的，一切一样都属于祂。
这给了我们多大的安慰啊！社会科
学研究证实我们的直觉，归属感是
人类最重要的需要之一。没有比知
道我们属于宇宙的拥有者更大的祝
福，同时祂爱我们。

• 下次你感到不知所措的难题，默想
要理问答和他们所依据的大部分经
文。不要被引诱去查看你的困难与
隧道视野。放眼去看︰你是不是孤
军奋战。

• 记得你属于那位已赎回你并称“你
是我的”的人。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是主人

• 诗篇22:28

• 以弗所书 1:20-23

• 罗马书 1:5

• 记得，之前我们在本系列看到的，你没
有一位小神;祂是无所不在的，满溢全
宇宙;祂是至高无上和全能的。祂爱你。

• 祂不只拥有一切，祂也统治祂所拥有的。
(诗篇 22:28，66:1-9，67:4;以弗所书
1:20-23;启示录 1:5）

• 然后开始重新感受神完全足够的帮助与
超越的平安和喜乐，只有祂独自供应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深入的思考和討論

1.当一个人问你，"通奸有什么不对？”你能说甚么？

2.下次你听到有人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说什
么来纠正这种误导性的声明？

3. 巴纳 Barna 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只有 35%
的成年基督徒相信神期望信徒圣洁，只有21%成人
认为自己是圣洁的，只有9%重生的青少年相信道
德绝对性。你看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含意和应用？

4.开始了解我们属于神，能如何帮助这些人，和所
有其余的人，向神的圣洁成长，并照着祂的旨意
在彼得前书2:9-12和其他经文所读的，能最有效地

完成祂救赎的目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耶利米书17:9 

• 箴言20:9  

• 箴言14:12 TNIV

• 弥迦书 6:8 

• 加拉太书 5:22-23

• 来自媒体和许多其他来源的“忠告”，
敦促人要“跟随他们的心”，但圣经
针对人性核心更真实的描述并提供神
话语的希望，有更无穷的帮助。

• 难道这表示，对我们想要做什么，永
远不要考虑我们的心，尤其是我们的
情感吗？

• 当然不是，但情感跟随并受其他实体，
包括神的话，圣灵的引导， 劝诫，从
教会精选的成员，和理性自制的支配。
（弥迦书 6:8，加拉太书 5:22-23）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8 • 有很多关于神旨意的教导;我们在此只
能扼要地提出有帮助和关键点。

• 关于某特殊的问题，有很多辨明神旨
意的圣经指引，总而言之，当我们想
知道是否做得符合神的意志，或蒙神
喜悦（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我
们从圣经中有否处理这一问题开始想。

• 如果有，服从经文。 例如，如果有人
正挣扎着外遇的诱惑，他/她不须读得
太多，读十诫的第七条戒律，"不可奸
淫"(出埃及记 20:14)，就知道神的旨
意;它清晰无误。那个人已有他/她的
答案。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 4:1-8 • 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会为"细微
差别"的有效性争辩，并指责我
们过于简化和过时。他们只试图
合理地违背神的话和旨意。

• 不要跟随他们;要反对他们，用
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 4:15)

• 尽可能以祷告与他们沟通神的话。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弥迦书 6:8 

• 申命记 16:20

• 加拉太书 5:22-23

• 现在，对我们遇到的那些圣经没有特别说到的问
题怎么办？当我们开始直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时，
圣灵会引导我们，包括指明适用的圣经原则。 我
们用理性的程序开始寻求神的旨意。

• 例如，开始祷告和思想弥迦书 6:8。 假设你正在
考虑四个新的工作机会 （A，B，C 和 D）。 思
想每个机会与神旨意的三方面。是它吗？ 例如，
选择任何一个机会，会伤害其他人吗，如，消极
地影响与你和配偶的关系，或对你做不公正的要
求，并违背圣经的教导，包括不够怜悯或对别人
不亲切吗？你正在考虑的工作是否增加你的能力，
谦卑地在主面前做一切事呢？

• 你的配偶是否同意？如果不，并与他／她做过足
够的沟通，那么它可能不是神对你的旨意，至少
不是现在;神不是在破坏婚姻的。相反的，祂的旨
意是要你有一个牢固的婚姻。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弥迦书6:8 

• 申命记16:20) 

• 加拉太书5:22-23)

• 诗篇 37:4 NRSV) 

• 以这种方式，四个工作中有一个或两
个过不了弥迦书6:8的关，这些就可
以删除，例如，B 和 c。 然后，你
可以考虑剩余的任何一个，即，A 或
D 在这种情况下，是神对你的旨意。

• 关于剩余的选项，祂的话提供了关于
祂的旨意的指导吗？有的。这里是重
生的心介入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让
情感，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思想诗篇
37:4。因此，通过弥迦书 6:8 考试
的其余选项，其中你最想做;最喜欢
哪一个？那就是神对你的旨意。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弥迦书6:8 

• 申命记16:20

• 加拉太书5:22-23

• 诗篇 37:4 

• "以耶和华为乐，祂就将你心里
所求的赐给你。"（诗篇 37:4），
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主永远不会
违反祂在圣经所说的。我之前知
道有人向神祈求在圣经中明确谴
责的东西，好像他们希望神会说，
"嗯，好吧，就只这一次 ！" 不
会这样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神是圣洁的。祂不只嫌恶，祂被
冒犯了;那是违背祂的性格与意
志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4:1-8 • 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圣灵从内部的新
生命和祂在内心的指导，就不难理解他
们对神的错解，特别是关于祂的圣洁和
讨祂欢心。

• 然而，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对神的圣
洁及分辨遵行神旨意的意义，也是无知，
甚至悖逆。

• 之前我听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各人
都已与别人结婚，却犯奸淫。他们会在
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幽会，在违抗神不可
犯奸淫的诫命之前，两人坐在床上灵
修 ！这种目中无人的抗命真是恶心、
可憎，极度冒犯神！那是反抗神的旨
意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以赛亚书 59:2

• 彼得，引述诗篇34:5，16 ，
写道，“耶和华的眼目看顾
义人，祂的耳朵听他们的呼
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彼得前书 3:12。)

• 耶稣说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
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
的名无论向父求甚么，祂就
赐给你们。” (约翰福音
15:16)  

• 圣经没有任何地方给这两个男女
保证他们的祷告被接受。

• 我们都有罪，都亏缺神的荣耀是
真的(罗马书 3:23)，但神听我们
在基督里的祷告 (雅各布书
5:16)。

• 这里的问题是自觉的、故意的并
且是习惯性的不服从 —显然惹神
不悦，绝不是神的旨意。祂没有
答应要听那些忤逆的祷告，也不
能以他们为荣。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希伯来书13:4 

• 约翰福音 14:21 • 这不是说这对男女不能赦免或得救
(前者，赦免，如果他们是不成熟的基
督徒还在成圣的初级阶段;后者，得救，
如果他们是异教徒，披着羊皮的狼，
[马太福音 7:15-23]);但圣经明说，
神期望人能改变心意、真心悔改，承
诺伴随顺服的行动，然后祂才认定我
们真正的悔改，並遵行祂的旨意。

• 悔改包括真诚悔罪外，同时停止那罪
行，致力于顺服神的旨意，并随着时
间能提出可追踪的记录。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历代志下 20:7

• 雅各书 2:23

• 约翰福音 14:21

• 许多年前，我们看到过度的强调神的公义，专
注于祂的审判。部分原因可能是钟摆远离扭曲
的恩典，现在我们看到对祂的爱有过分片面的
了解。许多人看神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而
不是有意要求他们对祂的旨意负责的主。这种
不平衡的观点，促成神不喜悦--最委婉的表达，
和不符合神的旨意--不很婉转的表达， 的行
为。

• 真神是我们的朋友。（历代志下 20:7;雅各布
书 2:23) 祂甚至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当我
们太专注于与祂在这方面的关系，却不考虑其
余圣经的教导，如我们一直在这个系列中研究
的，关于神是谁，祂是什么样子，祂在做什么？
我们与祂的关系和祂的旨意等，我们的船龙骨
熄灭了，我们正在搁浅。这个视角的失落，在
辨别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上，发生反作用，包
括某特定事项。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利未记 19:17

• 雅各书 2:23

• 约翰福音14:21 

• 我们也要牢记另一个关于友谊和其意
义的重要现实。那现实是关于我们的
朋友对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应做的，尤
其是当它涉及神对我们的旨意的事的
有效性︰当朋友感到我们真正想要做
些什么时，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校正时，
常常他们不反对我们。

• 真正爱主关心我们福祉的朋友，并不
担心我们是否会继续喜欢他们，当他
们看到他们的朋友朝着罪直冲或已经
在犯罪时，就要明确表态。（参看利
未记 19: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利未记 19:17

• 箴言 27:6

• 箴言28:23

• 加拉太书6:1-2

• 当我们有一个特定的问题是关于神旨意的，
但圣经没有专门处理它，我们就应该找到
至少一位成熟、 有智慧的信徒能与我们
讨论这个问题 — 一位有能力告诉我们真
相，即使我们不想听到它的人。剩余的质
疑可以藉着两个或三个这样的人省查与解
决。这些人才是真正最好的朋友。（箴言
27:6; 28:23;利未记 19:17b;加拉太书
6:1-2）

•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随时会来说些奉承的话，
但那不帮助真正想辨别和行神的旨意。记
得罗波安王所发生的灾难，他咨询意见，
却不听从长辈的智慧，反而跟随不明智的
劝告。（列王纪下 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利未记 19:17

• 箴言27:6 

• 箴言28:23

• 加拉太书 6:1-2 

听听你的配偶 ！

• 这是另一种方式，你的妻子或丈夫特
别对你辨明神的旨意有帮助。 我们
的配偶是接受纠正性回馈最有帮助的
人力资源。我们正考虑一个罪恶的想
法，或已经做了，但婚姻、爱情和承
诺向我们保证，我们个人不会被拒绝。

• 这是另一个只与一位信徒结婚的原因。
他/她也是与我们一样，以主的心为
心，以主的事为念。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利未记19:17

• 箴言28:23

• 罗马书6:1-2 

• 加拉太书 6:1-2 

• 今天一些教会的长老议会都不愿管教
会友，有些人是他们的朋友，对那些
需要这种训诫的人，不情愿管教是个
灾难，因它消极地影响他们、他们的
家人、主自己、祂的教会和社会 (如
整个世界，这也是祂的，祂爱也关心
他们 [约翰福音 3:16，参看耶利米书
29: 1-7])。

• 真的，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蒙赦免和生
活。但恩典不是傲慢和习惯性地不服
从神命令的许可证;这种行动显然是违
背神的喜悦，但因为祂是主宰，仍会
完成祂的目的。（参见罗马书 6: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辨明神的旨意

• 利未记19:17

• 箴言28:23

• 罗马书6:1-2 

• 加拉太书 6:1-2

• 很多时候先辈提供他们的见解，我们要留意
听。1919 年约翰 · 格洛弗 曼司马John
Glover Monsma在他的书中，“加尔文主义
对美国的影响”中，写道:"一个人越知道神
和祂的工作，就越明白神的旨意，并能更好
地活出荣耀造他的主的生活"。（6） 我们
必需不断地学习祂的话语，从历史悠久的基
督教神学，它基于并符合神的话，更了解神
是谁？祂像甚么？包括祂做什么？祂对我们
的计划是什么？和祂呼召我们做什么？

• 教会是神正在努力完成祂救赎目的的主要工
具，辨别神的旨意特别有帮助。祂不仅借着
圣灵和祂的话直接地，也间接地借着其他人
帮助我们。关于其他人，祂主要使用信徒，
圣经称之为基督的身体的人 (哥林多前书
12:27) 来指导我们。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深入思想與討論

1.思想一件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事情，现在或即将到来的，你应该求神来引

导你，以辨明和做祂的旨意。使用上述圣指南来帮助你决策。

2.有哪位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徒和跟随者，有能力和成熟度，无论你做什

么计划，他都能告诉你，它是否符合神的话语和旨意？

3.你能怎么做，才能从你的配偶获得最有帮助的纠正回馈？

4.你能做什么是你的配偶最可能接受，包括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来纠正

回馈他/她？

5.你，或在你组里的人，有谁正在考虑一个问题，希望组员在辨别神的旨

意上帮助的吗？

6.想一个在你的教会、小区、国家或你的组想要讨论的问题，使用上述圣

经的准则来辨别神的旨意。

7.讨论读者送到今天的报纸专栏的问题之一。 你，或你的组，如何告诉

那作家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神的旨意是甚么？ 神会满意这位专栏作

家的忠告吗？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申命记8:18

• 雅各书1:17

• 我们在神的话语看到，祂照顾我们非常完
全。所有美善的都是从神我们的父而来。
并非来自机会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运气"。

• 因被魔鬼蒙蔽，虽然他们看不见，（哥林
多后书 4:4）他们的头和心有面纱罩着，
只有基督才能带走 (2 哥林多前书 3:14-
15) ，在基督里的非信徒也从天父得到他
们的福祉。

• 耶稣说，“祂 [天父] 叫日头照好人，也
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
人。”(马太福音 5:45)在基督教神学这
种慈爱被称为普遍恩典，天父给所有人特
别的恩典，与特殊恩典对比，天父借着基
督在基督里给信徒不配得的恩典。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马太福音6:30-34

• 彼得前书5:7
• 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神学中，这些和
其他圣经的教导，是被称为神的眷
顾，祂积极并持续关怀和供应祂的
百姓和所有别的创造。祂的眷顾涉
及至少两个明显的特征。

• 首先，祂保存祂的创造，不断地维
护它。 (马太福音 6:30-34;歌罗
西书 1:17;1 彼得前书 5:7）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诗篇22:28

• 诗篇103:19

• 箴言16:9

• 马太福音10:29-31

• 腓立比书2:13

• 第二，祂治理祂的创造，指挥和支配
它，因此祂给了人类的自由必须在祂
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不合祂旨意的
没有什么会发生，分开从他的都不会
祂也不允许或指导某些现象或事件发
生，但祂不会容许邪恶由罪破坏祂的
计划。 （诗篇 22:28; l03:19;箴言
16:9;马太福音 10:29-31;腓立比书
2:13)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

神的眷顾

• 申命记8:18

• 箴言21:1

• 箴言14:17

• 出埃及记14:21-22

• 祂借着祂所建立的自然法则和其它方
式来引导祂的创造，以祝福并确保实
现祂的目的。

• 有时祂以奇迹在需要的时间，直接或
通过自然现象介入。 (申命记 8:18;
诗篇104:20-31;箴言 16:9，21:1;使
徒行传 14:17;出埃及记14:21-22;马
太福音28:5 -7;使徒行传 3:1-10;罗
马书 8:28)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摩西回答众人，"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
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
了。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只管静默不要
出声。“ (申命记 14:13-14)

申命记 14:21-31  



286

问题︰

你能怎么对我们时代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却缺乏
知识和特别是智能的人说，古埃及人如何感到
主和祂所帮助的百姓，但，他们今天不能看到
祂呢？ ！我们和我们对他们的见证有些什么
意义？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诗篇104: 20-35

问题︰

虽然神不能阻挠 (以赛亚书 14:27;乔布记 42:2），
因为祂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者(雅各
布书 1:17)，不是更应该感谢天父，为祂的工作欢欣，
不要提到它们来自“运气”或“幸运”吗？将好的东
西归因于”运气好“，不是贬低对主的赞美吗？ 带
走神的赞美不正是魔鬼不断地想要做的吗？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马太福音28:5-7

• 罗马书8:28

• 使徒行传3:6-10

• 祂借着祂所建立的自然法则和其它
方式来引导祂的创造，以祝福并确
保实现祂的目的。

• 有时祂以奇迹在需要的时间，直接
或通过自然现象介入。 (申命记
8:18;诗篇104:20-31;箴言 16:9，
21:1;使徒行传 14:17;出埃及记
14:21-22;马太福音28:5 -7;使徒
行传 3:1-10;罗马书 8:28)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戴维唱，诗篇37:25

• 诗篇84:11 我们也读到

• 参看诗篇104:14-

15,27;107:9;111:5

;136:25; 145:15  神也

喂养动物，如，诗篇

146:7

• 在圣经中出埃及记，信徒记得神喂饱祂的
百姓吗哪和鹌鹑。

• 神的子民饥饿的时候，祂喂饱他们。在出
埃及记祂已经完成这个奇迹，自从圣经时
代以来，通常是通知教会有这种需要。个
人教会，如与世界更新 World Renew，前
基督教改革宗的世界救济委员会，和信义
教会世界救济，还有许多基督教教会组织，
如撒玛利亚人钱包，世界展望、路加会、
MAP（医疗援助计划）、 AMFA（送去非洲
的平价药物） 基金会、国际援助提供食物、
衣服、 住房、 医药、 和其他维持生命的
用品，作为神眷顾需要的人的一部分。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罗马书13:1-8 • 虽然不夸张做在神的名义下，当人们遇到灾
难时，政府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这时
代，祂的创造已被罪造成非常负面的结果，
政府是为稳定和秩序，成为神眷顾的一部分。
（罗马书 13:1-7）由于世俗系统性的邪恶，
政府机构几乎不如教会有效，但仍然很有帮
助。圣灵抑制某些程度的邪恶，在完成祂救
赎工作的过程中，在基督哩，借着耶稣基督，
继续更新祂的创造。政府机构则是祂照顾世
界的工具之一。

• 13:8 的 "法律"指神给祂的百姓的摩西律法，
不是政府法律。 第 8 节继续指和应用神眷
顾祂的世界 ("同胞"> ἕτερον
heteron，其他的人不只是基督徒)，在这里
指的神借着祂的百姓，不是政府。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罗马书8:28 • 几年前我和家人遭遇了一段充满挑战和不寻常的经
历。 无论如何，我们很高兴地指证神完全足够的
帮助是所有足够，有时立即发生，有时要过一段时
间。从挑战一开始，神的参与就很明显，我打开计
算机桌面上的一个文档，命题为，"神眷顾的证据"。

• 这是我的工作文件，记录具体发展和他们时机的相
关情况，他们不断地发生，到一个程度，没有一个
明理的人可以下结论，它们是由于巧合或机会。
接连在几个星期我列出的超过 50 项！然后停止计
数但不是惊叹。此清单是一个罗马书8:28鲜明的例
证。

• 不用说，因为你已经期待着阅读，神带给我们很
好的方式结束那挑战性的时期，是我们一家人都看
到示好的，甚至非常好。

•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神每天以无数的方式关心和眷顾我们，大
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的 ！只思想几个。

• 祂指使醉酒的司机不选择我们和家人常使
用的路，因此保守我们不遭悲惨的撞车事
件。

• 祂引起航空公司的机械师注意到一个重要
的修复，使我们的飞机能安全飞行。

• 祂把我们带到由负责的承办商所建的房子，
没有"偷工减料"建一个家未能包括必要的
木材和其他材料，以填满自己的口袋。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每天牢记雅各书 1:17，整天大
部分时间，当好事发生时，我发
现自己在思想上或有点出声，
说:"谢谢祢，最神圣和最亲爱的
父神 ！"很多时候只是"谢谢祢，
天父！"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 意识神的同在，给我们免受悲观的阴云，
对我们的福祉起反作用，会对别人和神
的服务造成不利的影响。

