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小村庄，里面住着的部落什么都拜。他们将一根雕刻好的木头竖立在地中央，然后献

上鸡和山羊来祭拜。人们说，有时候木头会向他们说话，给他们指引。后来来了一位宣教士，在

他们村庄附近讲了福音的道。在聚会中，部落首领接受了福音，离弃了以前的假神。今天他们整

个部落都在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要赞美神。然而世界上还有很

多很多的人仍然在拜不同的假神。加勒比海一带有些人用水泥制成假神。远东地区充满了佛像。

有些人是拜祖先的。印度教徒则宣称世界上有 30 多万个神灵。基督教跟其他大多数的宗教的区

别在于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掌管着万有。

虽然我们在前面一章提过，神也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并非要试图回答人们提到的

关于神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样的？神

会作什么事情？”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只简单地相信神是自有永有的，这是不够的；基督

徒还必须清楚地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曾有一位受欢迎的基督徒作家，A. W. Tozer 写道，“基

督徒软弱的原因乃是在于对神的认识不足。”（由 Dan Betzer 在第一神召会讲道时引用，Fort 

Myers, FL, 2001 年 8 月 6 日）我们若要真正地信靠神，就需要准确地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在这一章，我们将会学习认识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神。

如果我们真能做到，那他就不会是神了。与我们相比，神如此伟大、全能、奇妙，我们无法完全

理解他，正如蚂蚁无法理解人类一样。即使是这样，神仍然启示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且

他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在这一章里，我们着重学习神关于他自己的启示，虽然只是一部分，却

是奇妙、激励人的。

教义的陈述

独一真神启示了他自己，他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类的救赎主。

他又进一步启示，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和联合的具体体现（申命记 6:4；以赛亚书 43:10, 

11：马太福音 28:19：路加福音 3:22）。

课程	2.1	 神的特性，第一部分

2.1.1 讨论三种关于神的错误观点。

2.1.2 解释神的四个特性。

课程	2.2	 神的特性，第二部分

2.2.1 解释神的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是什么意思。

2.2.2 比较并对照神的良善、圣洁和公义。

课程	2.3			神的特性，第三部分

2.3.1比较并对照三位一体和神的合一性。

2.3.2引证说明我们为什么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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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特性，第一部分

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拜一位或几位的神灵；可是，很多人却

都不敬拜这一位独一真神。保罗写道，有些人“故意不认识神”（罗

马书 1:28），于是就陷入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之中，到如今还存在。

尽管这些人或部落不敬拜独一真神，但是他们确实相信某种神灵的

存在。还有人呢，被称为无神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神。根据

圣经，“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 14:1）无神论者愚

蠢地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至于看不见整个受造物和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指向神。

很多信奉假神的人，都持有关于神的错误观点。泛神论教导说，

神存在于每样受造物中，包括树木、花草和各样动物。我们的确可

以从周围的物体中看见神的作为，但是神自己并不存在于那些物体

之内。这样会把造物主看成是受造物的一部分了，而神并不是受造物。

保罗写道，“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 4:6）神是超乎万有的；也就是说，

他超越了他所创造的所有东西（以赛亚书 40:22-26）。保罗在罗马

书 1:25 表明，我们若是不拜造物主，而去拜受造物，那就是将神的

真实变为虚谎了。神创造了宇宙，并且在宇宙之上，他的旨意都是

藉着受造物运行，他的同在充满受造物（Barclay 1976, 142）。

多神论是指相信许多的神，对神的理解也是扭曲的。数百万的

人拜太阳、月亮、地球、木头做的偶像，及其他的假神。旧约里讲到，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也是拜假神的，但是耶和华警告他的百姓，随从

外邦人去拜假神是危险的。透过律法和摩西，神多次吩咐以色列人

当单单侍奉他（出埃及记 20:1-6；申命记 6:13-14；13:1-4）。圣经也

清楚地教导我们，只有一位神（申命记 4:35；6:4；哥林多前书 8:4）。

自然神论是第三个关于神的错误说法，也是很普遍的。它教导

说，确实存在一位神，但是他并不关心或眷顾他所创造的万物。他

跟人离得很远，听不到人们的祈求怜悯的呼声，对世界也是任其自

然。令我们欣慰的是，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神的完全不同的

观点，它教导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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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与人亲近的，不是疏远的。