• 想想吧！一个运气和机会的世界观，
首先显出神不参与我们生活的不正确观
点，导致很多受我们影响的人，发展一
种世界观，培育宿命论的感觉，那消极
的观点喂养受害者的心态也没有出路 ！
如果认真接受这种观点，跟随它的逻辑
虽然是不健全的结果（因为是基于错误
的假设），并且采取行动，导致宿命论
的沮丧、抑郁和绝望......和变得更
糟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鉴于这些现实，任何基督徒怎能使用运气
这个字？

• 再次，想一想。文字承载着意义并有力
地影响我们的沟通。 神呼召我们跟随基
督的人就是祂的见证人;我们怎能如此见
证三位一体的神？

• 谈到运气不等于将那些好的都归因于机
会，而不是“各样美善的恩赐......都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真的，
雅各书 1:17 表明每样美好和全备的上
赐都是来自神，直接或间接地。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顧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当神直接给我们一份礼物时，是祂独自给我
们这些礼物，如，一个好的主意，不需使用
任何其他方法或通过别人来传达。

• 并不稀奇，我祈求神的智慧和方向来帮助
我回答我想不出答案的问题。答案经常在
我阐明问题之前就来到！我知道答案来自
神，因为 (1) 是我问祂的;（2）答案是好
的，符合雅各书 1:17;（3） 它符合祂的
话，圣经 ;和 (4) 它通常是我以前没有或
最近在没思考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间接地，

• 神借着别人和工具给我们美善的礼
品，如治愈或帮助我们应付疾病的
药物; 

• 祂给我们知识、技能、健康、力量
和额外的祝福，使我们能做一些我
们和其他人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 我们从信徒和其他人得到的帮助，
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从神来的;

• 这一切都不是运气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

思想这问题的另一个层面。

• 将运气从我们的观点和话语除去，能使我
们看到更多神的祝福。受到好东西来自偶
然的理念所塑造的心态（注意，发生
happen的字根 hap，机会）与圣经互相冲
突，如上文所述。我们若脱离机遇前提的
束缚，如，"好运气lucky breaks"我们受
到好处纪录，将使我们每天更容易地看到
许多美好的事物来自神慈爱的手。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撒旦反对神的每一点，魔鬼的目标是试着尽
可能除去神的荣耀，并使更多人的视角转离
神和祂的工作。

• 你能想到任何比在人的头脑中，甚至在已
蒙救赎的人心中，灌输运气那不合圣经的
外在与内涵的概念，说，“好事在神以外
发生”，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撒但的目标
吗？

• 神呼召我们做祂的见证人。我们如何做三
位一体的神就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
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
那里降下来的，”赐予者？我们若不提神
最关键的特质？我们是给谁做见证？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运气的概念是邪魔的设计，企图调包。

• 不只是为了想要抢夺神，减损祂的
荣耀，

• 它会影响人类本身从神得到的祝福，
如完成目标、任务和工作的能力
（技能、知识、恩赐、智能等）。
若他/她做到的，甚至是成就，只
归因于"好运"或"运气"的结果，谁
会高兴呢？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

“运气”的概念减低人们的动机，也误
导他们的责任感。

• 如果我们的生产只是"运气"，大家会相
应地减少设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动力。

• 此外，在运气–饱和的心态下，如果达
不到设定的目标时，不是“运气”使他
们推卸了做不成的责任吗？你听过这种
借口吗？“我猜我没有他那么幸运，不
是吗？”，有多少坦白的承认，是因为
准备工作不当？没有多少人会走下一步
和对后果负责任，因为他们不够"幸运"。
蒙召来服事神的基督徒，没有思想的空
间留给“运气”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

乔治 · 威尔George Will引用印第安纳大学校长
和前印第安纳州州长米奇 · 丹尼尔斯的话。

• "有一次，他的击手得双分取胜后，[名人堂棒
球选手埃迪] 穆雷被一个敌队球迷大喊，'你
必定是棒球赛中最幸运的击球手。' 穆雷彬彬
有礼地回答说，' 你一定不能看击球练习。
'“

• [威尔还注意到]“进步人士 Progressives 了
解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计划，变得越似是
而非，就有更多的人相信这项工作 - 个人奋
斗 - 是徒劳。政府随着宿命论的增长，和宿
命论随着进步主义灌输给人类取消道德说教的
思想— 取消，除去de- 进行道德说教
moralizing —使人相信他们是情势的受害
者."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

• 许多人说，“我不明白神如何帮助我;祂没做
任何事让我可以看到。我努力工作和运气好
才做到这一切，我在正确的地方，在正确的
时间，拥有广泛的门路;我认识很多人。”不
需要太多思想就知道，那些不断谈论幸运的
人，看不到一切都是神的手给他们的福祉。
这种说法塑造他们的世界观，限制他们的了
解，蒙蔽他们的视角。真的，父神是各样美
善和全备赏赐的赐予者，祂无形地在他们的
生活中工作，祝福他们，他们却错过祂！

• 多么可悲，尤其是与祂立约的人使用文化思
想形式与言语，那是深受"这世界王子"，耶
稣称为撒旦，的影响。(约翰福音 12:31; 
16: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8:28

• 雅各书1:17 • 对我来说，我不想要玩进魔鬼的手
里;我不想参加他的计划，夺取神
的荣耀。相反的，我要在所做的一
切和促成祂的目的来荣耀神。因此，
我拒绝使用“幸运气”这个词。

• 我发觉很容易不使用“幸运”或其
相关词;你愿和我一起帮助别人这
样做，特别是那些在基督的身体，
教会里的人吗？让我们以讨神喜悦、
敬重和归荣耀与神，作我们最大的
愿望，目标和成就。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耶稣对相信祂的犹太人

说 ，(约翰福音8:31,

44-45)

• 我们早在旧约开头创世记3章看到，撒旦参与在
人类的事务中，他已影响人类的部分状况。

• 然而，耶稣最清楚地暴露魔鬼称他为"谎言之父"。
(约翰福音 8:44-45) 因此他欺骗人，他最大的
骗局之一是将自己描述成有权、有效地反对神，
其实他只能在神允许的时候做事。

• 如我们之前在本系列已讨论的，圣经，神启示的
圣言，公布撒旦与神不同等，神是无与伦比的，
撒旦只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路加福音 10:18)与
神对比撒但就像一颗花生。如果你正在寻找撒旦
的同伴，考虑其他堕落的天使，恶魔，他是领导。
与他们对立的公义天使，包括迈克和加百列，他
们指向并为三位一体的神工作，祂在圣经中启示
了这一切。此外，在耶稣基督里藉着祂，神，是
至高全能的，已打败魔鬼和他的追随者。(启示
录 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罗马书12:2
由此可见，我们所用的词在沟通上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这
些在基督耶稣里蒙召归神为圣的人，必须小心选择我们的
用词。

• 我们蒙召为要让圣灵透过我们完成三位一体真神的救赎
工作。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的
基本层面上，更加警觉我们的言语和其他我们所做的一
切。

• 好消息︰ 我们不受文化的束缚。 此外，我们的使命就
是要改变文化，要做模范给别人看，不要追随文化中，
大多数不认识基督的人。

• 心意更新变化 be transformed希腊动词的翻译，清楚
表明它是一个命令，是那些相信并跟随基督的人正在进
行应用的生活方式。 一个非常重要模仿基督样式的方
法，在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术语是，我们选用的话语要如
金苹果，即，我们说什么，不要说甚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罗马书12:2
• 我们如何帮助别人避免使用“运气luck ”
这个词，这样很能为基督作见证呢!当有人
祝我们好运时！“我们也可以说，"谢谢，
我知道你的意思，也非常感激，但我不相信
运气 — 一切美好的都来自神。“ 每当我
说，我不相信运气时，对方总是说，”我也
不相信"。

• 当有人说，"幸运的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等）" 你可反问他，"运气是不存在的，你
想要用一个比运气更好的词吗？“天佑”如
何，我觉得这很好，等）。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12:2

• 彼得前书2:9-12

我们如何帮助别人避用这个词，因这样,接下去就为
基督作见证？

• 当然，你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你多么了解他/她，
你们认识多久，这些指标能帮助你说出最有用的话。

• 一切有效的沟通，都是努力取得听起很奇怪的健康
平衡，即，神秘，使对方一面不理你，一面忽略神
呼召你在基督里的见证。 然而，很明显的，在道
义上和作基督的见证，我们是"外星人和世界的陌
生人"(彼得前书 2:11)，表示我们的言行必须荣耀
神与反邪恶。这时，神没有将我们安置在舒适的地
方，只要我们谈工作、 天气和乐趣的是;祂给我们
崇高和神圣的呼召，我们就应照样忠实地塑造我们
的生命来回应祂。参看彼得前书 2:9-12 和 3:15。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12:2

• 彼得前书2:9-12

• 我们每天继续下去就越来越意识到，一切我
们宝贵、享受、珍惜和看为好的都来自爱我
们的天父，祂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而不
会更改，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祂在我们生命
的工作。会惊叹和欢呼祂永恒的爱，包括广
度和深度。

• 这一切使你感到吃惊吗？ 当然不。神照顾，
供应祂的人民。因此，你会发现好的事情发
生时自己整天在感谢祂，现在你更清楚地认
识，都是来自祂的，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其他
人来祝福我们。

• 那种理解和感恩是心意更新变化。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

罗马书12:2

• 彼得前书2:9-12

• 有意识地连接你所看到的好事，与神眷顾
你的祝福，会更新照亮你的失望、挫折、
不适和困难。 有一些实际上将会消失，
其他的因有正当的视角而消灭，他们现在，
即在至高无上、美好，和全能，爱你的神
手中，祂正在为你的好处和完成祂的旨意
解决所有事情。

• 你越常看到神经常的出面，和天天眷爱你
的无数表达。那些不会消失的，你会看是
能处理并不是破坏性的事。感恩、喜乐、
鼓励和希望将取代焦虑、担忧、恐惧、悲
观、害怕和不堪忍受的人生，因为喜悦我
们有没有希望"运气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神提供一种方式以帮助

我们保持祂的视角是要记

住雅各写道︰

雅各布书4:13-15

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重大问题时，通
常会形成狭隘的视野，使我们只看到
问题。

• 保持整个人生观从适当的背景看问
题，大有帮助，藉此我们也看见神
帮助的意愿。我们需要保持广大的
视野，包括在永恒观点的目前。

• 之前我对我妻子的兄弟提到这一现
实，我说，"我们必须保持神在图片
中"。他回答说:"是的，祂不只在照
片中，祂拿着这照片 ！”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约翰·牛顿，英国一位非凡的牧师，写信给他的妻子玛丽和
深深的爱。那时他在海上延长的航程中，成为牧师前，他是
一艘船的船长，他写下：“你不会因不满我而这么说，虽然
你比世间一切舒适的总合更亲爱，我愿限制我的情感在神任
命的范围内。我们彼此的爱应导致我们对神无比的爱，祂是
一切我们拥有或希望的美好的作者和来源。这是对祂，我们
欠了幸福的婚姻状况，这让许多徒劳寻求，其中一些人建立
了这样的希望和前景，他们的失望推断是没有其他原因，只
是他们将只属创造主的放在造物上。因此，祂藏起祂的祝福
（没有祂的祝福，结合不能生存）和他们的期望，当然，终
于冷漠...。“他清楚地感到需要从洽当的角度来看礼物。
因此也会敬重赐福者并完全欣赏礼物。有了这样一个对生活
和圣经的看法，神是谁？祂是什么样？人是谁？人的本性怎
样？可以减少并保护我们免受毁灭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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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玛丽去世后，约翰·牛顿在在她的葬礼布道说：“我认为
她是一笔贷款，祂借给我，祂随时有权将她收回;而且因
为我曾经每天都放弃她，从第一天开始;它成了我，只心
存感激，她对我不遗余力这么久......“在神眷顾祂的
创作之光看到生活的全部，他自己和特别是他的妻子，
牛顿安置得很好，并准备与他遇到的人生奋斗，包括失
去他亲爱的妻子。我们也住在这眷顾中。 感谢神！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和我在一起生活了48年珍贵的妻子死后，我，在我们的整个婚姻过程，总
是与约翰 · 牛顿说明的相同的圣经和神学观点，因此大大地坚固并如我
所希望的能渡过这个非常困难的经历。神以无数的方式，藉着她祝福我，
我们的家人和许多其他的人。在准备我和她面对她的死亡时，清楚地看到
神眷顾的无限证据;持住她和我，和所有家庭成员；当我们离开凯萝时，
祂照顾我和我的家人及凯萝的其他亲人。

神给了我多么贤慧的妻子;运气与我发现她和她成为我的妻子毫不相干。
我不能向神要求比凯萝更伟大的妻子， 祂回应我热情无数和虔诚的祷告。
虽然现在，自从她死后几年来，每天我仍然有悲伤的时刻。 那些时光来
临时，我服从神的话语，在一切为一切感谢神︰ 为我所珍爱的凯萝; 我
们认识了53年，有特殊的关系，以及彼此欣赏，尤其是几乎五十年的丈夫
和妻子关系;甚至将她带到祂那里，她不再与折磨她，使人衰弱的疾病斗
争。 她属于祂，我也是，我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其他在基督里的人。 祂
有权以祂超越一切爱祝福她 —照着她所需要的给她也给我。 她临死之前，
告诉我和一位来访的朋友，她想回家与主同在;两个星期后，神赐予她的
请求。 即使是在难过的时候，我能为这些现实感谢神、为我们在一起时
所有珍贵的时刻，和为她在神永恒的座前和服务中最高的喜乐，为在基督
耶稣里我们将会再次相聚感谢 — 下一次是永远的 — 我的灵因此翱翔！
谢谢神！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神的眷顾

思想和讨论

1.虽然不能拦阻神 (以赛亚书 14:27;工作 42:2），因为祂是各样美善

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的赐予者 (雅各书 1:17)，不感谢父神，增

加祂工作的欢欣，却将它们归因是来自"运气"或"幸运”吗？“

2.将好的归因于"运气"或"幸运"不是抢夺父的荣耀吗？

3.抢夺神的荣耀，不正是魔鬼不断地想要做的吗？

4.赞美神，然后将一切好的归因于"运气"不是脱节了吗？ 我们能藉

着感谢神赐给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并避免使用"运气"和其衍生

字，来赞美神吗？

5.从申命记14:25的事迹，你能向我们时代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却缺乏

知识特别是智慧的人，指出古埃及人能看见主和祂所帮助的人，今天

他们卻看不见祂？！这对我们和我们对他们的见证有什么意义？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申命记 28:58

• 诗篇 90:7-8

• 希伯来书10:31

• 罗马书11:19-23

• 有些人说，“但畏惧fearing 神的圣经观念只
表示，怕 have awe for 和敬to revere 神。
" 他们应该查，甚至英语词典这两个单词的含
义，其字根主要涉及恐惧fear。圣经中的希伯
来原文和希腊原文，凡说到神的就直译为惧怕
fear 。(希伯来书 10:31;罗马书 11:20;参看
诗篇 90:7-8，11-17) 相关的经文确认这一观
念。

• 希伯来书 10:31，“可怕 dreadful"是NIV圣经
翻译的 φοβερός phoberos，意思也是可
怕的fearful，可怕 （和合本，“吓人的
terrifying"），可怕的frightful。

• 怎么理解我们与神之间这方面的关系，祂的话
启示“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
4:8）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申命记28:58

• 诗篇90:7-8

• 希伯来书10:31

• 申命記

• 也考虑“尊重 respect”的来源。无论承认与否，
如果有人不理，尤其是不服从，那处高位的人，
不是至少会有一丝恐惧（其后果）吗？在组织中
的员工，若不尊重他/她要负责的人，包括对不
顺从或甚至未能达到商定的标准和条件的后果
（如，生产截止日期）有健康意识的人，任期是
多长？

• 你倾向服从谁？有“软手感”美名的上司，或人
好但有真正公正迅速声誉的？

• 比较在神与祂的百姓立约中的规定(如，申命记
28)。 请注意，希伯来“敬畏revere”和“有威
严的 awesome”在第 58 节是 yāraʾ，要怕יֵרא
be afraid，即，经文启示的违背神。神不"胡闹，
浪费时间 mess around with"，祂不会对服从掉
以轻心，如之前我们看的文章，指出与叛乱一样。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出埃及记14:10

• 出埃及记14:31

• 出埃及记14章，摩西记载以色列人从埃及
逃出时，他说，以色列人举目看到法老和
他的军队赶来时，就甚恐惧(10 节吓坏了
terrified，NIV)。这不只是虔诚的尊重 ！

• 之后他们安全地越过红海，看见埃及人淹
死了，他们承认那是主大能的作为，“就
敬畏耶和华，又信服祂和祂的仆人摩西。”
（31 节）重要的是，无论是第10节描述的，
当他们感到正要被打败时，在他们内脏，
卑鄙，恐怖的状况下，和在31节表示他们
对耶和华恐惧的心态，摩西都使用最常见
希伯来字的“恐惧fear， yāraʾיֵרא 害怕”。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但以理书6:26

• 马可福音5:33-34
• 许多圣经章节连结恐惧和战兢，从而说明了真正的
恐惧，不只是一种尊重的敬畏。在几处经文可以看
见，显然对神的尊敬连结我们的救恩。(如，参看
但以理书6:26 和合本) 

• 马可记录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凭信伸手摸
耶稣的衣裳，相信会让她愈全。耶稣感到能力从祂
身上出去。女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去找祂，俯
伏在祂脚前;马可记录 （在希腊原文），她是"恐
惧 [phobetheisa]，并战兢 [tremousa]。(5:33) 
耶稣对她说，"女儿，妳的信救了妳。平平安安地
回去吧，妳的灾病痊愈了。”(5:34)与很多人的直
觉相反，她信的恐惧导致平安。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腓立比书2:12-16a

• 以弗所书6:5-8

• 使徒继续解释，这样的心态和灵性取向
将帮助他们与神的旨意一致， （2:vss 
13-16a。）

• 另一点显示，这些希腊词是以字意解释
的，在这经文保罗教導僕人顺服他们肉
身的主人，他说︰要"[phobou] 惧怕和
战兢 [tromou]。（以弗所书 6:5）身為
僕人的信徒应该这样对待他们的主人"不
要只在眼前饲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
像基督的仆人，从 [他们] 心理遵行神
的旨意。”(6:6) 他接着解释说，这样
做，他们将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6:7-
8)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有些人说，那些敬畏神的人这样做是因为祂全能的力量。

然而，如果他们知道神就是爱，因祂真的就是爱，为何他们

会有任何的恐惧？难道他们不会得到结论，祂将始终使用祂

的权力做他们的保护和其他仁慈的行为吗？

• 还有比这更多的吗？我提出人敬畏神的关键原因不是因為祂

全能的力量，主要是他们，尤其是祂圣约的百姓，知道祂是

圣洁的但他们不是 —事实上，祂是圣哉、圣哉、圣哉，祂不

会接受罪恶，亚当和夏娃堕落后在人类本性中的致命缺陷。

因此，在圣经中，恐惧这个词不用于描述人类见神的感觉，

直到创世记 3 中叙述的堕落。恐惧成了第一个情感，记在圣

经亚当和夏娃得罪神后的感觉。(v10)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诗篇96:9 • “敬拜耶和華...顫抖......” 這兩個動詞是命令式，
命令，我們要這麼做“當以聖潔的裝飾敬拜耶和華權
地要在他面前顫抖。”希伯來文翻譯的顫抖表示扭動，
處於痛苦之中 （通常指陣痛）。 根據神的聖潔，罪
惡感在正在從橡子長成義樹的信徒意識中‘將引起許
多痛苦。

• 多麼鮮明的對比，在政治上認為正確的及尋道者約束
運算式省略任何提及這個聖經的教導，結果許多人進
入是聖哉、聖哉、聖哉騎士的想法，他們敬意他們神
聖的同伴，得到另一個的好成績，在生活，分類帳中
的神的聖所，祂應該高興他們出現了 ！ 第一個崇拜
者渴望聽到懺悔後赦免的機會; 禱告神的保證後者是
困惑的這種做法，通常會關閉。難怪今天許多崇拜省
略認罪的禱告和保證附帶的話。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哥林多前书1:2

• 哥林多前书10:19-21

• 政治正确性的另一面是领导人和其他人被分心违背
神的话，今天会有太多的教会被激励做出反对神话
语和旨意的决策，特别危险的：厌恶得罪任何人。

• 然而，十字架是得罪人的，甚至正在灭亡的世界是
愚蠢的（加拉太书5:11和哥林多前书1:23），但基
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我们蒙召传扬基督是唯一的
道路，真理，生命，而且除了藉着耶稣，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约翰福音14：6）我们的呼召，我们
的愿望是讨三位一体的神欢心，而不是世界，传扬
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复活，治理和管理。

• 如果我们真的爱和关心别人，如基督命令的，我们
必须勇敢地宣讲和教导基督救赎的唯一途径。要肯
定，我们在爱中说诚实话（以弗所书4:15），但我
们必须说真话。与政治上的正确性相反，所有其他
宗教是错误的;没有其他的神存在真神的面前。
（出埃及记20：3）

• 我们被分别为圣归神。记得圣洁表示不寻常、纯、
分别为圣。我们不要被世界同化 （罗马书12：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诗篇96:9

• 彼得前书1:13-17

• 一个罪人回应神的圣洁是真的敬畏，真正关心
福祉，意识到他/她的内疚和不配到神的面前。

• 当我想到它，如果它不是在基督里，我众罪中
只要有一个就足以将我丢得远远地，永远离开
神....一个可怕的念头！

• 再次，希腊原文的单词翻译恐惧是 phobo。
NRSV和 NIV 都包括尊敬的观念，但他们明智
地翻译 phobo，包括恐惧fear非常真实的一面，
但不是非常可怕 dread （因为后面的经句提
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作为一个准
则，记住我们蒙呼召分别为圣的人，在圣哉，
圣哉，圣哉神的面前，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配。

• 祂圣洁的关键部分是祂对罪的愤怒。罪与恶得
罪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如今，人们已担心
得罪某些人或被冒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
是得罪神 ！ 祂讨厌罪与恶的另一个原因是因
为受祂大爱的人，受到罪孽和罪恶的伤害。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诗篇96:9

• 彼得前书1:13-17
• 那些没有圣灵赐给新生命的人，试着以心理学除去或
忽略他们的恐惧和内疚。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生命
的信仰，它提供感谢神做为他们的恐惧，定期提醒他
们，他们是谁，他们的罪，和祂的恩典，使他们理解
和选择服从并带领他们进入不寻常的喜乐。

• 当然这种观念的敬畏神，或害怕任何人，是今天令人
厌恶的。為了评论那些试图减轻繁重内涵的恐惧，解
释恐惧只是尊敬的人，耶鲁大学神学院的艾伦 • 戴
维斯 Ellen Davis写在她的书，“ Getting Involved 
with God”，說，“为了避免 ‘恐惧’ 一词，译者
们棱掉圣经作者们的论点。 作者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对
神适当的直觉回应。"(102) 

• 无论如何，虽然尊重在旧、新约是恐惧的主要一面，
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有其他的字，表示尊
重。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申命记 21:18-21 • 虽然在人的层面讲，恐惧与后果有关的观念，
在申命记 21:18-21关于叛逆的儿子的诫命，明
显地可以看到。那法律涉及一个痛苦的情况，
一个倔强和叛逆的儿子，当父母管教他时，拒
绝服从，甚至不听他的父母。

• 所有的以色列人将会听到这种严酷的惩罚而害
怕。 怕什么？当然，孩子们会害怕如果他们向
那样悖逆，同样的后果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有
那健康的恐惧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你认为他们
的决策和行为受到影响吗....在正确的方向？

•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知道当我做错时，爸
爸会怎么做，因此我抉择的方向会是好的，不
会是邪恶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箴言9:10
• 也许启示在箴言 9:10 的事实，解释了我
们这时代普遍缺乏恐惧和智慧。

• 很难在生活的各方面保持平衡。我们一会
偏向一边，一会偏另一边，不够强调当时
不突出的一边。几十年前，钟摆摆向专注
于神的审判。然后人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祂
的恩典，特别是祂的爱，现在我们在哪里？
我们忽视神对罪的审判与祂拒绝罪在祂的
面前，更谈不上与祂共存。我们肯定神就
是爱 （约翰一书 4:8），正因为祂就是
爱，祂也是公义的并会审判冒犯祂的罪，
那是因触犯祂的圣洁也伤害祂所爱的人。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罗马书3:23-26

• 约翰一书4:10

• 约翰一书2:2

我最喜欢的新约学者之一，利昂·莫里斯Leon Morris，
在一篇关于"挽回祭"的文章观察到希腊词hilasterion，
翻译挽回祭，指除去神圣的愤怒。 莫里斯博士写道，
整本旧约有585次指神的忿怒。他接着说，

• 虽然神的忿怒不是那么频繁地在新约提到，里面就有
了。人的罪得到其应得的报应，不是因为一些客观的
报应，而是因为神的忿怒针对它 (罗 1:18，24，26，
28)。 整个罗马书的开放论点是，所有的人, 外邦人
和犹太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来到神的愤怒和定罪下。
当保罗转到救恩时，他认为基督的死亡作为挽回祭
hilasterion (罗 3:25)，删除神忿怒的一种方法。
新约重复OT 的悖逆，神自己提供删除自己愤怒的方
法。父的爱从"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约翰一书4:10)显示。 基督的目的是成为"慈悲忠
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罪"(希伯来书
2:17)。 祂的挽回来足够为所有的人 (约翰一书
2:2)。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罗马书3:23-26

• 约翰一书4:10

• 约翰一书2:2

• “圣经一致的观点是，世人的罪孽已招致神的忿
怒。只有藉着基督的赎罪祭，才能避免神的忿怒。
从这个角度来看，祂拯救的工作称为挽回祭是正
确的。”（莱昂 · 莫里斯Leon Morris）

• 我们绝不能忽略“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8）
的圣经教导。然而，当我们也牢记祂对罪恶和邪
恶忽略祂的圣洁时的忿怒，神伟大的爱就最有意
义了。 莫里斯的观察，“神自己提供了消除自
己愤怒的方法。”这是真实的。但我们必须立即
宣布，这对承认基督的人才有效。对那些在基督
之外的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也强烈地激发
我们，以爱向那些人传递我们主和救主不折不扣
的福音。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罗马书3:23-26;

• 约翰一书4:10

• 约翰一书2:2

• 想一想那爱的挽回祭对神是什么意思。

多么伟大和深不可测的爱祂和祂的独生子显示时，父
和圣灵不得不看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忍受丑陋和极大
痛苦的天罚！

• 然而，我们在本系列前面部分看到的，圣经不是教"
神就是爱，"吗，"爱既完全就把恐惧怕除去。"（约
翰一书 4:8，18）真的 true。

•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真正的爱是公正和正义的。
既然神爱我们，为了维持祂的完整性和对受压迫的
人的爱，祂关怀的一部分，会管教那些祂所爱的人
并审判每一个人。"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祂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祂必责
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箴言 3:11-
12) 希伯来书的作者补充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希
伯来书12:10)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约翰一书4:10

• 箴言3:11-12

• 希伯来书12:10

• 出埃及记

我从未怀疑过我那位地上美好的父亲的爱;他对
我的珍爱超越我怀疑的范围，我们生活在一起时，
无数的因素增强我对他的信念。 然而，作为一
个孩子，我曾违背我的限制，他的管教又迅速又
公平，有时很痛苦︰感情上和某些场合是身体上
的，随着他的皮带越过我的底部，好痛。体罚的
管教没有发生过几次，但够多次，强度也够，使
我害怕当不顺服时复发的後果。健康的恐惧教导
我决定是否应该或不应该做使我非常遗憾的选择。

那种回应我过犯的经历，我活在他爱我的知觉里，
包括对出轨时会发生的后果真正的恐惧，但那真
正的恐惧使我远离许多麻烦，为此，我会永远感
激我的爸爸，和我们在天上的父，祂是我爸爸的
模范。 (箴言 13:24，19:18，22:15，23:13、
29:15;希伯来书 12:5-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Theology: Who is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出埃及记20:20
敬畏神帮助我们顺服。如摩西告诉以色
列人，"叫你们时常敬畏祂，不至犯罪。
" (出埃及记 20:20) 注意希伯来文单词
惧怕与敬畏神是相同的字，两方面都出
现在这同样的經句。 "摩西对百姓说: ' 
不要惧怕，(> יֵרא  yāraʾ) 神降临是要試
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祂 ( ה ִיְרא 
yirʾāh > יֵרא  yāraʾ)不至犯罪。"再一次，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种病态的恐惧，
而是不顺服时，即反抗神的后果，健康
的敬畏心理，— 一个很危险的决定和不
明智的行为。

含意和实际益处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诗篇103:11-12

• 诗篇147:11

• 诗篇130:3-4)

• 整本圣经到处可见神的爱连结对祂的
惧怕。另一处经文是诗篇 103:11-12。
也思想诗篇 147:11。

• 圣经还连结敬畏神与祂的饶恕，祂爱
的一面，如我们在诗篇 130:3-4看到
的。

• 我们蒙赦免的意识激发我们敬畏神，
在他的评论NIV 研究圣经中，约翰 思
帖克John Stek"被尊敬，受崇拜，被
信任和受服事的真神。 如果神不饶恕，
人们可能只从祂惊慌地逃跑。"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诗篇 103:11-12

• 诗篇 147:11

• 诗篇130:3-4

• 神的话语连结健康的惧怕祂
（参见罗马书 13:1-7），和顺
服其他权威包括父母，那是神
对祂百姓的要求，不是如其他
宗教所教的能使人得救，而是
为了感激祂的救赎，给我们信
仰真实性的证据。因此敬畏耶
和华是从行动看出来。（箴言
3:7-8;8:13.) 如一位作家所说
的，"在我发现的救主也是我的
法官时，我发现有几个理由要
服从祂。惧怕是其中之一。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箴言 3:7-8

• 箴言8:13

• 约翰福音15:10-11

• 约翰福音14:21

• 神的话语连结健康的惧怕祂（参见
罗马书 13:1-7），和顺服其他权威
包括父母，那是神对祂百姓的要求，
不是如其他宗教所教的能使人得救，
而是为了感激祂的救赎，给我们信
仰真实性的证据。

• 因此敬畏耶和华是从行动看出来。
（箴言 3:7-8;8:13.) 

• 如一位作家所说的，"在我发现的救
主也是我的法官时，我发现有几个
理由要服从祂。惧怕是其中之一。

• 恐惧不仅涉及神的爱，祂也在服从
祂的旨意上给我们喜乐，如我们的
主耶稣在约翰 15:10-11 说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箴言3:7-8

• 箴言 8:13

• 约翰福音 15:10-11

我们一直在思想健康的帕神心理。 这种惧怕防止
我们今天很多满口妄言神的名字并忽视祂旨意的
粗鲁态度。这圣洁的恐惧将配合其他激励的因素，
来引导我们顺服最圣洁的神，使我们能实现祂的
旨意，祂呼召我们，那呼召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
重要性。

詹姆斯 · 杜布森博士Dr. James Dobson 举了一
个在这里能帮助我们的比喻。比较超速行驶后被
警员截停时一个经验的恐惧。在答复很有礼貌的
问题，"我能看看你的驾驶执照吗？"颤抖的手指
从他/她的钱包中拿出塑料卡片。恐惧不是警员
（他/她没有伤害或甚至威胁司机） 但那个警员
能做什么，是非常痛苦的 （给一张票导致重大罚
款或可能其他痛苦的惩罚 [如，没收驾照]），哪
个可能性引起司机的恐惧。 这种恐惧，如其他所
有的恐惧，不会一直存在，但它激励我们每天不
要超速，如果警员没有权力做任何事，我们就比
较不会守法。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麼意思？

• 箴言9:10

• 以赛亚8:11-17

• 想到圣哉、圣哉、圣哉的神，会对那些不
在乎祂旨意，如以赛亚预言 (8:13)的那些
反对的人，引起聪明人惧怕是健康的。

• 我们，却，不活在病态的恐怖或惧怕神，
尤其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安全，但惧怕祂的
作为，难道我们能忽略并违背那导致永远
的智慧、 福祉和感恩吗? (箴言 9:10)  

• 若不是基督，我想到我所应得，神公义的
审判就战兢，但想到基督和因信称义，就
给我带来实时的平静和永恒的感恩。祂的
真爱也是公义的。 （请参见以赛亚书
8:11-17，尤其是 13 节）。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什麼意思？

罗马书12:17-18 • 从橡子成熟为橡树的基督徒，记得他们
是谁，属于谁。 他们也会明确地区分，
神完美的位格，祂是最神圣的，人自己
的性格不配与神有交谊。当人类对神的
爱逐渐增加认识时，这种区分将引起永
远的感激之情，并激发服从的欲望遵行
神的旨意。

• 这种观点应指引我们的决策。当我们思
考怎么做一件事时，我们会想别人会说
什么，那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如，罗
马书 12:17-18)，但更无限重要的，我
们应最先问的是“，神怎么想？ 祂的意
见如何？" 神的观点使其他意见重写...
到目前为止！永远是这样!!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敬畏神是甚么意思 ?

• 利未记 19:30

• 利未记 26:2 

• 诗篇 93:5 

你认为神在利未记后七章重复同样的经節，要告
诉我们甚么？也许，这是对祂很重要的观念？
（父母们，有多少次你对孩子说，“有多少次我
告诉你......？！”）

• 在利未记的章节中，希伯来语动词翻译是“敬
畏reverence” tîra’û ，字意是“你会害怕。”
这种怕是健康的尊重神的敬畏，而不是对祂卑
鄙的恐惧。虽然神曾启示，祂的核心是爱（约
翰一书4：8），祂在整本圣经启示了祂的爱，
但祂也是圣哉，圣哉，圣哉的，字义是分别的，
纯洁的，不凡的。祂不容许任何邪恶在祂的面
前，祂会审判它。这种意识能激发会众对神和
圣所的敬畏和尊重，并在敬拜和日常生活及服
事上，健康的惧怕不顺服所产生的后果。

含意和实际益处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我们必须小心教导敬畏神的圣经观念。很多人对神有扭曲的看法;我们必
须帮助他们理解最接近神自己启示在圣经的神，不要增添他们的困惑。思
考你所教的内容和背景。具体地说，关于他们对神是谁的了解是甚么，祂
是什么样的，祂正在做什么？

• 1.他们，通常老年人和保守背景下的教会，是否记得在童年时接受教导
神是一位严厉的法官，很容易就判人下地狱？

• 2.或者，他们是谁的人已经长大了的想法，到旧教学的反应，神是他们
最好的朋友，祂只是坐在祂的摇椅上，微笑着旁观世事，“不会伤害一
只跳蚤？”这是当今比较普遍的观点，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部分的研究
所采取的方法的原因。

• 3.或者，他们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

如果你班上有人属于第一组，要注意到他们的背景和以前的学习，他们已
从它发展到对你无意说的一些话产生过敏。花些时间去解释和讨论敬畏神

这个重要的圣经主题。帮助学生在心理上正确地处理这个观念。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长老会牧师和富勒神学院的客座教授，威廉 · 艾
森豪威尔William Eisenhower，写得很好，他说,

“我们必须下结论，虽然从未有过的体验是可怕的，
但它也带来不可动摇的重新保证。 我们因虚假的
安全而不安，但, 之后,重新安置在神的爱的真正
安全上。 完全的爱确实会驱走恐惧。 但也暗示那
些从来不曾经历从头到脚全身颤抖的人，将永远不
能体会神完美的爱。”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1.你如何回答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敬畏神是什么意思？
"

2.解释健康的敬畏神如何与神的爱是一致的，并使我们更接

近祂的爱。

3.健康的敬畏神如何帮助我们活在祂的圣洁里？

4.敬畏神和害怕神的区别是什么？

5.父母和祖父母，如何教我们的孩子要敬畏神的意思？

6.你宁愿谁作你隔壁的邻居？ 那位相信神的核心是爱，这爱
发出圣洁和公正的愤怒,反对那些伤害神所爱的人,并严重冒
犯祂的各种罪，或那位看天上的神如一位泛爱的祖父,悠闲地
坐在摇椅上，观赏新闻奇事？ 你为什么做你的选择？ 哪个
邻居会更关心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7.如果人们正确地理解圣经所说的，我们应当敬畏神，在以下

的情况下将会有什么区别？

a.在我们的家庭？ b.在我们的教会？ c.在学校？

d.在工作？ e.在我们的社会？ f.在世界其他地方？

8. 给牧师和其他崇拜领袖︰

a.我们能怎么做,來协助崇拜者进入圣哉，圣哉，圣哉神的圣所时的

正确态度？

b.崇拜者知道来到神的殿，是来见至圣的神，与心想坐在一个漂亮的大房

间，看看谁会来，并认为神根本是"泛爱的神，甚至不会伤害一只蚤？”

这两种心态对崇拜者在崇拜中和日常生活有何差别？



思考和讨论问题
尽可能辨认和解释太阳的特质，

那些可以用来比照神的特质。

[如果有时间︰以四人小组开始，然后在班上汇报。 如果时间很
短︰可先两两对谈，然后请志愿者与全班分享他们的想法。如果
没人提到太阳会发光，请加注 24/7/365-6;它不断地提醒我们，
神是无所不在的，祂不须睡觉，即使在晚上，祂的光会从月亮反

射到我们这里 。我们的生命能如何反映神的光？]

344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太阳



神论：神是谁; 祂像什么; 祂正在做什么?