他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回应我们的需要（诗篇 34:15-22）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

代志下 16:9）我们知道自然神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对神的认识跟圣

经里关于神的描述截然相反。以赛亚写道，“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

2.1.1 目标  
讨论三种关于神的错误观点。

22 神学入门

课程 2.1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22 15/3/9   下午6:44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书 6:1）这位独一的神向人启

示了他自己。圣经给了我们这个启示的故事，唯有圣经真实地描绘

了神。

1 除了文中给出的经文外，另外再找出至少一处经文，说明神

是超越他的受造物的。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约翰福音 4:24），他不像人一样有血肉之躯。

圣经里提到了神的手、脚或眼，都是用这些象征性的词来描述，好

帮助人的头脑可以理解。既然神不像人一样受身体的限制，他也从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且，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约翰福音 1:18 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那么，为什么圣经里的一些人物如摩西说看见神呢？虽然神是

个灵，但是神能够藉着物质的形体来启示他自己，这样的事发生在

旧约中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例如，那三个在亚伯拉罕家中吃饭的

人中，其中一个就是主（创世记 18:1-10）。后来在新约中，神赐给

施洗约翰一个印证，就是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灵是人眼看不见的，

但是他像鸽子一样降下，向人们启示他自己（约翰福音 1:32-34）。

在上述的这些情况下，人们都部分地看到神，但尚未看到他完全的

荣耀。约翰写道，我们仍在期盼那一天的到来，那时“我们必得见

他的真体”（约翰一书 3:2）。

耶稣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出生，然而他并不是从出生那一刻

起才开始存在。圣经清楚地显明，耶稣在创世之初就活着，“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 1:1）约翰还接着写道，“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1:14）耶稣在成为肉身之前就是神。

他之所以成为人的部分原因也是叫我们能看见他并认识他。在第三

章我们还会学习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

我们肉眼看不见神，并不能表明他不存在。他有很多属性，跟

我们所说的性格是相对应的。圣经讲述了神的智慧和知识。他有个

意愿，就是要我们认识他（诗篇 46:10）。他有人的感情，包括忿怒、

爱和怜悯。尼希米写道，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

丰盛慈爱的神”（尼希米 9:17）。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永生神”

2.1.2目标  
解释神的四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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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们当中（约书亚 3:10）。诗篇 115 篇的作者把神与列国的偶

像比较，那些偶像不会说，不会听，不会摸，不会走：“然而我们

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诗篇 115:3）他不仅活着，

他还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人们所拜的偶像是死的，是靠不住的，但

神是活着的。因为我们可以“信靠主”，因他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

（诗篇 115:9）。

2 为什么说神是一位活的，具有各种特性的神？请解释。

我们可以跟永生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认识他。既然神是个灵，

我们跟他的关系在本质上也是属灵的。当圣灵住在信徒心里的时候，

这种关系就成为属灵的了。约翰写道，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必

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约翰福音 4:24）。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

能够遵守这些话语。

3 人如何跟神建立关系？

神是永恒的 

我们很多人都问过自己或他人，“神怎么会没有初始呢？”因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是靠时间计算，并且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要

理解这位永恒的神也是很费力的。我们从自己有限的角度来讨论过

去、现在和将来。然而神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是“永恒的神。”（创

世记 21:33；申命记 33:27）

当我们谈及永生神的时候，意味着三件事情：（1）神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Thiessen 1949, 122）。对人类而言，我们的存在和历史

始于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但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诸山

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

篇 90:2）（2）时间是神定的。约翰福音 1:3 讲到，“万物是借着他

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当然也包括时间。（3）

神绝不会受时间的限制（Joyner 1994, 122）。我们都只能活在现在。

我们的过去不再清晰，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有限；若没有神的帮助，

我们的未来也是不可知的。神不只是活在现在，因为他不受时间的

限制。对于神来说，过去和将来跟现在一样清晰。

这些真理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首先，神的计划和目的不会

像我们的一样，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只有一生或更少的年数来实

现自己的计划，但神有永恒来实现他的计划。根据以弗所书 1:4，“神

24 神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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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在创世之先，