有关神论更多的信息，请参看：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Click on the link, Who is God, and what is he like? 
(Theology) and then on the title of the essay, e.g., 
Part I: What is the Trinity?, or Part 19: Who is 
God? His Works–Predestination and Election, or Part 
23: Who is God? Discerning God’s Will.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ho-is-god/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4/11/Part-1-Who-is-God-Trinity.pdf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6/07/Part-19-Who-is-God-His-Works-Predestination-and-Election.pdf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wp-content/uploads/2016/07/Part-23-Who-is-God-Discerning-Gods-Will.pdf


人论 Anthropology: 
关于“人类”的教义

我们是谁？我们像甚么？

我们在做甚么？

346



人论是整本圣经教导有关人类的研究，包括我
们是谁？我们像甚么？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是甚么意思？第一个人被造是完美的，但他们
不顺服神，忽视神对他们冒犯的警戒，结果人
性完全堕落了，也因此引进四种不和谐的大祸：
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神的一切创
造。使得一切造物一同叹息、劳苦（罗马
书:8:22）本课程所研讨的人论，将讨论很实际
可以应用的人论。人因罪与至圣的神隔离，但
因神属性的核心是爱（约翰一书4:8）祂不愿毁
灭祂创造的冠冕，那么如何能在合乎祂的正直
的情况下，带领人类回到祂的面前？我们将在
基督论的研讨中看见如何做到。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
确实像甚么？

•神照着祂的形像创造人类，
并且是完美的。

•但人类得罪神，不顺服祂的
话和意旨。

•不顺服，罪恶，损坏人的本
性，并放了一个障碍在人类
和神之间。

•不改变的我们不配与神相交。

348

罪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我们
承受祂传与的属性

人论 Anthropology: 关于
“人类”的教义

我们是谁？我们确实像甚么？

349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创世记1:26-28

含意和实际益处

1.人类从哪里来？

a.人类从神的旨意而来
b.人类是神直接的创造不是亿万
年的进化发展。

c.人類被造得完美，起初與神和
協相處

2.关于人的本性，神的话所教的与
世俗哲学所教的迥然不同

a.人的本性是二分法dichotomy
：身体和灵魂。

b.请注意我们特殊的任务，
受命。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让我们讨论一下这种照着神的形像被造的广大蕴意 ︰
它使你怎么想自己和自我价值，假设你是客观地从宇宙汤
水演化而来的，或出于慈爱的创造者的心意，祂一开始就
特意为你，决定了一个你在祂永恒中的计划呢？

根据时间：（1）如果时间短，请参与者与坐在旁边的人（以二人一组）
讨论 这个问题;然后在一分钟后问几个志愿者分享他们讨论的结果。 （2）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分为四人小组。请每个小组指派生日最接近今天的人
做他∕她团队的记录.三，四分钟后，问记录提出一项该组的意见报告。
若有时间可重复相同活动。作领导者的人可补充没有提到过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创世记：1:26-28

米开朗基罗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
堂的天花板上的名画，描绘了起初
神创造男人时与祂完美的关系。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灵魂soul 和精神spirit 这

两个词，都在圣经里交替使

用。圣经提到死亡是放弃灵

魂，放弃精神。

• 她將近於死，灵魂soul要

走的時候就給她兒子起名

叫便俄尼他父親卻給他起

名叫便雅憫。”（创世記

35:18 NASB;参列王記上

17:21 KJV）。

• （路23:46spirit;参使徒

行传 7:59）

2.关于人的本性，神的话所教的，
与世俗哲学所教的迥然不同
a.人的本性是二分法dichotomy
：身体和灵魂。

1)靈魂和精神兩個詞可交替使用，
他們從兩個觀點分別表示人類屬
靈的層面。神學家安東尼 何克
馬將其異同解釋得很好：

2)精神spirit 是“控制身體生活
行動的原則”

3)靈魂soul是“個人思想、感覺、
意願，某些情況下是情感的所在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最通常在圣经中，人类被
认为由两个部分组成，身
体和灵魂或身体和精神。

•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害怕他们。惟有能把
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
的，正要怕他。(马太福
音 10:28; 参看 6:25)

•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
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
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
救。"（哥林多前书 5:5; 
参看传道书 12:7）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含意和实际益处

2.关于人的本性，神的话所教的，
与世俗哲学所教的迥然不同
a.人的本性是二分法dichotomy
：身体和灵魂。
1)灵魂和精神两个词可交替

使用他们从两个观点分别表示
人类属灵的层面神学家安东尼
何克马将其异同解释得很好：

2)精神spirit 是“控制身体生
活行动的原则”

3)灵魂soul是“个人思想、感
觉、意愿，某些情况下是情
感的所在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聖經使用的兩個術語，

靈魂和精神，可以互換

使用。聖經指死者時，

在某些情況下用"靈魂"，

在某些情況下為"精神"。

a.作為靈魂 soul

• （啟示錄 20:4）。

b.作為精神 spirit

• (希伯來書 12:33)

含意和实际益处

2.关于人的本性，神的话所
教的，与世俗哲学所教的迥
然不同
a.人的本性是二分法dichotomy

：身体和灵魂。
1)灵魂和精神两个词可交替
使用，他们从两个观点分别表
示人类属灵的层面。神学家安
东尼何克马将其异同解释得很好：

2)精神spirit 是“控制身体生
活行动的原则”

3) 灵魂soul是“个人思想、感
觉、意愿，某些情况下是情
感的所在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创世记2:7

• 以赛亚书43:7

• 马太福音10:18

• 哥林多前书5:5

• 传道书12:7

含意和实际益处

2.关于人的本性，神的话所
教的，与世俗哲学所教的迥
然不同
a.人的本性是二分法dichotomy

：身体和灵魂。
b.请注意我们特殊的任务，我们
受命去做某件事，创世记1:26-
28。

c.创世记1:28希伯来动词“管理
rule"是命令语气，一个命令。
其他4个动词也是一样：生养众
多be fruitful,multiply，遍
满fill，治理subdue”

.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创世记1:26-28

3.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意思？

a.当我们对自己身分的观念包括照
着神的形象被造时，我们看自己
比那些受命去管理的动物和其他
所有造物，是无限的优越和无比
的价值和尊严，

b.可悲的是，很多人远离神（即，
存在）看不见自己有神的形象，

因此被罪恶搞迷糊了，看自己不
比动物重要，甚至不如草木和其
他造物。

c.这种观点及其相关影响，是我们
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人患忧郁症主
要的导因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创世记1:26-28

含意和实际益处

3.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意思？

d.既然我们承受神的形象，我
们就不看自己与动物们同一
分类。我们不应接受世俗科
学指定的，我们是在"动物王
国"。在管理上我们统治"动
物王国"。动物不是我们的伙
伴;我们也不是动物的"更高
样式"。动物不承受神的形
象 — 还差得很远。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的人类的
特征

创世记1:26-28

罪恶在世界造成的影
响，引起了人类混乱，
导致在创世记 1:26-
28天道的倒置，如右
侧的广告。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的人类的特征

创世记1:26-28

罪恶在世界所造成人类
混乱的影响，还有无数
不断发生的例子，导致
创世记1:26-28天道的倒
置，如，大众投诉决定，
辛辛那提动物园执行一
只雄性银背大猩猩安乐
死euthanize，因牠造成
一个三岁男孩的生命威
胁。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的人类的特征

创世记1:26-28

罪恶在世界所造成人
类混乱的影响，还有
无数不断发生的例子，
导致创世记1:26-28
天道的倒置，如，右
侧在一个电视节目专
栏中描述，当代的非
基督徒价值观，甚至
是一棵树都比一个人
的生命更重要。

含意和实际益处

“救命啊 ！ 救命啊 ！” 恐
慌的尖叫刺穿了我正专注的工
作，把我拉进家庭大厅，我们
年轻的家庭成员之一正在看一
段周六早上的卡通。其中一条
独木舟和船上的人，正向着瀑
布猛冲，若无人抢救，必定覆
灭。岸上的人看到他们的困境，
急忙开始砍倒一棵树，就能拦
阻独木舟，却有人喊着他："
你不能这样做 ！ 那棵树是活
物!!"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创世记1:26-28

含意和实际益处

3.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是甚么意思？

e.一位西班牙裔的美国狗专家
（“狗语者”）说明，当狗
觉察到牠们是我们的同辈时，
狗的问题就发生了。所以要教
狗牠的主人是权威不是同伴时，
问题就轻松地解决了。

f.创世记1:28的动词“管理
rule，“是祈使语气，命令，
那段经文里的其他四个动
词:“要生养众多、"遍满"和
"治理"都是命令。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创世记2:15

原译的希伯来文
动词保持keep”是
ַמרש ָׁ shāmar，表示观察、守卫、保持、照顾 。

因此神创造我们时给人类“规则”，是要我们管
理祂 （神）的创造。 随着人类的堕落，跟着罪
恶而来的腐败,由于滥用神的创造，世界如产难
的妇人一样呻吟叹息。(罗马书 8:22)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论：我们是谁？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罪對神創造的影響

4.罪引起整个创造不和
谐,从人与神开始。
+ "...受造之物仍然指

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
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
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
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
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
叹息,等待儿子的名分，乃
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罗马书 8:20-23)

罪對神創造的影響

4. a.人与神不和谐

罪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 a.罪使人与神不和谐

1.（创世记 3:8）
2.(出埃及记 19:11-12)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罪造成不和谐

a.人自己与神

b.人际关系

c.人自己与自己

d.人与整个造物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a.罪造成人与神之间
的不和谐。

3-（希伯来书 9:6-8）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罪造成不和谐

a.人自己与神

b.人际关系

c.人自己与自己

d.人与整个造物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b.罪造成人类关系
中的不和谐。

+（创世记 4:8）

4.罪造成不和谐

a.人自己与神

b.人际关系

c.人自己与自己

d.人与整个造物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c)罪造成自己内在
的不和谐。

a (撒母尔记1:15 )
b （列王纪上 21:5 ）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罪造成不和谐

a.人自己与神

b.人际关系

c.人自己与自己

d.人与整个造物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d.罪造成在整个造物
的不和谐。

+ (罗马书 8:20-23)

罪对神创造的影响

4.罪造成不和谐

a.人自己与神

b.人际关系

c.人自己与自己

d.人与整个造物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

包括神传与的特点

5.既然所有人都是照着神
的形象造的，不论他们
相信与否，为了尊重神
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我
们也应该尊重他们。

+ (彼得前书 3:15) 
+ 思考或讨论︰
如果我们尊重他/她？我
们是否将更容易向人传讲
基督?
（参看彼得前书 2: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5.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人
类的本性损坏了，非常严
重地影响在我们里面神的
形象

+ 除了三方面，其他所有建
在我们里面祂可传与的属
性都玷污了，但没有失去。

+ 三方面完全失去的神的形
象，借着重生（新出生）
和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而
恢复︰真知识、公义和圣
洁。(以弗所书4:24;歌罗
西书 3:10)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每个特性的说明请参阅相关文章我的网站, 

www.fromacorntooak12com.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

包括神传与的特点

• 一个活人，灵，个人和关系的

• 圣洁

• 完美和善良

• 爱，恩典、 怜悯、 耐心

（长久忍耐）

• 知识

• 智慧

• 公义，正直

• 真实，忠心

• 主权

• 能力

• 有限制的自由

人类的特性—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
神学中的常用术语

6. a.全面意识 （自然） ︰

模糊却不因罪失去

1) 一个属灵的活人

2）永生的

3) 交谊的能力

4) 道德

5）理性的

6）统治低下的造物

这里我们有一个尊重和爱全人类的圣经根据︰ 每
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不能"看不起"，虐待，
或向任何其他人表现得毫无爱心 — 那个人有神
的形象！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每个特性的说明请参阅相关文章，我的网站, 

www.fromacorntooak12com.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

包括神传与的特点

• 一个活人，精神，个人和关
系的

• 圣洁

• 完美和善良

• 爱，恩典、 怜悯、 耐心

（长久忍耐）

• 知识

• 智慧

• 公义，正直

• 真实，忠心

• 主权

• 能力

• 有限制的自由

人类的特性—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

神学中的常用术语

6.b.限制意识（道德） ︰

因罪恶迷失，但在基督里
恢复

1）真知识
2）公 义
3) 圣 洁

这里我们有一个尊重和爱全人类的圣经
根据︰ 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
不能"看不起"，虐待，或向任何其他人
表现得毫无爱心 — 那个人有神的形象！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哥林多后书
5:16-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6. c.在所有人里面的神的形
象已被损坏了，受损、
被罪败坏了。
1)这些可传与的特性虽
不是无限，在被造时是
完美的，但现在有了缺
陷。
2)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人,
尤其是在基督里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哥林多前书
2:10b-16

含意和实际益处

6.d.例如，神大而完整的智慧是无限
地超越人类的智慧，神赐给我们
的是祂智慧的一个缩影，因罪的
损坏，已经受损了。被造时虽不
是无限，也是完美的，但现在已
有缺陷

e.但在基督里，神照着祂的形像创
造人类时所内置的智慧，在耶稣
里恢复了，并借着圣灵可以运作，
虽然因罪的缘故仍是有限也有缺陷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思想与讨论

圣经教导我们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看到
什么影响和应用？ 包括以下内容︰

a. 为塑造不可动摇的个人自我价值感，

b. 为防止心理深处的抑郁

c. 为人父母

d. 教育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罗马书 11:36 

• 以弗所书1:11

• 约翰福音15:8;

• cf. 加拉太书5:22-23

含意和实际益处

7.人类并不是个意外;神给我
们曾有，并且有一个目的。

a.人类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

b.因此，为了荣耀神我们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 ︰

1) 我们要像主宰的孩子遵行
祂的旨意，就像我们的孩
子遵行我们的要求使我们
喜悦一样

2）我们要照着祂的话来服事
祂和人类同胞，如结出果
子，包括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5:22-23)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出埃及记20:1-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8. 神给人类规则，我们必须遵行，
才能讨祂喜悦，也使自己高兴。

a.一些典章是基于和隐涵神创
造性的活动。
1） 人类要工作，也要生产。
2） 婚姻和家庭是健全和生产

的人类社会的基础。
3） 人将一周工作六天，然

后休息，使身体健康、
强壮。崇拜能使灵命健康
和强壮，以荣耀神并成就
祂的旨意。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撒母尔记上 8:6-7) 

• 利未记17:10-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8.神给人类制定了讨神和人類
自己喜悦的生活规则。

b.祂的律法都写在圣经中。

1）有一段时间神与以色列
民以君民关系成立神治
政体。后来神迁就他们
的请求，立了一位人王
（撒母尔记上 8:6-7）

2)祭祀法已经确定，那是
指向并在基督里被履行
了 (利未记 17:10-11)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利未記19:1-2

• 利未记19: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8.神给人类制定了讨神和人類自

己喜悦的生活规则。

b.祂的律法都写在圣经中。

3）神给祂的百姓以色列民道德

律，如十誡。十誡是根據神

的本性所制定的，帮助祂的

百姓對祂圣洁，有效地见证

祂，並完成祂的救赎目的。

当我們每天认真遵守道德律

時，可免去許多痛苦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诗篇 101:1
• 利未记 19:1-2

• 出埃及记 20:13, 14

• 利未记 19:11

尽管全世界都维持這些原判，
这些价值观在全世界卻受到
侵犯，这样做不验证违规行
为，这样做犯了自然主义谬
误，。應該試圖付諸邏輯理
論。 邏輯，理性，是神另
一個可傳與的屬性，如我們
之前看到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8.神给人类制定了讨神和人类自己喜悦的生活
规则。

c.从所有人类里面的神的形象，和从祂的道
德律，每个人都有识别善恶的直觉。这种
倾向被称为天然的道德律。

1）如，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知道堕胎是错
误的，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那些堕胎的
人感到重要，甚至极大的内疚。

2）神圣洁（利未记19:2）、爱和正义(诗篇
101:1)可传与的特性放在我们里面。

3）因此，世界各地的人看谋杀和通奸的现
象是错误的。

4）因此，我们可以在圣经和哲学的立足点
上，争论发挥道德作用。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利未記19:1-2

• 利未記19: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罗马书3:9-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9.世俗对人类主要问题的分析，提供了许多
选择。
a.有人说，人的基本问题是心理上的，例
如，复杂性complexes、恐惧症phobias、
神经官能症neuroses、精神病
psychoses和其他失调。
*他们提供的治疗有︰
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 调整。

b.其他人说，人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学上的，
如腐败、种族隔离、战争、集体犯罪。
*他们治愈的辩护是︰ 环境控制。

c.还有人说它是生理的，如，本能，欲望，
冲动，催促，性自淫。
* 他们推荐的治疗有基因工程，一个世
俗社会中极被争议的选择，也不符合
圣经。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罗马书3:9-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9.世俗对人类主要问题的分析，提
供了许多选择。
d.一些人说那是心理的，即，
过失、无知、 消极，错误或
不足的哲学。
* 他们的治法是︰教育。

e.其他人说这是政治，如，对
私人财产的权利。

* 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是︰
政府控制。

f.还有人说它是想象的、纯粹
的理想主义。
* 他们维护的药方是︰
自由，任意而为的许可证，
"权利"。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创世记2:15-17

何西阿书6:7

Cf.罗马书5:12-21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圣经解释，人悖逆神所导致的败
坏是人类问题的核心，正是亚当
和夏娃所做的。
a.罪和腐败进入世界之前，神
与人建立工作的合约
Covenants of Work，有承诺、
条件和毁约的刑罚。
+ 约是一种双方关系。神与祂
子民的盟约中，缔约的两方
并不平等。神告诉我们将会有
何关系，如，祂期望我们甚么。
它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祂也
不问我们应该怎么做; 整个创
作属于祂，祂最知道了！



385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创世记2:15-17
何西阿书6:7
Cf.罗马书5:12-21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圣经解释，人悖逆神所导致的败坏，
是人类问题的核心，正是亚当和夏娃
所做的。
a.罪和腐败进入世界之前，神与人建
立工作的合约，有承诺、 条件和毁
約的刑罚

。+ 伯克夫Berkhof 写得好:“保罗
在罗马书5:12-21将亚当与基督
彼此对照，罪归因亚当，义归因
基督，只能以假设亚当，像基督，
是盟约的头来解释。如果我们分
享基督的义，因为祂是我们的代
表，随之我们也分享在亚当的罪，
是同样的道理。" (131)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创世记2:15-17

• 何西阿书6:7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圣经解释，人悖逆神所导致的
败坏是人类问题的核心，那正
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a.工作之约包含四大要素 ︰

1)立约的两方是三位一体的
神与人类的代表亚当

2）约的承诺是，神会祝福亚
当完美的人生，包括没有
死亡 （相信基督：第二和
末后的亚当，的信徒所得到
的应许）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创世记2:15-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圣经解释，人悖逆神所导致的
败坏是人类问题的核心，那正
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a.工作之约包含四大要素 ︰

3)规定是完全顺服一个规则 ︰

亚当可以吃伊甸园中任何一棵
树的果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
的果子不可吃

4）刑罚是亚当不顺服时所应得
的。很明确的是完全的死
亡︰身体、灵魂、和永恒的，
包括永远与神分离。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创世记 2:15-17

• 马太福音 5:17-18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圣经解释，人悖逆神所导致的败坏是人类

问题的核心，那正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a.工作之约包含四大要素︰（如上所述）

b.理解罪的主要特征很重要

1)罪是特定类型的邪恶。

罪不是邪恶的同义词。虽然所有的罪都是

邪恶的，但不是所有的邪恶都是罪。例如，

病是邪恶的，但显然生病不是罪。

2)罪总是与神和祂的旨意有关;实质上罪是

不顺服神，与祂的旨意不一致。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 创世记2:15-17

• 马太福音5:17-18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圣经解释，人悖逆神所导致的败坏
是人类问题的核心，那正是亚当和
夏娃所做的。
a.工作之约包含四大要素︰（如上
所述）

b.理解罪的主要特征很重要
3）为了了解犯罪，我们需要分清原罪

和实际的罪。

a）原罪指全人类因与亚当和他堕落
的关系所产生，与生俱来的状态和
情况。伯克夫称原罪是“定义全人
类生命，实际的罪在他们内心的根
源。“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征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3) a) 1. 原罪涉及内疚和污染

a-原罪使罪人内疚的主
因是，违犯神的律法，
违背神的旨意，因此
人因不顺服受神惩罚
是咎由自取。

（罗马书5:12,18; 以
弗所书2:3)

罗马书5:18

以弗所书2:1-5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 罗马书5:12

• 罗马书8:5-8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3) a) 1-a-

原罪使罪人内疚的主因是，违犯
神的律法、违背神的旨意，因此
罪人因不顺服受神惩罚，是咎由
自取（罗马書 5:12,18; 以弗所
书2:3)
+ 亚当这名字的意思ם ד  adam ,א 