旧约中的英雄人物属于神计划的一部分，新约的圣徒也是神计划的

一部分，同样你和我都属于神计划的一部分。

4 找出圣经根据，来说明神是永恒的这个真理。

其次，神在起初就已经知晓并看到每个事件和每个决策的最后

结果。如果我们站在一个高塔的顶端，朝下观看街上的游行队伍，

我们可以看见队伍从头至尾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角度很高。而

站在街道两旁的观众，就只能看见站在他们眼前的那一部分。同样地，

神因着他永恒的视角，所以不仅能看清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能

看到我们何去何从。我们只能主要关注眼前的事情，但神所关注的

超越了时间的范围。他晓得我们所作的每件事情的最终结果，因此，

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从我们短浅的眼光看为好的，实际上

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看来是造成伤害的东西，却有可能

为我们带来最大的长期益处。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以及他的计划

是最好的，因为只有神能够从全局的眼光来看。神会一直作工，引

导我们走向生命最好的那条路。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他为什么引

导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仍然要归荣耀给永远的君王，信靠他，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掌管时间。

5 神永恒的属性是如何改变你的生命的？

神是自有永有的且能自我供应的

神是自有（即一直都存在）的，他并不需要任何人赐给他生命

和带来他的存在。神并不需要任何人供应他，来满足他的需要。我

们拥有生命，这不仅是因为父母生了我们，还因为神创造最初的那

对父母——亚当和夏娃。我们年幼的时候，需要倚靠父母来生活，

我们年老的时候，就需要儿女或其他人来照顾我们。在我们一生的

年日里，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也需要神的帮助和支持，

尽管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子们常常问，“是谁创造了神？”

答案很简单。神不需要谁来创造他，因为他一直都存在着。他也从

来没有缺乏。

有些人认为神需要我们的爱、帮助、或敬拜，好成就他的计划。

然而，如果神真是从我们这里支取什么东西，那他就不能称为神了。

神到底需要我们什么呢？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很容易把需要和

25第2章  神的特性，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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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两个词混淆。神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但是他愿意我们来服侍他。

我们向他献上敬拜和赞美，并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些，而是因为我们

需要承认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侍奉他，因为他赐给我们特别的

福分，来与他同工，一起完成他的计划，同时也因为我们的生命就

是他赐给我们的。

6 创世记 1:1 和约翰福音 1:1 是如何启示神是自有永有的？

神是自有永有的，这意味着一切都在他的掌权之下。他供应我

们的一切所需的，因为他的供应从不枯竭。他不需要倚靠任何人和物，

他总是预备好了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并完成他的计划。

7 为什么说信徒应当明白神是自有永有并能够自我供应的？

神从不改变

我们想像一下，假如把一个人从 1850 年带到现在来，这对他的

生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人连自己的文化恐怕也认不出来

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改变。我们也习惯了生活在一个

飞速变化的世界，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是气候都在发生变化。

在这个漂移不定的世界里，我们极度需要抓住一个像锚一样能定位

的东西。

我们所需要的锚正是神，因为他是从不改变的。正如玛拉基书

所述，“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3:6）雅各书 1:17 也说，“在

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不需要变得更好，因为他已

经是完美的了。他也不会变得不好，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不称为神了。

他的计划和他的本性也是不改变的。他不需要赶潮流，也不会为人

的意见左右。他从来不会停止审判罪恶；但同时，他也从来不停止

爱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周围的每

样事情都在发生变化，但神是永不改变的。我们需要他和他对我们

生命的计划，这也是不改变的（Betzer 1991, 12）。他是我们永不改

变的神。

8 解释玛拉基书 3:6 和雅各书 1:17 的经文对于信徒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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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特性，第二部分