是希伯来文人类的普通名词。
很明显，亚当是一个人但不是
个人；他的名字表示他代表人
类。

人类的特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人类的特性：

• 罗马书5:12

• 罗马书8:5-8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10.b.3)a) 1-a-

原罪使罪人内疚的主因是违犯神的
律法、违背神的旨意，因此罪人因
不顺服受神惩罚是咎由自取（罗马
书5:12,18; 8:5-8)

+ 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pseudosophistication，拒绝处罚的
概念，但如我们看到人类的父母不惩罚
非法行为时，小孩变得不羁，破坏性，
失控。神不但有权惩罚那些不顺服祂旨
意的人，祂这样做是所有人的祝福。你
能想象永远与为非做歹却不受惩罚的罪
人生活在一起吗？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希伯来书12:5-11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3) a) 1-a-

原罪使罪人内疚的主因是违犯
神的律法、违背神的旨意，因
此罪人因不顺服，受神惩罚是咎
由自取（罗马书5:12,18; 8:5-8)

+ 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拒绝处罚
的概念，但如我们看到人类的父
母不惩罚非法行为时，小孩变得
不羁，破坏性，失控。神不但有
权惩罚那些不顺服祂旨意的人，
祂这样做是所有人的祝福。你能
想象永远与为非做歹却不受惩罚
的罪人生活在一起吗？（比較希
伯來書12:6)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 诗篇51:5

• 罗马书8:5-8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3) a) 1-b-
罪恶污染了罪人，因此，他/她经历那
与生俱来的污染，使他/她整个人腐败。
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亚当的罪疚，出生就
有败坏的本性。（诗篇 51：5;罗马书8：
5-8）
1}现在你能了解为何小孩不是“完全无
邪”吗？为什么这个可爱的孩子会那
么任性，故意不服从你（如，将你告
诉他/她要吃的包子丢在地上？）

2}这种理解也能帮助你，当这种不顺服
发生时，不要想你是一个坏父母，反
而，这样的行为应该受适当的管教。
（希伯来书12：6 FF。[前一张PTT]）



395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

罗马书7:15-25 10.b. 3) a) 1- b-
罪恶污染了罪人，因此，他/她经历
那与生俱来的污染，使他/她整个人腐
败。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亚当的罪疚，
出生就有败坏的本性。（诗篇 51：5;
罗马书8：5-8）
3} 这种污染有两个层面。
a} 我们人类的本性是彻底堕落了。

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是
指我们与生俱来的的腐败，漫
延到我们本性的每一个部分，
使我们无法做我们里面任何神
看为纯粹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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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罗马书7:15-25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 3) a) 1- b-
罪恶污染了罪人，因此，他/她经历
那与生俱来的污染使他/她整个人腐
败。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亚当的罪疚，
出生就有败坏的本性。（诗篇 51：5;
罗马书8：5-8）

3} 这种污染有两个层面。
b}人类罪恶的本性完全无法靠自己改
变对罪的偏好。即使在其他人类有
限的眼中被看为是好的行为，他们
在神的眼中，根本上是有瑕疵的，因
为他们的动机不是出于神的爱，或
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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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 3) a) 1- b- (罗马书7:15-25)
罪恶污染了罪人，因此，他/她经历那与生俱来的污染使他
她整个人腐败。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亚当的罪疚，出生就有
败坏的本性。（诗篇 51：5; 罗马书8：5-8）

3} 这种污染有两个层面。
b}人类罪恶的本性完全无法靠自己改变对罪的偏好。
即使在其他人类有限的眼中被看为是好的行为，他们
在神的眼中根本上是有瑕疵的，因为他们的动机不
是出于神的爱，或遵行神的旨意。与其他宗教教义不
同的，基督教导我们不能赚得救恩。我们可以在某
些时候，避免某些罪孽，甚至任何时间都不犯某些罪
，但不是所有的时间不犯所有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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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罗马书7:15-25

含意和实际益处

10.b.3) a) 1-b-4} 
你注意到什么实际意义和应用了吗？
思考：
a}保持这一现实的观点，能保护神
的百姓信靠不值得信靠的人的伤害

b) 这种观点帮助我们理解并避免被
恐怖和不能自禁的想法所压抑，
我们会立刻拒绝从罪性引起，周期性
爆出脑海和暂时令人烦心的事

c}我们受激励与其他基督徒在主里成长
（以弗所书4：7-16）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10.b.3)a) 1-b (罗马书7:15-25)

罪恶污染了罪人，因此，他/她经历那与生俱来的污染，使

他/她整个人腐败。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亚当的罪疚，出生就有

3} 这种污染有两个层面

b} 再说，甚至我们这些重生有新生命的人，仍然与

遗留的旧生命挣扎(如，罗马书7:13-24)它引诱我

们犯罪，是我们自由的选择。因此，众人都犯罪，

亏缺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当我们犯罪时，

要负滥用自由的责任。我们犯罪不仅冒犯受害者，

更是冒犯了最圣洁的神，祂也爱那些受我们和罪伤

害的人。

含意和实际益处

b. 3) a) 1-b-The gui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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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罗马书7:15-25
10.b.3) 为了了解罪，我们必

需要分辨原罪和实际的罪。
b）实际的罪不只指原罪所致

外在违背神旨意的行为，
它还包括思想和偏好，倾
向，从原罪而来并不符合
神的旨意，是意志的，任
性的，和培养出来的。

含意和实际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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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

• 箴言4:23

• 耶利米书17:9

b. 4)罪座落在人的心里。
a.-我们常听到有人（不仅在世界，
可悲的是，在教会也有太多人）说：
“跟随你的心脏。”我就会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在我身体的器官，神透
露给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
诡诈，坏到极处”你要我跟着它？！
这么做是危险的，很多人落入许多
和严重的麻烦！
b -圣经有帮助人心辨别神的旨意来
做决策的地方，但它是重生的心
（约翰福音3：6,7,16;箴言4:23;诗

篇37：4），并且只有在认真祷告和
认知上的反思后发生的。（弥迦书6：8）
参看神学：辨明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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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创世记3:7-8

• 创世记3:14-15

10. 关于人类难题的核心，圣经的解释
是人背叛神及其败坏的结果，就是
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C。从亚当堕落时，神立刻赐予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和慈爱，
1）当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的败坏与神
的圣洁相反时，他们躲避神（创世纪
3：8）
2）但神没有选择毁灭亚当和夏娃，或
禁止他们与祂有永恒的关系。 所以
马上宣布神学所谓的耶稣基督福音的
第一次公告protoevangelicum，在创世
记 3:15，它是神将整本圣经关于祂救
赎创造的旨意的前導组织。



403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

创世记2:15-17

马太福音5:17-18

11.关于人类难题的核心，圣经的解释
是人背叛神及其腐败的结果，就是
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a.工作之约包括四大部分（上面已说明）
b.耶稣基督是唯一满足工作之约要求的
人，此约规定的必要条件是，完全顺
服，那些不接受主耶稣基督所赐在祂
里面的义的人，他们还是达不到工作之
约的要求，那就是他们审判的标准（马
太福音5：17-18）
C.对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主里面
的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已经取代
了工作之约 Covenant of Work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创世记17:4-7

• 马太福音 26:26-28 

• 加拉太书 3:26-29

含意和实际益处

11.关于人类难题的核心，圣经的

解释是人背叛神及其腐败的结

果，就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d.既然亚当不能持守神与他建
立的工作之约，神，出于祂
的爱和正义，与亚伯拉罕立
了恩典之约，整个旧约周期
性地更新此约，最后为基督
里跟随耶稣的信徒继续并更
新了。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创世记17:4-7

• 马太福音 26:26-28 

• 加拉太书 3:26-29

含意和实际益处

11.关于人类难题的核心，圣经的

解释是人背叛神及其腐败的结

果，就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e.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
在旧约中周期性地更新，包
括与摩西。为了帮助祂的百
姓理解，神使用他们都熟悉
的封建时代宗主与藩属立的
约。它包含三大部分。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申命記1:3 ff.

• 申命記 4:44-45

• 申命記28:1-2 ff. 

• 申命記28:15 ff.

含意和实际益处

. .关于人类难题的核心，圣经的

解释是人背叛神及其腐败的结

果，就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

e.与摩西所立的恩典之约，它

包含三大部分。

1-历史序幕 (申命记 1:3-4:43)

2-规定 (申命记 4:44-26:19)

3-批准︰因未能守约而招致的诅

咒，和遵循服从所得的祝福。

（申命记第 27-30 章）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 sinning [chātāʾ].’” 出埃及记20:20 

• rebelled [pāshaʿ] against me.’” 以赛
亚书 1:2

• He asked the one in the wrong 
[rāshāʿ], 出埃及记 2:13 

• you would have brought guilt 
[ʾāshām] upon us.’” 创世记26:10

• “For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ʿāwōn] 
judge his family forever because of 
the sin he knew about; his sons made 
themselves contemptible, and he 
failed to restrain them.” (撒母尔记
上3:13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圣经定义的罪
a.圣经的字
1) 一些旧约的字︰ 许多
希伯来术语表示罪恶和
邪恶基本的字。
a)chātāʾ —迷路lose the
path，错过红心miss
the mark

b) pāshaʿ —反叛，违背
c) rāshāʿ —道德内疚的

邪恶
d) ʾāshām — 内疚
e) ʿāwōn — 罪孽、 内疚
、罪恶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And these also stagger [shāghāh] from 
wine and reel from beer: Priests and 
prophets stagger from beer and are 
befuddled with wine; they reel from beer, 
they stagger when seeing visions, they 
stumble when rendering decisions.” (以赛
亚书28:7) 

• “‘but you must not eat from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raʿ], for 
when you eat of it you will surely die.’” (
創世記 2:17) 

• “It shall be for the priests who are 
sanctified of the sons of Zadok, who have 
kept My charge, who did not go astray 
[tāʿāh] when the sons of Israel went astray 
[tāʿāh] as the Levites went astray [tāʿāh].” 
以西結書48:11 NASB)

• “‘Vanity [hevel] of vanities [hevel],’ says 
the Preacher, ‘Vanity [hevel] of vanities 
[hevel]! All is vanity [hevel].’” 傳道書1:2 
NASB)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圣经定义的罪

a.圣经的字

1) 一些旧约的字︰许多希伯来术

语表示罪恶和邪恶基本的字。

f) shāghāh —去犯错，去流浪

g) raʿ — 坏的、邪恶的、

任何有害的

h) tāʿāh — — 迷路、走远了，

走入歧途（表示错误一直都是

故意的，不是意外）

i) hevel — 呼吸、虚荣、无用

2）新约有类似意思的词语。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For rulers are not a cause of fear for 
good behavior, but for evil [kakos]. Do you 
want to have no fear of authority? Do 
what is good and you will have praise 
from the same;” (罗马书13:3 NASB) 

• “But I tell you: Love your enemies and 
pray for those who persecute you, 45 that 
you may be sons of your
Father in heaven. He causes his sun to rise 
on the evil [ponēros] and the good, and 
sends rain on the righteous and the 
unrighteous.” 马太福音5:44-45) 

• “The wrath of God is being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the godlessness 
[asebeia] and wickedness of men who 
suppress the truth by their 
wickedness,” (罗马书 1:18)

• “For whoever keeps the whole law and 
yet stumbles at just one point is guilty 
[enochos] of breaking all of it.” (雅各书
2:10)  

• “Flee from sexual immorality. All other 
sins [hamartēma] a man commits are 
outside his body, but he who sins 
[porneuō] sexually sins [hamartanō] 
against his own body.” (哥林多前书6:18)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圣经定义的罪
2）新约使用 13个主要的词来描述罪。
a） kakos — 坏，恶（主要是道
德上的恶），邪恶的，无用

b) ponēros — 痛苦，严重、惨重、
不好，恶，邪（道德上的恶只有两
个例外），堕落

c) asebeia — 不敬虔，无神
d) enochos — 有罪，危害公正
e) hamartēma—(noun) 罪，罪恶的
行为，不服从的行为，
hamartanō—(动词verb)犯罪，犯
错，未击中。任何离开公义;包容
最广的“罪”字。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Do you not know that the 
wicked [adikos] wi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Do not 
be deceived: Neither the 
sexually immoral nor idolaters 
nor adulterers nor male 
prostitutes nor homosexual 
offenders” (哥林多前书 6:9)

• “We also know that law is 
made not for the righteous but 
for lawbreakers [anomos] and 
rebels, the ungodly and sinful, 
the unholy and irreligious; for 
those who kill their fathers or 
mothers, for murderers,” (提
摩太前书1:9) 

• “But if you show favoritism, 
you sin [hamartēma] and are 
convicted by the law as 
lawbreakers [parabatēs]. (雅各
书 2:9) 

• “For you were like sheep going 
astray [planaō], but now you 
have returned to the Shepherd 
and Overseer of your souls.”            
(彼得前书 2:25)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圣经定义的“罪”
2）新约用13个主要的字来形容罪。
f) adikos — 不公、 不义
g) anomos — 无法无天，无神
，没有法律，罪犯;有时翻译
为罪孽。

h) parabatēs —悖逆者，违反
者，罪人 （通常指违背摩西的
律法，通常只一些具体的法律）
I) planaō — 引入歧途、误导、
欺骗、引诱;走入歧途，被迷
惑，犯错，欺骗自己的罪。总
是表示有罪的错误或受骗 (除
了可能在雅各布书 5:19)。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罗马书 1:13

• 罗马书 10:3

• 以弗所书4:18

• 加拉太书6:1

• 2 Such teachings come
through hypocritical 
[hupokrisis] liars, 
whose consciences have 
been seared as with a 
hot iron. 提摩太前书
4:1-2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圣经定义的“罪”
2）新约用13个主要的字来
形容罪。
j) agnoeō —不知道，无
知，不了解，忽略、忽视。
有时用在无辜无知的情况下
(如，罗马书 1:13)，有时
在有罪情况下的无知 （如，
罗马书 10:3;以弗所书4:18) 
k) paraptōma —犯罪、非法
侵入、 故障。通常故意
非法侵入或罪愆。
l) hupokrisis —虚伪、虚假、
伪善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 “if they fall away 
[parapiptō], to be 
brought back to 
repentance, because to 
their loss they are 
crucifying the Son of God 
all over again and 
subjecting him to public 
disgrace.” (希伯来书6:6)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圣经定义的“罪”
a.圣经用字
2）新约用13个主要的字
来形容罪。

m) parapiptō — 落在旁边，
消失，叛教。表示故
意转身背道离去。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  The Scriptural 
explanation of sin is   

more described than 
defined. 

b. We see three 
components in 

the nature of sin.
1) The conceptual 

part  
involves 

distortion or denial 
of the truth and 
disobedience to 

God’s will.
a)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含意和实际益处

12.  The Scriptural explanation of sin is   
more described than defined. 
b. We see three components in 

the nature of sin.
2) The relational component 

contains two aspects:
a) man is separated from God;
b) man is separated from man.

3) The moral aspect of sin is 
much more than evil, error, 
sickness, or stupidity; it’s   
rooted in the totally depraved 
human nature and includes 
rebellion against God’s will.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人类的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含意和实际益处

13. Results of Sin
a. God’s reaction

1) Seated in his holiness, justice, 
integrity

2) Uncompromising judgment
b. Man’s condition

1) Failure to accomplish God’s 
purpose

2) Need military and police, 
locks on homes, payment 
before work begins

3) Chaos, corruption, 
unhappiness, dehumanization, 
death



人论：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眼中确实像甚么？

其他人类特性
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教义实用的一面

• 神创造人类，男性和女性。
• 罪恶的人类本性导致犯罪，违背神
的行为伤害自己和别人。

• 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是同性恋，变性
是主因之，它像所有的罪孽一样是
渐进的。 很多变性人，尤其是那些
动大手术的人后悔这样做了。有些
人更离谱。右边的照片是"莎莉"，
出生为男性，尽管手术和雌性激素
治疗，仍然有男性的 XY 染色体。

• 图片来源 ︰
HTTP://ai.eecs.umich.edu/people
/conway/TS/TS-II.html

416



人论：这教义有哪些实用和应用

人类的教义 教义实用的方面

417

• 渐进的罪，尤其是性方面的罪，
在此图中看到变性的显示。不满
意他从男性换成"女性"，不但羞
辱神，还试着变成一只动物，毫
无意义的爬行动物;他使自己失
去了人性。 太可悲。

• 图片来源 ︰
HTTP://www.nationalreview.co
m/article/433724 

• 然而，如果他会转向基督耶稣，
希望犹存。



思想和讨论问题

辨認并解释在理解“人性”的圣经概念
後，有至少哪两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
能帮助你。

[如果有时间 ︰在四人小组中开始讨论，然后
向全班汇报。 如果时间很短 ︰ 两两一组开
始讨论，然后请志愿者向全班分享他们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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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这教义有哪些实用和应用

罪



基督论：Christology: 
关于“基督”的教义

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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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论：基督是谁;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基督论指示我们整本圣经有关神拯救罪人的过程。照着神的形
像被造得非常完美的人类，因罪不能进到神的面前，那救恩的
计划如何指着基督，并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完成了。基督论谈
到圣经教导耶稣是谁？如，神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祂有一种属性，百分之百的人，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因此
从祂的核心发出纯真的爱来，祂像甚么？如祂没有罪，守全神
一切的律法。祂因爱，为全人类受死，但祂的代死只对那些真
正相信祂的人才有效。祂来世上做甚么？如，祂是神给我们唯
一与祂复合的方法，耶稣的义归给那些相信和跟随祂的人。祂
会再来完成神借着祂救赎整个创造的计划。基督的最高行使权
足以改变任何罪人的生命，祂的主宰权能救出任何人所落入的
任何境况。耶稣基督已击败撒但，捆绑他，使他无能拦阻福音
传播直到地极，让那些神希望进入祂国度的人，都能听到福音，
一切愿相信并跟随耶稣的人，都能得到救恩。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 因为神非常爱那照着祂的形象所
造的人，不想毁灭他们。

• 但因为祂是公义的，不能允许有
罪的人去到祂面前，与祂住在一
起。

• 所以自己付出极大的代价，差派
祂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孽受惩罚。
(约翰福音 3:16)

• 因信基督，我们因基督的缘故被
称为义，使我们和神隔离的罪的
障碍已被除去。(罗马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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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穌基督的特性

• 马太福音1:21

• 马太福音16:20

• 马太福音13:57

• 但以理书7:13

• 马太福音12:40

1.耶稣的名字和它们的意义。

a.耶稣（救主）

b.弥赛亚（受膏者）

c.职衔 — 三个职分

1）先知 (以赛亚书 61: 1，2;路

加福音 4:18-19) 

2) 祭司 (希伯来书 3:1; 4:4;约翰

福音1:29) 

3) 王 (路加福音 1:32，33;以赛亚

书 9:7）

d.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 1:35) 

e.人子 (但以理 7:13;马太福音

12:20)

含意和实际益处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穌基督的特性

• 马太福音 1:21
• 马太福音16:20
• 马太福音13:57
• 但以理书7:13
• 马太福音12:40)

含意和实际益处

 

 

God 
 

Father 

Holy 

Spirit 

 

Only 

Be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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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人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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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灵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稣基督的特性

• 约翰福音10:28

• 马可福音10:45

• 约翰福音14:10-11

2.耶稣来的目的。

a.永恒的生命 (约翰福音

10:28) 

b.舍命（马可福音 10:45）

c.表明父 (约翰福音 14:10-

11)

d.担当我们的罪

e.作榜样

含意和实际益处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穌基督的特性

• 彼得前书2:24

• 约翰福音13:15

• 彼得前书2:21

2.耶稣来的目的。

a.永恒的生命

b.舍命

c.表明父

d.担当我们的罪(彼得前书

2:24)

e.作榜样(约翰福音13:15;

彼得前书2:21)

含意和实际益处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穌基督的特性

• 彼得前书2:24

• 约翰福音13:15

• 彼得前书2:21

2.耶稣来的目的。

a.永恒的生命

b.舍命

c.表明父

d.担当我们的罪(彼得前

书2:24)

e.作榜样(约翰福音13:15;

彼得前书2:21)

含意和实际益处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穌基督的特性

• 以赛亚书7:14

• 马太福音1:21

3.耶稣的诞生

a.童贞女所生

b.道成肉身

c.谦卑的特点

1）在祂的出生情况看见

2）来到罪恶的世界

3）担当我们的人性

d.借着圣灵 （使耶稣成为无

罪的人）

含意和实际益处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稣基督的特性

• 创世记2:15-17

• 利未记17:11

• 希伯来书2:17

含意和实际益处

4.祂的两种天性

a.神圣 —克服诱惑和罪恶的力量

1) 祂的神性保全祂人类的完美那是祂满

足承担我们的罪的要求条件。

b.成为人类 — 使耶稣能代表我们

1)祂的人性是必要的，因为是人犯罪，不

是动物，因此必须有一个人为人类的罪

做赔款，但只能是完全人，才使我们有

资格见最圣洁的神。

2）在旧约动物牺牲是一个教学工具，用

来帮助神的子民理解代赎，一个代替另

一个死的观念，预备基督来临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穌基督的特性 含意和实际益处
4.祂的天性

a.神圣

2）耶稣显出独一无二的权威， 很容易

被观察祂的人看出来

a) 祂的权柄直接来自祂的神格

（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

b）我是教神话语的教师，我的权柄来自

1- 主（祂的呼召）

2- 教会

a.他们验证我

b-他们按立我，

c-我向他们负责（第五大题关于教会

有更多的谈论）

• 歌罗西书2:8-10

• 马太福音7:28-29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 约翰福音3:16

含意和实际益处

3) 约翰福音 3:16，"独生子“翻
译希腊文，μονογενής，这
词直译 monogenēs，是唯一与神有
同一本质的，清楚地传达基督的神
性。这节和许多其他经文的希腊文
独一的神加定冠词，可悲的是英语
版通常不被翻译为：（肯定的那位
The)神（The God）将祂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耶穌基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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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特性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含意和实际益处

约翰福音3:16 4) 希腊词 κόσμος，kosmos，特别

是在约翰福音，表示世界在目前的堕落

状态，不只是宇宙美丽的方面。

因此，神向我们启示祂非常爱祂的创造

，祂想要救赎它，并在过程中清除所有罪

与邪恶。为了这么做，还要维持祂的公

义，祂差派祂的独生子来付出如此大的

代价赎回创造︰ 何等至高无上的爱 ！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 马太福音1:21

• 腓立比书2:5-7

5. 基督的屈辱

a.祂的出生 —离开

祂天上的荣耀

b. 祂的苦难

1）被祂的子民拒绝

2）被祂的弟子拒绝

3）被非法定罪和受刑

4）默默地承担羞辱、

拒绝辩护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含意和实际益处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 加拉太書1:4

• 希伯來書9:28

含意和实际益处

5.基督的屈辱
c.耶稣的死 ︰足够为所有人
赎罪，但只为真正的信徒/
行道的人

d.罪带给人类神的诅咒。
e.基督将我们因罪受处罚的
诅咒承担在自己的身上
—以自己代替我们。

f.基督是大祭司

1）献祭的人
2）祭品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 彼得前书2:24

• 马太福音27:57-61

含意和实际益处

5.耶稣基督的屈辱

g.耶稣基督埋葬的耻辱也是祂
必要的屈辱
1）这个证据申明他的死和

他来做成的工作。
2）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

架上，如一些人的声明，
这样我们仍会受罪恶的污
染，也不会有拯救。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 马太福音28:5-7

• 哥林多前书15:3-8

含意和实际益处

6.耶稣的高举

a.耶稣的复活

1)祂工作的印证 -可见的证据表明：

a）祂战胜了死亡。

b）祂击败了撒旦。

2）有史以来第一个人类复活。

3）人类与神和好。

4）相信基督的人在法律上已得自由。

5）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

6）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

7）我们希望的依据：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人

及复活的第一个果子，所有信徒都会分享。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含意和实际益处

6.耶稣的升高

a.耶稣的复活

1)印证祂的工作 — 可见的证据

a)祂战胜了死亡。
b）他击败了撒旦。

2) 第一个被复活人类。

3）人类与神和好。

4）相信基督的人不受法律的
诅咒。

5）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

6）我们的生命观改变了。

7）我们希望的基础：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
人和第一个复活的成果，所有的信徒都
会分享。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基督论：基督是谁; 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基督的升天

使徒行传1:4-5; 8-9

含意和实际益处

6.耶稣的升高
b.祂的升天发生在祂复活后40天
1）祂正为我们准备地方。
2）我们相信祂，真实的信仰从每

天努力跟随祂（出自感恩不是
为功德）证实，使我们能与祂
在天堂团聚

3）耶稣为我们代求。
4）祂为帮助教会统治世界。
5）升上父那哩，耶稣和父一同差

送圣灵



这是生命和永恒的关键问题，我们都应当问家人和其
他人。 答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 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是神唯一的独生子。
(约翰福音 3:16)

• 祂与父同一个本质。(约翰福音 10:30)

• 祂死了。(马太福音27:50-66)

• 祂的身体从死人中复活。(路加福音 24:36-53)

• 祂升天了。（使徒行传 1:11）

• 耶稣是万有之主。（罗马书 10:9）

• 祂还要回来。(约翰福音 21:22-23;马太福音
24:30-31;25: 31-46;使徒行传 1:9-11;1 帖撒罗尼
迦前书 4:13-18)。

耶稣问门徒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马太福音16:15)你怎么回答



耶稣问门徒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
（马太福音16:15)你怎么回答

•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耶稣感兴趣。让他们告诉你，是
否他们认识耶稣，如果是这样，他们对祂的想法是甚么？
（耶稣问祂门徒的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仍是今天和
永远要问人的关键问题。[马太福音 16:13]) 在随后的讨论
一定要指出，耶稣是童貞女马利亚怀孕所生，法律上的父亲，
约瑟 。祂曾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
14:6） 祂并没有说祂是一个真理，是真理的一部分，了解事
实的真相，或指向真理。祂简单地启示祂是真理。此外，祂
补充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约翰福音 18:37)

• 基督是一切真理的基础。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爱子是那
不能看见之神的象，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
有都是靠祂造的。” (歌罗西书 1:15-17) 祂是标准，是基
准，以确定真理。每当我们想知道，某件事是否真实或是对
的，我们可以，也应该看耶稣的生平和教义。



辨认并解释，你知道基督是
谁; 祂做过甚么之后，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你？

[如果有时间 ︰在四人小组中开始讨论，然后向全
班汇报。 如果时间很短 ︰ 两两一组开始讨论，然
后请志愿者向全班分享他们的想法。]

440

基督论：基督是谁;祂像甚么; 祂正在做甚么?

思想和讨论问题

基
督



救赎论 Soteriology:
关于“救恩”的教义

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应用？
圣灵是谁，祂做甚么？

441



救赎论是整本圣经教导关于基督提供的救恩，如何应用并行
使在人类身上。它解释救恩的过程，（希腊文σῴζω, 
sōzō 拯救）包括基督的工作借着圣灵施行在个人身上。三
位一体的第三位，提供重生，将人类带出灵性死亡，进入永
生，并帮助信徒在成圣的过程中，成长和成为圣洁，并更像
基督。圣灵所赐特定的恩赐，是为了结出荣耀神，完成神计
划目的的果子。那些觉得一直在与任何一种罪挣扎的人，是
表示他们有一个新生命质，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
多后书5:17）包括在复活和主宰的基督的大能里，有一个新
身分和自由。这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表示我们完全圣洁了。
在基督里成为圣徒是地位和渐进的，我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
主和生命的主的人，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地位，归神为圣，但
我们必须在那种圣洁的状态中与圣灵合作，一生逐渐地在主
里成熟。那是容易的吗？是的，有神的帮助。祂直接从圣灵
帮助我们，也借着教会帮助我们。

救贖掄：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应用？
圣灵是谁，祂做甚么？



救赎论：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应用？圣灵是谁，祂做甚么？

  

 
 

                    
                 

 

                    
     

             

                    
                    

      

基

督

443

圣经教导的教义第四主题有三个名称

1.救赎论Soteriology,：关于救赎的教义

2.圣灵论Pneumatology：关于圣灵的教义

3 基督救赎的应用

三个名称都是正确的，他们都是描写圣灵的
工作。圣灵是，基督的救赎工作进行在人类
生命中的主要动力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创世记1:1-2

• 希伯来书9:6-8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a.圣灵的名称
1）辩护人 —帮助 (希腊 ︰
不是比耶稣或父较小的) 

2）中保
3) 保惠师
4）策士
b. 圣灵的工作
1) 圣灵一直在工作;祂不是新

约中五旬节时第一次显现



救赎论：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应用？圣灵是谁，祂做甚么？

救恩的教义

• 创世记 1:1-2 

• 希伯来书 9:6-8

含义和实际益处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约翰福音14:15-17

• 约翰福音16:12-15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的第
三位

b.圣灵的工作

2)圣灵的主要功能是指向
基督，这是1900年的時
間，教会没有写或不讲
太多，没有强调圣灵工
作的原因。

3）过分强调圣灵，能带
离基督和圣经的主要
教导。



救恩的教义

• 彼得后书1:21

• 诗篇104:30

• 希伯来书9:14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
的第三位

b.圣灵的工作

4）默示圣经的撰写
5) 赐生命者
6) 与基督的关系
7)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约翰福音3:16

• 哥林多前书12:3

• 罗马书8:9-10

• 约翰福音14:16-17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 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b. 圣灵的工作
7）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a) 重生 — 新生命的诞生︰我
们不是天生就像基督;我们是
天生的罪人。（约翰福音3:6;
哥林多前书 12:3;罗马书
8:9-10）

b)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约翰福音 14:16-17)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约翰福音15:26-27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的
第三位
b.圣灵的工作
7）在基督徒的生命里

c)应用神的话（约翰
福音15:26-27)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 约翰福音15:26-27
• 使徒行传1:8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 三位一体圣神的第
三位

b.圣灵的工作
7）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a) 重生—新生命的诞生︰
b)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

理
(约翰福音 14:16-17)

c) 应用神的话
d) 引导教会见证（约翰福

音15:26-27;使徒行传1:8)
1.

救恩的教义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聖靈來臨與工作

使徒行传1:4-5;8

哥林多前书10:13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父神 (约翰福音14:16) 和耶稣
(约翰福音15:26) 差派圣灵来赐
给我们能力，其中包括鼓励，当
我们履行祂委任的大使命时，我
们必须谈论我们相信并爱基督耶
稣 (马太福音 28: 18-20)，我们
要见证耶稣。（使徒行传 1:8）

• 圣灵使我们能胜过诱惑，并遵行
主的诫命。(哥林多前书 10:13)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 罗马书
8:12-18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
的第三位

b.圣灵的工作

8) 借着信徒指导教会

(罗马书8:12-18）

救恩的教义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约翰福音16:8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的
第三位

b.圣灵的工作
9)定世人的罪
(约翰福音16:8)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马太福音12:31-32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
的第三位

c. 亵渎圣灵

1) 反对圣灵的罪是
不能赦免的

(马太福音12:31-32)

救恩的教义



反對圣灵的罪是什么？

关于不可饶恕的罪其他圣经经文

•希伯来书6:4-6

•马可福音3:28-30

•路加福音 12:10

•约翰一书 5:16



反對圣灵的罪是什么？
反对圣灵的罪是亵渎，包括排斥和不信。这是不可
原谅的，因为它永远没有悔改。（参看希伯来书6：
4-6）但，在相信并跟随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不必怕犯这种不可饶恕的罪，新约学者.伦斯基
R.C.H 解释。

“然而，我们可以说，谁担心他犯不可饶恕的罪，
表明他没有这样做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人能不经意
或不自觉地犯那种罪。它只有当圣灵通过神的话对
某人讲话，并已清楚地认识那是神的灵和祂神圣的
能力和恩典拯救才有效用。当一个人故意以亵渎回
答神，甚至圣灵的力量能改变他，他也永远废掉了。
他已在魔鬼和该死的地狱坚定不移的状态。恶性已
成他的性格。“？
R. C. H. Lenski,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Matthew's Gospel, p. 
485. WORD Search.



反對圣灵的罪是什么？

伯克夫Louis Berkhof指出，研究圣经的相关段落 (如，马
太福音12:31，32;马可福音3:28-30;路加福音12:10;希伯
来书 4:4-6;10:26，27;约翰一书 5:16) 指示此罪，即俗
语的罪恶或亵渎圣灵“是在意识中的、恶意且故意排斥和
诽谤反对证据和信念，诋毁圣灵见证神在主耶稣基督的恩
典，出于仇恨和敌意归因黑暗王子的”并预设那些犯此罪
的人彻底理解但与真理矛盾。

伯克夫Berkhof 为安慰任何担忧的人，解释说，它“不可
原谅不是因为其罪恶感超越基督的大功，或因为超越圣灵
更新罪人的能力; 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排斥所有悔改的罪，
烧烙良知并硬化罪人。那些犯此罪的人的态度，我们可能
看到的是恨恶神，蔑视神和一切神圣事物，好嘲笑和诽谤
圣洁的，指他们的灵魂和未来福祉漫不经心。事实上，这
罪不跟着悔改，我们可以合理地确信，害怕会犯它，担心
它，和渴望别人的祈求的人，没有犯这种罪。
Louis Berkhof, Manual of Christian Doctrin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33), pp. 147-148.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使徒行传7:51“你
们这硬着颈项，心
与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你
们的祖宗怎样，你
们也怎样。”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的第
三位

c. 亵渎圣灵

1)反对圣灵的罪是不能
赦免的
(马太福音12:31-32)

2) 不要抗拒圣灵(使徒
行传7:51)

3) 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

救恩的教义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 不要销灭圣

灵的感动”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c. 亵渎圣灵

1) 反对圣灵的罪是不能赦
免的 ( 马太福音12:31-32)

2) 不要抗拒圣灵(使徒行传
7:51)

3) 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

救恩的教义



既然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人类如何能"销灭圣灵"？

现代式命令表示一个行动的程序。所有五个禁令
[第19节开始：] 祈使句放在最后，因此受词和动词
都是强调性的，都极显着的简洁。

这几乎不是帖撒罗尼迦人新生命的“精神”，而是
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这封信的作家不是特别指
出神奇的恩赐 charismata 如说方言、 作先知讲道，
医治，等类似的能力。他们是圣灵平常和正规的工
作，而不是祂异常、奇迹般的表现。所有12-18节所
包含的，还有接着 20-22也没处理什么特殊的。他
对所有的帖撒罗尼迦人说、他们都要让圣灵引导和
鼓励，没有一个人可以销灭圣灵的感动。

P1
R. C. H. Lenski,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to the Thessalonians, to 
Timothy, to Titus and to Philemon, p. 359. WORDsearch.



461

既然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人类如何能"销灭圣灵"？

他们不能“销灭”圣灵的感动，熄灭祂在他们心中点
燃的圣火和热情。主要表达的是“熄灭圣灵”，被认
定从祂产生的灵的结果;“熄灭”,是比喻扑灭在心灵
祭坛的圣火，当我们被激情时，圣灵在里面点燃的火，
受到肉体或世俗的反对而大大销减或完全熄灭。许多
高贵，大方，虔诚的感动死了，没有在行动上结果或
只带来一小部分的残火。谁没见过许多很好的建议、
计划、提议，肯定是来自圣灵，却被无知或敌对的弟
兄不属灵的反对而全部或部分熄灭？所以经常出现一
些拒绝回应圣灵的激励，并迁就肉体的情況。这些都
该受指责。这会发生在个人的动机和冲动，也会在一
些共同努力计划或即将进行的工作会议中。
P2



既然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人类如何能"销灭圣灵"？

救恩的教义

帖撒罗尼迦前书5:19

含义和实际益处

• 除了伦斯基R.C.H. 说 ︰在上一张幻
灯片中，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神并不
强迫人们去做违背他们意愿的事。
• 神的旨意是创造真正的，虽然有限，有
自由意志的人类
• 神在人们不会禁止祂成就祂的旨意和
目的之下，奇妙地允许他们做出决定
和承诺行动。
• 虽然神始终是至高无上和完全掌控，
祂允许人类做出错误的决定，但他们需
要忍受这些决定的影响。（如，参看
撒母耳记下 12）
• 销灭并不表示阻止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加拉太书5:22-23

• 哥林多前书12:3

• 马太福音7:17-18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的
第三位

d.圣灵的果子

1)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2) 身体得赎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马太福音28:19-20

• 以弗所书 4:7, 11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的第三位
e.为了使我们能完成耶稣在
马太福音 28:18-20托付
我们的大使命，神赐给︰
智能、 知识、 教导、 医
治、 行异能、先知、辨别
诸灵、说方言、翻方言、
信心、治理、热情好客、
传福音，讲道，服务

*属灵的恩赐直接从圣灵赐下，
在信徒的生命中，由教会所证实。



救贖論 ︰ 耶穌基督的救贖是如何應用的？
聖靈是誰，祂要做些什麼？

• 马太福音28:19-20

• 以弗所书 4:7, 11 

含义和实际益处

1.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
的第三位
e.属灵的恩赐

1-我们如何验证一个
人的属灵恩赐？

救恩的教义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 哥林多前书12:4-11

含义和实际益处

1.