我们对神的特性的讨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承认神的存在。创

世记 1:1 这样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事实上，圣经根本没

有去试图证明神的存在，因为圣经的作者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大

卫宣告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 14:1）在诗篇

19:1，他又写道，“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

在上一章也提到过，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

无可推诿。”（罗马书 1:20）

虽然圣经并没有试图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有一些人们的辩论指

向了这个话题（Menzies and Horton 1993, 47-48）。本体论认为我们

既然有能力想像出一个完美的实体，那么他就应该是存在的。宇宙

论相信世界并非偶然存在的，因此，宇宙的出现是由原动力导致的。

目的论认为宇宙的精心设计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背后肯定存在一

位设计者。最后，道德论说我们基本的对错观念不会是偶然形成的，

一定是从神而来。

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神的存在这个话题，但是却启示出了神

和他的本性。在本课，我们将学习神的另外七个特性。

9 讨论你为什么相信神是一直存在的。

神是全能的

能力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类。最凶猛的动物、最快的车、最

有能力的人都会得到人们最多的关注。然而只有神是全能（无所不能）

的。他拥有最大的能力。耶和华的天使曾提醒亚伯拉罕说，在耶和

华没有难成的事（创世记 18:14）。耶稣也亲口说过，“在神凡事都

能。”（马太福音 19:26）

我们从受造物就可以看出神绝对的能力（创世记 1:1），他用全

能的话语托住万有（希伯来书 1:3）。能够限制神的只有一样，就是

神自己的本性。例如，神决不看邪僻（哈巴谷书 1:13）或说谎（希

伯来书 6:18）。因为这些东西跟他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从来不愿

意做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事实是，神无论想作什么，都

能成就（Joyner 1994, 123）。

2.2.1目标  
解释神的无所不能、无处不

在、和无所不知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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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全能的，这对我们意味深远。根据希伯来书 7:25，“凡

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提摩太后书 1:12）。他帮助那些遇到

试探的人（希伯来书 2:18），甚至为他们开一条出路（哥林多前书

10:13）。神所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 3:20）。他

看顾我们的需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就他的计划。我们可以信赖依

靠这位全能的神。

神无所不知

一个小女孩注视着万里无云的晴空，问妈妈：“妈妈，气象预

报员不是说要下雨吗？”“是的，亲爱的，”妈妈回答说，“他确

实预报会下雨。”“哦，”小女孩叹口气说：“我猜是神没有听到

他的预报。”（Tan 1998, 4562）正如气象学者无法总是准确地预测

明天的天气一样，我们也无法又把握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

我们身上。我们的未来以及发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事情，都充满了

不确定因素。

然而，神是无所不知的；也就是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所罗

门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

他都鉴察。”（箴言15:3）神知道一切，包括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他

的智慧无法测度。”（诗篇 147:5）他知道我们所作的决定，也知道

我们的心思意念（诗篇 139:1-4），但是他不会代替我们作决定。例如，

神自己不会决定把人遣入地狱，但是他允许人们来“选择自己的命运”

（Menzies and Horton 1993, 52）。 

对于信徒来说，神的无所不知也提醒我们无需被生命中发生的

事情吓住。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是神不知道的，因为他一直在关注

发生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可以信靠神，因他一直眷

顾我们。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的无处不在也是一个警告，因

为没有人能够躲避或忽略这位无所不知的神。我们以为是秘密的事

情，却都要在神面前交帐。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

句句都要供出来。”（马太福音 12:36）

神无处不在

除了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神还是无处不在的，或者说，在同

一时间，神可以在所有的地方。在宇宙中，我们只能在某个时间身

处一个地方，但是神不受这样的限制。诗篇 139:7-8 这样说，“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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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

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无论我们要去哪里，神都

在那里。有些神学家用神的无限性来描述神不受任何限制，包括时

间和空间。

一位妇人问天文学家亨利罗素（Henry Russell），“假若世界很

小，而宇宙浩瀚无边，那么我们如何相信神会注意到我们呢？”罗

素博士（Dr. Russell）回答说，“这要取决于你信的神有多大？”（Tan 

1998, 4562）有些人相信撒但和神一样大。但是，神是全能的，而撒

但不是。神是无处不在的，而撒但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出现。神在

每一个地方每一时间关注每个人，而且也同时关注你。

10 神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如何可以成为信徒的安

慰？

神是圣洁的

圣经多次提到神的圣洁是无与伦比的。“主啊，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启示录 15:4）以