救恩的教义

1.圣灵是三位一体圣神的第
三位
e. 属灵的恩赐︰
智慧、 知识、 教导、
医治、 行异能、先知、
辨别诸灵、说方言、
翻方言、信心、治理、
热情好客、传福音，
讲道，服务

• 罗马书12:6-8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使徒行传2:38

使徒行传17:30

马太福音5:23

马太福音18:15-17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一个基督徒的

a.转变

1）悔改repentance (使徒

行传2:38;17:30) 

转离 metanoia,turning

away from

a) 忏悔罪 confession

b) 痛悔认罪 contrition

c）归还复原 restitution

(马太福音5:23ff;18:15ff.)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2. Becoming a Christian
a. Conversion

2) Faith (John 6:40)
a) The author of faith
b) The means of faith (Romans 

10)
c) The elements of faith

1- Knowledge of God and his 
promises

2- Confidence in God and his 
promises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以弗所书2:8-10
雅各书2:17 
罗马书5:1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基督徒
a.转变
2）信心
d) 信心的确据(提摩太后书

1:12; 2 彼得後書 1:10) 
e) 信心的要求—

工作，行善（以弗所书 2:8-10; 
雅各书 2:17) 工作不能拯救我
们，但给我们真正的信仰的证据。

b.称义
1) 定义︰神的司法行为，藉此，因

基督的工作，祂宣告罪人
无罪（罗马书 5:1）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罗马书 5:1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基督徒

b.称义:“正如”我从来没有罪”

2) 特点︰

a）除去罪并恢复儿子名分（作

继承人的权利）

b)有關罪人状态，不是他的实

际情况的客觀作为

c)神最后唯一的作为

3)称义的方法︰ 信

4）称义的基础︰ 基督的工作

救恩的教义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罗马书 3:25 
罗马书3:25  
罗马书3:30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基督徒

b.称义:"正如我"从来没有罪

3)称义的方法︰ 信

(罗马书 3:25，28，30;加

拉太书 2:16;腓力比书 3:9）

4) 称义的基础︰基督的工作

(罗马书 4:25; 哥林多后书

5:19)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加拉太书2:16

• 腓立比书 3:9 

含义和实际益处

2. 成为基督徒

b.称义:"正如我"从来没有罪
3)称义的方法︰ 信

(罗马书 3:25，28，30;加
拉太书 2:16;腓力比书 3:9）

4) 称义的基础︰基督的工作
(罗马书 4:25; 哥林多后
书5:19)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罗马书4:25  

• 哥林多后书5:19

含义和实际益处

2. 成为基督徒
b.称义:"正如我"从来没有罪
3)称义的方法︰ 信
(罗马书 3:25，28，30;加
拉太书 2:16;腓力比书
3:9）

4) 称义的基础︰基督的工作
(罗马书 4:25; 哥林多后
书5:19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重生，称义，成圣

大圆圈代表世界人口。 当一个人重生
时，或圣灵赐给他新的生命（约翰福音
3:3; 提多书 3:5），这是信心的缘故。
这个信心使罪人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
（哈巴谷书 2:4;罗马书 1:17) 神宣告
那人是正的（被称义）或公义。

称义将信徒从那些还没重生的群体
unregenerated (图形中的 UR) 移到新
的状态或与神的关系中。 被称义的人
成为神的盟约社群的一部分 (那些重生
的人，得到新生命，即，已重生，在图
形中用 R 表示)，虽存在世界里，但不
是世界的一部分。

R

UR



史上基督教系统神学在神与人类的法律关系，
包括重生的信徒和与信徒有关却未重生的人，
也就是不信的会友，圣经对约的用法有更广
泛的意义，如，以利堕落的儿子， 何弗尼、
非尼哈。（撒母尔记上 2-4）圣约群体内有
些人是没有重生的，披着羊皮的狼，是花园
里的杂草。（马太福音 7:15-23; 13:24-43）
了解公约群体内那些未重生的人，有助于解
释希伯来书 6:4-6的现象，“论到那些已经
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
辱祂。"

R

UR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重生，称义，成圣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重生，称义，成圣

一旦成为圣约的社群，重生的人便开始成
圣，这是他∕她一生的过程。 这过程不是
青云直上，只向前和向上，而是时上时下
也有水平的时候（停滞），但一般是朝上
的，虽然经常还是“进两步，退一步”的
进行着。 在我们的进程中，有时在灵性的
巅峰，有时在山谷里 （峰和谷）;有时我
们只是存在，"旋转着轮子"并没有增长。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又继续增长，尽管在这
阶段的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仍然朝着目
标起起落落。 这是圣灵在愿意与祂合作，
渴望越来越成长得像基督的信徒生命中的
工作。

(插圖：N= 未重生；R= 重生)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含义和实际益处

2. 成为基督徒
c.成圣︰基督徒的成

长
1) 定义︰圣灵的工

作，祂拯救罪人
脱离凶恶，更新
他∕她的生命，
并使他∕她能做
善工。(帖撒罗尼
迦前书 5:23)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腓立比书3:12 

• 哥林多后书 7:1 

含义和实际益处

2 成为基督徒

c.成圣︰基督徒的成长
2) 特征
a）除去罪污
b）在人的生命中发生，影响他

整个人
c）一个连续的过程，这辈子永远不
会完成 (腓立比书3:12)

d）消极地把︰罪致死;
积极地︰加速灵命成长

（哥林多后书 7:1）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哥林多后书 7:1 
腓立比书2:12-13  
希伯来书12:14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一个基督徒
c.人的责任
1）净化自己的灵命（哥林
多后书 7:1）

2）做成得救的工夫 (腓立
比书 2:12，13) 

3）与试着遵行法律 (希伯
来书 12:14)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约翰福音 17:17 

• 彼得前书3:21 

• 希伯来书 12:10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基督徒
d.成圣的途径
1） 研读神的话 （主要方
法），(约翰福音 17:17) 

2）行圣礼（次要方法）
(彼得前书 3:21) 

3) 天意 (希伯来书
12:10)



救赎论 ︰ 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应用的？
圣灵是谁，祂要做些什么？

救恩的教义

• 以弗所书5:18  

含义和实际益处

2.成为基督徒
d.成圣的途径
4）祷告
5）信徒相交︰ 教会，共

同见证，基督徒社群之
间的关系

6) 被圣灵充满的 (以弗
所书 5:18-21)



被圣灵充满

• 以弗所书 5:18 —要被圣灵充满。

+ 希腊文的现在式 = 连续、 反复，不是只一次就

没有的经验。

+ 希腊文的祈使语气 = 神命令我们做一些事情︰

邀请祂来操控，来指导和引导我们。

+ 希腊文的被动语态 = 我们要被充满;我们不能自己

充满自己。 我们要祈求神来指导我们，带领我们

做祂所喜悦的事 (因此，是我们自己也是别人最大

的利益)。

+ 希腊数目字 = 复数，第二人称︰整个教会，不只是

我个人的。我们一同在基督里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

神的话

以弗所书5:18-21

应用神的话

• 以弗所书 5:18 "充满"接下的五个分
词表示被圣灵充满的应用方法和结果。

• 分词︰ 对说 speaking (5:19)、

口唱 singing (5:19)，

赞美 making music (5:19)，

感恩 giving thanks (5:20)，

顺服 submitting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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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义

1. 神独自的工作
a.神宣告人为义
b.神是主动的
c.人是被动的

2. 一种状况
3. 一劳永逸
4. 客观
5. 免费的
6. 出生
7. 因恩典
8. 称义的两个要素

a. 罪得赦免
b. 主的公义

成圣

1.人与神合作
a.人要长成基督的样式
b.神是主动
c.人是主动

2. 一个过程
3. 继续着---在世上永不完成
4. 主观
5. 要去做
6. 成长
7.工作（雅各书2:24,26）是果子
8.成圣有两个要素
a.信徒因圣灵的工作脱离罪的
捆绑

b.圣灵使信徒能遵行神的旨意

辨别称义与成圣



有關婚姻救贖論的實際意義和應用︰
尊重神的命令，只與耶穌基督的信徒結婚

神的話語教導的
婚姻

• 哥林多后书6:14

• 哥林多前书7:39

• 尼赫迈亚记10:30

• 申命记7:3-4,6

含意和實用

• 我们已研究过，因为神不只圣洁而是圣哉、
圣哉、圣哉，祂要求我们要分别为圣归祂。
（利未记 19:2）

• 婚姻是整本神的话语的一大主题。 这是关
于最亲密的关系，在水平，与人类，的平面，
也在垂直，与神，的平面。祂爱照着自己的
形象造的人，并呼召要借着他们完成祂救赎
目的的主要工具。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
必须对祂圣洁，祂不会允许不洁和腐败来摧
毁祂的救恩计划。容许与不圣洁的异教徒连
结，将导致缓和并破坏祂救赎创造的计划。
参见创世记26:34-35;27:42-28: 1;出埃及
记34:16;玛拉基书 2:11;以弗所书 5:31-32;
启示录 19:7;21:2，9;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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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神的话，不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的实际重要性

我该怎么处理安排的婚姻？

• 世上有许多国家的婚姻是父母直接或通过媒妁之言的帮助，无论是朋友或
父母安排的专业人士。年轻的基督徒，问我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说，
“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他们带非基督徒对象与我认识，劝我嫁给他;我
该怎么办？“这是我的答案，

• “告诉你的父母，你是个基督徒，你必须顺服神的话，不能嫁给一个不相
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同时耶稣也说，在祂的诫命之一是“孝敬父母。”
因此，你会考虑他们希望你结婚的人来表示你孝敬他们。然后，用未来一
年左右的时间，向对方解释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能与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
结婚。并向他解释基督的福音，利用这段时间为耶稣做见证。你得到一个
非常特殊的机会传福音。按照这些原则，如，经过一段时间后，查看记录
来确定对方的真实性。

• 如果这个人在行动上表现他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然后，你
可以决定是否愿意嫁给他。但是，如果，他不会相信并跟随基督明朗化时，
你就可以告诉你的父母：“为了顺服神的话和旨意，我尊敬你们，仔细考
虑过你们带给我的对象。但，既然他不会成为一个相信和跟随主救主耶稣
基督的人，我必须顺服神不与不信主的人结婚。请介绍另一个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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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神的话，不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的实际重要性

• 等待任何需要更改的人一段时间以进行改变，并让你决定能否爱这个人的性
格，与你生活一辈子。你愿接受这个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和目标吗？

• 不要期待完美。记住罗马书3:23;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人相处35天，更别说
35年了，将会有冲突发生的。你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世上完美的人;你的目
标是要尽可能认识一个可能的配偶，决定你是否可以与他住过一辈子。
（玛拉基书2：10-16）但，请记住，罪恶影响非基督徒也影响基督徒的现实。
罪在婚前约会的时间就能触发欺骗的动机。人们试着打动对方的心，往往会
隐藏而不会暴露自己不吸引力的特点。你也要了解他们那些方面。

• 婚后改变的可能性是遥远的;你激励改变最大的作用是在结婚前，那时你的
可能对象有最强烈的动机来取悦你。可追踪的纪录是检测任何变化的真实和
持久性的方法，那是一个人内部的动机和性格。例如，未来的配偶是否愿意
每周与你来参加崇拜？不需你“拖拉尖叫”地进入教会。如果，你的配偶不
吸烟是对你很重要，他是否有够长的时间放弃那习惯，来向你保证他不吸烟
呢？你正在考虑为配偶这个人是否在成熟的像基督，也在成圣过程中成长？

我该怎么处理安排的婚姻？



思想和讨论问题
对那些特别强调唯有因信称义，因此他／她可任
意而为，只要求神赦免就行的人，你对她／他说
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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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应用？圣灵是谁，祂做甚么？

基

督

[如果有时间 ︰在四人小组中开始讨论，然后向全班汇
报。 如果时间很短 ︰ 两两一组开始讨论，然后请志
愿者向全班分享他们的想法。]



教会论 Ecclesiology: 
关于“教会”的教义

什么或谁是教会，
其目的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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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论是整本圣经关于教会的教导，（希腊文
ἐκκλησία, ekklēsia → assembly集会、
会众、教会 ἐκ, ek → 从..出来、离开
+ καλέω, kaleō → call 呼召、称、召集
、邀请。）字义是那些被主召出，得救的人，是蒙
神召出，聚集成为祂的教会，祂借着教会作为完成
救赎整个创造计划的主要工具。教会是有机体，
是基督的身体，由基督徒组成，蒙召在基督里联合并
服事祂。教会也是个组织，由许多个人组织起来完成
个人无法完成的计划。借着敬拜、学习、栽培，整个
教会成长得更像基督，更有效地将救赎和与神和好的好
消息，传给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因为神的旨意是，
万民都进入祂的国。（启示录7:7；提摩太前书2:4）。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是神完成祂救赎的目的主要工具，辨别
神的旨意特别有帮助。 祂借着旧约教会和新
约教会给我们圣经，虽然自从公元一世纪结
束时，祂就不再给任何新的启示。祂不仅直
接通过圣灵帮助我们，也间接通过其他人。
关于其他人，祂主要使用信徒，圣经称之为
基督的身体的人 (哥林多前书 12:27) 来指
导我们。



• 为了团体比个人能产生更大

的成果，神召聚祂所赎回的

百姓，就是那些成圣，在全

球大使命一起同工的人，作

为成就祂救赎创造的主要工

具。

• 必須記得教会有四个主要区别 ︰
1.教会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明显
看得见的形式

2.教会爭戰和教会胜利。

3.教会有形和教会无形。

4.教会是个有机体和一个组织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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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
其目的为何?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1. 教会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
明显表现。
a.约 covenant一词是圣经学者所

说一大主题或主题的一个例子，
它的概念贯穿整本圣经，旧约
和新约。最常用的字盟约，

ִריתבְָּ berîth，在旧约出现了286
次 (διαθήκηdiathēkē，)
在新约出现了 33 次。在许多其
他场合虽没有直接使用约这
个字，但有指着约与约有关系的
事情。

含义与实际益处

• 加拉太书 3:26-
29, 尤其. v. 29

• 创世记 17:7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1.教会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明显表现。

b.当神告诉我们某件事超过 300次，

我们可以肯定祂试着引起我

们的注意，是吗？ ！

c.你还记得你妈妈告诉你，并要你

告诉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多少

次...？ ！

d.“约”是解开神的启示的关键，

但许多基督徒，包括时代派，忽略

这个关键教学及启示。

含义与实际益处

• 加拉太书3:26-29, 

尤其. v. 29)

• 创世记 17:7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e.旧约以色列民和新约教会一
至和连结,在七十士译本
Sptuagint看得很清楚，希腊
文译本的旧约希伯来文圣经，
是耶稣和早期教会使用的圣
经，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3:15指的圣经。在七十士译
本希腊词、 ἐκκλησία 
ekklēsia、 意思是集会、
会众，教会和新约翻译的教
会，用于翻译希伯来字，
ל ה  qāhāl，大会，会众，整ק 
本旧约100多次。

含义与实际益处

• 加拉太书3:26-
29, 尤其. v. 29)

• 创世记 17:7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因此，希腊文翻译的旧约，七十士
译本，也用这个词，ekklēsia，来
指与神立约的选民，是蒙召分别归
祂为圣的人。 如，见申命记
9:10;18:16;诗篇 22:22;26: 
12;68:26149: 1;约珥书 2:16。

含义和实际益处

• 申命记 9:10

• 诗篇22:22)

• 约珥书 2:15-17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f.整个旧约和新约的“约”基本是一致的，
从希腊文的新字也可清楚看见。除了一
处，整本新约圣经提到的新约，使用希
腊文， καινός kainos (新)。希腊文
Kainos 表示本质或品质是新的，不是时
间或起源的新，翻译起源是另一个希腊
字 νέος neos. 参看路加福音 22:20;
哥林多前书 11:25;哥林多后书 3:6;希
伯来书8:8 （引用耶利米书 31:31 
[38:31七十士译本，在公元前三世纪希
腊文翻译的旧约]）;8:13;9:15.Neos 表
示以前不存在的东西，与kainos，表示
更新,不同。

含义和实际益处

• 路加福音 22:20

• 哥林多后书

• 3:4-6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g.我们有进一步的圣经证据，证明
教会不出生在五旬节。 使徒行
传 2:1 使用一个少见和重要的
希腊字，许多新版的新约都没翻
译好：συμπληρόω 
sumplēroō = 填充完全，成为全
部填满、完整。新约学者，伦斯
基R.C.H.，翻译得更好，“当五
旬节那天完成了"。 钦定本（国
王詹姆斯版本）比大多数较新的
版本更准确地翻译这节圣经。因
此，我们看到和其余经文的连结，
特别是使徒行传一开头上下文，
和整本旧约。

含义和实际益处

•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came, they 
were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使徒行传
Acts 2:1 NIV)

• ‘And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was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使徒行传Acts 
2:1 (KJV)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h.因此，教会不是在五旬节那天
诞生，而是赐能力（参见如，
使徒行传 1:8 的上下文）和
装备，因此基督是差派圣灵来
加强祂受难后情绪受到打击，
胆小的门徒，照着他们的需要
回应教会，使教会完成使命，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的呼召去"
完成任务"。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使徒行传 2:1 NIV

• 使徒行传2:1 (KJV)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i.以弗所书 5:25 我们读
“基督爱教会......” 如
果直到五旬节教会才开始，
保罗怎么可能会说基督爱
[希腊原文的“爱”是不定
过去式、过去时态] 教会
呢？" 这段经节的上下文
表示祂说的不在未来的远
景。

含义和实际益处

•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came, 
they were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使徒行传Acts 2:1 NIV)

• ‘And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was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使徒行传Acts 
2:1 (KJV)

•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just 
as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her”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25)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j.可以举更多圣经的证据来说明教会在旧约
(OT) 和新约（NT)教会之间的连续性。再一
个应足够了。很多类似的经文中，注意使徒
彼得（彼得前书 2:9）与摩西在出埃及记
19:6的记载所做的明显连接。摩西记录耶和
华向以色列人启示，“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
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
人。”这些旧约术语与教会的呼召和使命，
无误的清晰和明显的连结,不只在出埃及记
19:6，也在旧约OT其他地方，彼得按照圣灵
的默示写下的启示，”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族类，是君尊的司祭，是圣洁的国度，是属
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出埃及记19:6

• 彼得前书2:9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k.这些和许多其他圣经经文是教会见证神
在基督耶稣里救赎的使命，可在许多方
面单独或共同的做见证。

1）个人的，与私人或团体的对话。

(彼得前书 3:15) 

2) 团体服事很普遍的，如

a.)当地教会粮食储藏，为穷人和他

们的家人。

b）地方协会的教会，为无家可归的

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住所、咨

询和教育。

c）宗派活动，如THRIVENT。（财

务管理）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出埃及记 19:6

• 马太福音28:18-20
• 彼得前书2:9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k.这些和许多其他圣经经文，是教会见证神在
基督耶稣里的救赎使命，救赎的使命可在许
多方面单独或共同的做见证。

2）团体服事是很普遍的，如

d) 国内和跨越福音机构

1-专注于家庭 （婚姻和家庭）

2 家庭陪谈 （婚姻和家庭）

3 美国法律与正义研究中心（关于个人、

公司和政府不公正的法律行动）

4 Dave Ramsey （财务管理）

5 家庭研究中心 （对家庭和社会问题研究

和采取行动）

6-仁人 Habitate for Humanity（负担得

起的穷人住房）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出埃及记19:6
• 马太福音
• 28:18-20
• 彼得前书 2:9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k.这些和许多其他圣经经文，是教会见
证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使命，救赎
的使命可在许多方面做，单独或共同
的见证。
2）团体服事是很普遍的，如
e) 世界各地福音机构（大部分
主要重点超过如下所示）
1 美国圣经公会（圣经分发）
2-撒玛利亚人的钱包（救灾）
3_路加社团（医疗特派团）
4-出埃及记全球联盟（助人放弃同
性恋）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出埃及记19:6

• 马太福音28:18-20

• 彼得前书2:9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k.这些和许多其他圣经经文，是教会见证神在
基督耶稣里的救赎使命，救赎的使命可在许
多方面做，单独或共同的见证。

1）个人的，与私人或团体的对话。

(彼得前书 3:15) 

2) 团体服事很普遍的

3）团体教会艺术和建筑，以视觉化的形

式为耶稣基督展示圣经信息，做印象

深刻的见证

a）请注意那些鼓舞人心的画，如在

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米开兰基罗的

天花板壁画。

b）雄伟的哥德式教堂建筑。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出埃及记19:6
• 马太福音28:18-20
• 彼得前书2:9

•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 马太福音28:18-20
• 彼得前书2:9

在中国宁波的升天罗马天
主教大教堂，多么令人印
象深刻和鼓舞人心。 发
射的光是哥德式教堂建筑
的特点之一，继续在晚上
通过现代电能，矗立在市
中心，与夜的黑暗对比、
吸引路人的关注和愿景，
看向升天和执政的主耶稣
基督。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 “马太福音28:18-20