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神宝座周围飞着撒拉弗，呼喊着，“圣哉！圣哉！

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 6:3）圣经

告诉我们要“赞美他的圣名。”（诗篇 30:4； 103:1）

虽然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来看圣洁，但是圣洁并不是一样东西，

让我们可以穿上或脱下的。很多人判断圣洁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是

否服从一套人为制订的清规戒律。他们以为圣洁跟道德是等同的。

当然，尽管真正的圣洁会影响人的道德素质，但圣经里所讲的圣洁，

其意义远不止像我们穿的衣服或守的规矩一样。从圣经的角度看，

圣洁的关键因素在于从邪恶中分离出来。神是圣洁的，因为他跟所

有形式的罪和邪恶都是完全不相交的。神的圣洁也使他跟受造物分

开来，因为受造物已经受了罪的咒诅。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

12:14）作为罪人，我们是不洁的，不能接近神的圣洁。我们的罪使

我们与神隔绝（以赛亚书 59:2）。好像一个人，手脚满是油垢，要

进入一间白色装饰的房屋，需要先洗净自己的罪一样。同样地，我

们进入神的同在之前，也需要先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唯一的方式就

是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罪所献的祭。藉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既因耶

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 10:19）还有，神是

圣洁的，所以我们当存着敬畏的心进入他的同在。我们必须以配得

2.2.2目标  
比较并对照神的良善、圣洁

和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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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希伯来书 12:29）（摘自 Dan 

Betzer 在第一神召会讲道，Fort Myers, FL）。

11 解释你如何理解希伯来书 12:14。

神是良善的 

神是真正良善的，即好的意思。因此，他时常眷顾他手所造之

物的福祉（Menzies and Horton 1993, 52）。人们滥用了好的这个词，

如好吃的食物，好的讲道，或好人。耶稣纠正了这种滥用的趋势，他说，

“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马太福音 19:17）这里指的就是天父，唯

有他是真正良善的。

神是良善的，这在他对我们的爱、看顾、怜悯和恩典上就显明

了（Thiessen 1949, 130-132）。神的良善的主要特点就是他的爱。

诗篇的作者写道，“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诗篇

100:5）在这里，慈爱和良善几乎是可以互换的。爱是神的本性如此

重要的部分，约翰写道“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

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 4:8 － 9）

因他爱我们，所以就眷顾我们。就像地上的父母照顾孩子的需要一样，

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供应我们肉体和灵里的需要（使徒行传 14:17；雅

各书 1:5）。最重要的是他藉着耶稣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

保罗在以弗所书2:4-5把神的爱和他的恩典和怜悯联系起来：“神

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恩典和怜悯既相关，但又不同。神

的恩典赐给我们不配得到或靠自己挣不到的礼物，但是神的怜悯保

护我们免受那应得的惩罚（Joyner 1994, 129）。我们可以用一个故事

来说明这个真理。有一个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付不起看病的费用，

就从老板那里偷了钱，却被老板抓住了。结果老板并没有让他下监，

反而饶恕了他，并付了医药费。老板向他发了怜悯，是因为他没有

给那个不诚实的员工应得的惩罚。老板给了他恩典，因为他送给那

员工一样礼物，是那人不配得到，也赚不来的。

12 神的爱、怜悯和恩典是如何显明他的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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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公义的

诗篇 145:17 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是

公义的，这意味着他向来都是做对的事情。一位小女孩来到父亲面

前，埋怨她的哥哥，“不公平！你总是让男孩们来指挥该作什么。”

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作决定并不是向来公平的，也许他们有时情绪不

好，或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作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其他的人，他向来公平。公平这个词在

意思上跟公义接近，即“符合关于对错的标准，或道德上正直良善”

（Betzer 1991, 13）。

神惩罚恶人，奖励正直的人，彰显他的公平和公义。圣经上说，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 12:19）神的百姓在

这一点上有些会有挣扎，因为似乎公平常常会遭到延迟。然而，尽

管神没有遵循我们的时间表，但是他的本性是不改变的。因为神是

公义公平的，所以他不会接受罪，而且必然会惩罚罪。另一方面，

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怜悯我们，也饶恕我们的罪。约翰写道，“我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罪人若是认罪，神会饶恕他，