• 彼得前书2:9

同样的印象，在北京，中国历史
悠久的罗马天主教北堂，哥德式
教堂，鼓舞人心的崇拜。内部的
光和壮丽的垂直线条促进礼仪气
分和崇拜者与主耶稣基督的对话。
20 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期间，约
有 3,000 北京基督徒被围困在大
教堂。文革期间它被用作政府女
校，一段时间后。原来的建筑在
教堂地基，一个儿童孤儿院仍然
存在。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 “马太福音28:18-20
• 彼得前书2:9

同样的影响，在北京，
中国历史悠久的罗马天
主教西寺库教堂，鼓舞
人心的崇拜外 ，雄伟
的垂直线条向天引导崇
拜者的视线，并帮助他
们持守主耶稣基督在他
们的世界观和生活中。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尼希米记8:1-3
• 启示录: 9-12
这张照片所示，整个
圣经的教会一直是为
所有年龄和国家。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尼希米记8:1-3

• 启示录: 9-12

看到整本圣经和此
视频，教会一直是
所有年龄和国家的
人。这将近三个小
时的崇拜是在马拉
维Malawi
Chikuluti CCAP 
（非洲中部的长老
教会）。他们以奇
契瓦Chichewa语言
崇拜。

含义和实际益处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2.我们还看到圣经中,争战教会与

得胜教会之间的区别。

a.争战教会是神学术语，指教

会在地上进行神的呼召时面

临的冲突。

1) 教会面对神圣的属灵战争。

(以弗所书 6:10-18) 

2) 我们必需看到可见和隐形

的冲突，要理解和做最好

的准备 。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以弗所书6:10-18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2.a. 2）我们必需看到可见和隐
形的冲突，理解它和做最
好的准备。
a）与人的冲突（血肉）
，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
问题。

b）如保罗在以弗所书6:12
和约翰在启示录 12-20
指出，争战的主要目标
是与撒旦和他的恶魔大
军。

含义和实际益处

以弗所书6:10-18



教会的教义

2.a. 2）我们必需看到可见和隐
形的冲突，理解它和做
最好的准备。

c)未能辨明这个现实，
将会带给许多人伤害
即从事一些表面看来“
无辜，但实际上是恶魔
的活动，如，显灵板，
结婚的人调情异性，邪
教。

含义和实际益处

以弗所书6:10-18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2. 我们还在圣经看到，争战教
会与得胜教会之间的区别。

b.得胜教会指的是在天上，借
着基督耶稣，在祂里面庆祝
胜利的教会（启示录 4，5）
1)教会庆祝主耶稣基督
的得胜。

2)教会庆祝其辩护和未来在
新天新地的统治。

含义和实际益处

启示录5:1-2,10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3.争战的教会是可见和不
可见的。
a.可见的教会是指典型的会众，

聚在一起崇拜和其他生活和
工作

1）因此，不信的人也混在真
正的信徒当中。

2）不信的人有许多动机，包
括但不是限于以下︰

a）那些真正寻求真理，但
未委身基督，

b）那些寻找个人利益，如，
业务联系，纯洁的配偶，
值得信赖的朋友，信息

含义和实际益处

马太福音7:15-23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3.可见,争战的教会包括各种成熟
度的真基督徒，有很不成熟的、
成熟的和非基督徒。
a.3)有时有些人接触可见的教会

时，经历相当的痛苦。这种
区别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警惕。
圣经教导，所有的人都犯罪，
都亏缺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真正的信徒有时离
成圣的过程不远。
非基督徒是既不了解，也不
会致力顺服基督的命令，去
爱人。

含义和实际益处

马太福音7:15-23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3.争战教会是可见和不可见。
a.4) 然而，不成熟的基督
徒和非基督徒都在有形教会
是好的，有很多原因，包括
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会看到
成熟的基督徒过着像基督的
生活方式，圣灵能引导他们
拥抱它。但我们要记住重要
的意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马太福音7:15-23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3.争战教会是可见和不可见的。
b.教会不可见（灵性）包括真正
在主里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
不可见教会是神的国，那些生
活和行为都心甘情愿地让神统
治他们的头脑和心灵。
在这里天国是一部分 (路加福
音 17:21) 尚未完成，所以我
们经常祷告，"我们在天上的
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
的国降临 [完成]，愿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 6:9-10）

含义和实际益处

馬太福音7:15-23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3.争战教会是可见和不可见的。
b.教会不可见（灵性）包括真

正在主里追随耶稣基督的信
徒。无形教会是神的国，那
些心甘情愿生活在神的统治下，
让祂管理他们的头脑和心灵。
神国的概念虽然在旧约 (OT)没有
提到这些词，它是整本圣经一个
主要的主题。神国的关键原则在
旧约提到，包括申命记23:24。
因此， 在两约中神国的原则，也
适用于今天和永远。（以赛亚书
58:7,10;以西结书 18:7，16;马
太福音 5:17-18;25: 35-40)

含义和实际益处

• 以赛亚书58:7-10
• 马太福音25:35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3.争战教会是可见和不可见的。
b.教会不可见（灵性）包括
真正在主里追随耶稣基督
的信徒。无形教会是神的
国，那些心甘情愿生活在神
的统治下，让祂管理他们的
头脑和心灵。起初谁属或不
属真正的教会并不显明，但
真正的教会成为可见，是在

a.专业和会友的行为
b.神话语的服事和圣礼和
c.真正教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

含义和实际益处

马太福音7:15-23

教会的教义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为什么需要领导人和管理人/行政管理？

雇用的管理圣经和神学基础

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机构原则

教会是有机体和组织。

+ 有机体︰它是基督的身体。由有需求、思想、感

情、蒙神呼召服事祂、有属灵恩赐的人组

成。(特殊启示：哥林多前书 12:27 和

一般启示) 

+ 组织︰为了最有效和高效地事奉神，教会必须以产生

主所期望的成果(圣经︰果子)的方式來运作 。

教会要以最能完成其使命的方式组织。教会越

增大，组织就需要修改，以达到更有效、效率更

高的运作。（特殊启示：使徒行传 6:1-4 和

一般的启示）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哥林多前书14:40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可见的教会是有机体
和组织。
a.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它是人，蒙神呼召的信
徒聚在一起，被神祝福
并与祂团契服事

b.教会也是一个组织。
*神的子民能以协调和计
画的方式，一起工作，比
个人服事更有效。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使徒行传2:42

• 哥林多前书
12:25-27

• 哥林多后书13:14

• 约翰一书1:17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可见的教会是有机体和组
织。
a.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1)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它是人，蒙神呼召的信徒聚
在一起，在敬拜和蒙召宣道
上被祂祝福和服事祂。
2)教会有横的和纵的层面；

它是信徒与神的灵交
3)没有一处圣经说教会
是个建筑物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使徒行传2:42

• 哥林多前书12:25-
27

• 哥林多后书13:14

• 约翰一书1:7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可见教會是有機體和組織
a.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4. The militant visible church is both an
organism and an organization.
b. The church is an 

organization.

*  God’s people can serve 
more  effectively 
working together    in a 
coordinated and planned 

manner than they could 
as individuals.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4. The militant visibl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organization

+  The church as an organism

*  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it is people, 
believers called by God to gather 
together to be blessed by and 
serve him in worship and in the 
mission to which he is calling 
them.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
会，其目的为何?

What is the church? Why should I attend?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
会，其目的为何?

What is the church? Why should I become a member?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以弗所书4:4-5

• 彼得前书 2:9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不可见教会是有机体和组织。

a.教会的特性主要是不可见教会

的特征。

1) 教会是合一的。(约翰福音

17:11; 以弗所书4:4-5）

2) 教会是圣洁的。（彼得前书

2:9）

3) 教会是普世的;它具有全球视野、

存在和目的。(马太福音 28: 

18-19;徒 1:8;启示录 7:9）

4) 教会是使徒的。(提摩太后书

3:15-16; 2 彼得后书 1:21; 

3:15-17)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4. The militant visible church is both an organism and an organization.

b.  The marks of the church (primari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visible church and 

help people discern between a true and a 

false church)

1)  True preaching and t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1 John 4:1-3; 2 

John 9)

2)  Right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1 Corinthians 11:23-30)

3)  Faithful exercise of church 

discipline (Matthew 18:15-18; 1 

Corinthians 5:1-5)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使徒行传20:28

• 提摩太前书
5:17

• 提摩太后书2:2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可见教会是有机体和组织。

c.教会政府是指教会如何以最高效率和有效地，

包括忠心的运作来组织

1）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1:22) 

2）各地的教会拥有至少三个职位。

a）长老董事会负责教会属灵福 祉。（使徒

行传 11:30）

b) 教师宣讲和解释神的话语，并帮助人了

解它在生活中的意义及应用。(以弗所书

4:11; 提摩太前书 5:17; 提摩太后书

2:2) 

c) 执事主要负责教会物质上的福祉。

（使徒行传 6:1-6; 提摩太前书 3:8）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 使徒行传14:23

• 使徒行传20:28

• 提摩太前书5:17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可见教会是有机体和组织。

c.教会政府是指教会如何以最高效率和有效地，

包括忠心的运作来组织

3)教会立法会议由评审团组成，在当地教会、

区域、国家、有些教派有国际司法系统。

a）本地教会政府的运作由牧师和长老（监

督），有些教派执事也在长老会议，为董事

会。（使徒行传 14:23）

b）主要会议是区域、国家，有些教派有教派

国际评审机构。

c）大部分当地教会的审核都由董事会执行

，但每年一两次，大多数的教会举行全体

大会，表决关键问题，如，呼召新牧师，核

准从董事会和教会财政预算的建议。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使徒行传6:1-6

含义和实际益处

4.c.3) c)当地教会和主要大会最重
要的功能之一是，证明某
人蒙神呼召成为教会领袖
的声明。

1-神直向地呼召，祂
在一个人的心灵和思想
中工作，导致他/她渴望
在教会事奉祂。

2-神也在横面上工作，祂在
教会领袖的心灵和思想
中工作，以确认某人是蒙
祂呼召的。

3-在這罪恶的时代，此审核
在维护教会和神的工作上
尤其重要

。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提摩太前书5:21-22

含义和实际益处

4.c.3) c) 3-

在这罪恶的时代，此审核在维护
教会和神的工作上，尤其重要。

a-横面审核应由当地认识这位
候选人的会众决定。

b-地方会众的决定，应由主要
大会确认，接着由最高教
会法庭更多领导人提供明
智圣灵带领的确证和公正，
没有一丝的偏爱。



信心教会 权柄 流程图
以弗所书 1:22-23;4:7，11

长老董事会

教育部牧师 教牧部牧师 音乐主任
青年团传道

行政助理 主日学校长

牧师

探访牧师
行政助理 业务部主任

耶稣基督



信心教会的运作 流程图
根据马太福音20:25-28，彼得前书 5:3像基督的服事

长老董事会

教育部牧师 教牧部牧师 音乐主任青年团传道

行政助理

主日学校长

牧师

行政助理 探访牧师
业务部主任



教会论：这教义有哪些实用和应用?

教会的教义 Meaning and Practical Benefits

4. The militant visible church is both an 
organism and an organization.

c.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4)  The power of the church

a)  Teaching power (2 Timothy 

3:16)

b)  Governing power (1 

Corinthians 14:33, 40)

c)  Ministry of mercy (John 

21:16; 1 Peter 5:2-3)



新约教会长老的名称

以下三个术语（名词）都指同一个人，但表达不同方面的领

导工作。 随着教会的增长，出现了更多的挑战，某些长老

是授薪的。

• ἐπισκοπή episkopē = 监督，主教 (使徒行传 20:17，28; 

提摩太前书 3:1);指结构要做的工作。 （强调任务）

• πρεσβύτερος presbuteros = 长老 (使徒行传 20:17，28; 

提摩太前书 5:17);指职分的尊严和领袖头衔。

• ποιμήν poimēn = 牧羊人，牧师 （使徒行传 20:17，28;

以弗所书 4:11);主要是指领导者的运作，做教师和照料者

的功能。（强调人）



其他教会领导人/牧师的新约术语

• διάκονος diakonos = 仆人、执事、牧师

+ 希腊文化中的 diakonos 是国王的仆

人。 教会使用这名词，但根据其服务

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定义。(马太福

音20:28;罗马书 15:25;16:1;使徒行传

6:2;提摩太前书 3:12)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
其目的为何?

教会的教义 含义和实际益处

4. The militant visible church as 
organism and organization

+  The church as an 
organization

*  God’s people can serve 
more  effectively working 
together    in a 
coordinated and planned 
manner than they could as 

individuals.



領導人行為︰ 特殊啟示
神的話

• 约翰福音21:16

Take care of

照料 ,(喂养

Shepherd NABS)

• 彼得前书5:23

( 牧养Shepherd NASB )

含义和实际益处

• 圣经称教会的教牧关怀部门
为牧养Shepherding。(约翰
福音 21:16 [poimaine，照
顾]; 彼得前书 5:2 [牧人，
poimanate]) > 
ποιμαίνω poimainō，
牧养、放牧、照料羊、管辖、
治理、照顾，照看，滋养

• 做一个教会众人关怀仆人式
的领导人模范。（彼得前书
5:3）



教會論：這教義有哪些實用的含意和應用

教会的教义

• 约翰福音21:16

‘ Take care of

照料 ,( 喂养

Shepherd NABS)

• 彼得前书5:23

( 牧养Shepherd NASB )

•

含义和实际益处

• 慈善服事the Ministry of
mercy在教会非正式的有机体中
运作，是主里的信徒与基督的追
随者，以关怀的行为，满足他们
教会弟兄姊妹和其他与教会相关
的人的需要。

• 慈善服事在教会正式的组织运作，
是由牧师、长老、 执事和其他
会友组织，以满足众人在某具体
场合和时间的需要。

• 对上述关怀更具体的信息，参看
我的 PPT，"如何成为一个关怀
的基督徒朋友"。 网址是
www.fromacorntooak12.com。



教会论︰ 什么或谁是教会，它要做什么？

教会的教义

• 提摩太后书
3:16

• 马太福音28:19

• 马太福音
26:26, 27

含义和实际益处

4.争战可见教会是有机体也是组织。

d.恩典的工具

1）神的话语 (提摩太后书3:16) 

2）圣礼

a) 洗礼 (马太福音 28:19) 

b) 主餐（马太福音26:26，27）



思想和讨论问题

你对那些说：“耶稣，是

的;教会，不;我不需要教

会。”的年轻人说甚么呢？

[如果有时间 ︰在四人小组中开始讨
论，然后向全班汇报。 如果时间很
短 ︰ 两两一组开始讨论，然后请志
愿者向全班分享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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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论：这教义有哪些实用和应用?



教会论：什么或谁是教会，其目的为何?

更多关于一些本课程对教会中的问题，参看我在网
站基督神学论文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y/ 。
单击连结，What is the church,and how 
is God using it? （教会论），What is Church 
and why should I attend? 
What is the Church and why should I become a 
member? 
Empirical Benefit of Church Worship
不断增加更多的解释性文章;欢迎随时继续查看。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theolog


末世论
Eschatology:
关于“末世”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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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 末世论告诉我们整本圣经关于结局的教导。（希腊文
ἔσχατον, eschaton → 最后last）涉及几大类，包括开展和
未来，个人和集体的。如，后者指着人类个人的结局，尤
其是当他∕她死后会发生甚么事？与历史的结局，尤其是
耶稣再来的结局是甚么？这个主题如此重要有几个原因，
包括，首先它是神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这教义给每一个人
的关键之一是“希望”，研读圣经教导的末世论重点是，
我们在基督里有大希望。它不完全是个未来的希望，它是
一个根据神学家安东尼 何克马所谓的“一个开展的末世
论”，我们已经在经历它的一部分，表示神国一些方面，
（参路加福音17:21）并且末世已经来到，蒙救赎的基督
徒社群，现在已享受着祝福，虽未完全，它的完成已即将
来到。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我们看过整本圣经是关于
末世论，指明并解释神在
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计划。
关于末世论，圣经有三方
面主要的教导
1.开展的末世论和宇宙

大战
2.未来的末世论：个人与

集体
3.圣经对末世的解释和受

逼迫教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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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结束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1.神学家安东尼何克马 Anthony Hoekema 和
于尔根 · 穆尔特曼Jurgen Moltmann的观察，
末世论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核心，是神救赎
和重建祂创造的计划。何克马在他的经典著
作，“圣经和未来”写道，“正确地理解圣
经中的末世论，我们必须将它看为整本圣经
启示的全面。不能认为末世论只在但以理书
和启示录中去寻找，而是主导和影响整个圣
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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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何克马引用穆尔特曼的观察，如下:“从
开始到最后，不只在结束部分，基督教义是末世
论，是希望、向前看并向前移动，因此是革命化
和改变现状的。末世论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它是
基督信仰的媒介，如，一切就绪的关键....，因
此末世论不只是基督教义的一部分。而是，末世
覌是一切基督教所宣讲的、是每个基督徒和整个
教会的特征。我们会在研讨圣经教导的教会时看
到，教会是神实施祂赎回创造计划的主要工具，
现实上具有深刻、广泛，非常实际的意义和应用。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末世论

6.除了第六主题结束时讨论末世论外，基督论也会讨论末世，我们
会做的。

a.从历史上看，圣经术语"末世"，(如，提摩太前书 4:1; 

彼得前书 1:20;犹大书 1:8） 是指基督第一次来和祂第

二次降临（或第二次到来）之间的整个时间。

旧约对末世的观点 新约增加的启示

弥赛亚来临 耶稣第一次来临 耶稣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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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NT]我们也发现，旧约[OT]作者似乎描绘
的一个运动，现在必须看为在两个阶段实现︰ 目前
弥赛亚时代和未来的时代。或，换句话说，新约[NT] 
信徒，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生活在先知预言的新
时代，意识到这个新时代，由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来，
他们认为那时就孕育着另一个时代的来临。（18）”
我们发现有趣的图解，新约[NT]并列的两个时代
‘末期the last days.’和‘ 末日the last 
day。…使用单数时...（末日），从不指着当代而
是未来的时代，通常指审判的日子或复活的日
子 ...(约翰福音 5:39)...根据新约[NT]作者......
我们现在是在末期'，但 '末日' 还要来"。(19)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
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何克马继续说，"因为神是历史的神，历史有意义
和方向。我们可能不都能辨别神在历史上的旨意，
但这种目的是我们信仰重要的一面。神的旨意在
历史上最高的启示，不用说，是耶稣基督来到这
世界....基督是历史的中心....卡尔门cullmann
继续说，[OT]和[NT]对历史理解的主要区别是，
历史的中点从未来移到过去。基督的来临是[NT]
信徒的中点，因此他意识到生活在历史的中点和
高峰之间 — [第二次降临]The Parousia。这表
示未来的基督再来是人类历史唯一最重要的事件"。
(28-29)



末世论：最后将发生甚么事 — 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和历史的终结

安东尼 ·何克马对上图所描述的事实，有较好的解
释。 “与特征预言性的角度来看，旧约 [OT] 先
知混合使用有关基督第一次来到和第二次来临的项
目。一直到新约 [NT] 时代才启示，旧约[OT]时代
以为的弥赛亚要来，分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和第
二次来。因此[OT] 先知不清楚的在新约[NT]时代
明朗了。”(12)......“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新约
具体解释是旧约[OT] 预言的实现。[如，马太福音
1:20-23; 5:17](15)...”新约[NT]作者都意识到
他们已生活在末日了。彼得在使徒行传具体说明...
（使徒行传 2:16-17）“。（16）”既然，但，仍
有许多末世事件尚未实现，既然新约[NT]清楚地讲
到未来的和目前的末世论，我宁可说是 '开展' 而
不是 '实现'的末世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