同时神仍然公义公平，因为他已经藉着基督的死惩罚了罪。

神不仅饶恕我们的罪，而且持守他赐给我们的应许。他口中所

出的话，他必然成就，因他是公义的。

13 作为信徒，当我们没有立即看到神的公义彰显时，我们应当

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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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特性，第三部分

我们在前面两课关于神的特性的学习，仅仅触及表面。那些认

真寻求神的基督徒刚刚开始了一生的旅程。藉着这些课程，我们只

是为学生打下一个基础，好让学生们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建造。在这

一课，我们将研究神的最后一个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即神在三

位一体中启示了他自己。圣经表明，宇宙间存在一位神，他藉着三

个不同的位格形成的整体向世人启示了自己。

我们在学习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时候，需要避免以下错误的认

识：（1）三神论，即认为父、子、圣灵是三个单独的神；（2）塞

贝里主义（Sabellianism），塞贝里是一位主教，他曾经教导说，父、

子、圣灵只是同一位神三个不同方面的体现（Pearlman 1981, 70）。

只有一位神

圣经清楚地教导说，只有一位神。这种概念被神学家们称为神

的合一性。犹太人每日的祷告都强调这个伟大的真理，即神的合一性：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申命记 6:4）在

这里，我们将学习与神的合一性相关的四个真理。

首先，神是独一的。保罗写道，“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

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 8:6）只有

一位独一的神，宇宙间所有受造物都源于他，藉着他而生，并为他

存在。

第二，神是绝对独一无二的，是无法复制的。我们已经注意到

申命记 6:4 说，“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此处希伯来文的“一”

还可以译作一位并只有一位（Woodworth 1986, 21）。在律法颁布之

前，摩西和以色列人也承认神的独一无二性：“耶和华啊，众神之

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出埃

及记 15:11）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还存在着其他的神，而是说那些所谓

的神，没有一个能像耶和华。他并不是这些神当中的一个，或是首领。

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那唯一的神。

第三，神是整体的合一。耶稣向天父为着后来跟随他的人祷告，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 17:22）创世记

2:24 节说，丈夫同妻子要成为“一体”。“这些经文中的‘一’这

个词是一个集合名词；所提到的合一是综合性的……如一串葡萄……

 2.3.1 目标  
比较并对照三位一体和神的

合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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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起来，如同一人。”（Evans 1939, 26）

第四，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是可以分开的，

而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则不同，他们是彼此分不开的，因为神内

在的合一性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脱离神的特性来看神。例如，

约翰不能仅仅说神有爱，事实上，他宣告了神就是爱（约翰一书 4:8）。

很多孩子都学习到一点，父母在不同时刻，不同的情绪状态下，

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作出的回应也不同。有些孩子还坚持自己的要求，

直到把父母搞得不耐烦了，或者等待父母的情绪好起来，再提出要求。

还有些孩子看出父母中有一方的回答较软一些，于是利用这一点来

操纵父母。神却跟我们不一样，他从不改变。因为神就是爱，他向

来忠实自己说出的话。神是独一的，是人生命和力量唯一的泉源。

神是内外一致、不可分割的，他向来都是自己所说的那样。神是圣洁、

良善、公义的。他永远都会忠于他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

依靠他。

神是三位一体的

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个词是两个概念的结合，即三位和一体。

因此，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是指三个位格合一在同一个整体里面

（Woodworth 1986, 24）。我们这里讲的三位一体意思是在独一的神

里面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同属于一体，但却是

三个位格。他们的权柄和荣耀永远都是同等的，他们同心合意彼此

配搭。他们是不可分开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可以独立于其他两个而

存在和工作。他们在本性和品格上是完美的合一。同时，每一位格

又区别于其他两个位格。神学家们经常使用神性（Godhead）这个词

来描述这位具有三个位格的独一真神。

我们难以理解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那是因为我们试图用自己的

经验来理解它。世上不存在三个人，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到其他两个

人在做什么或想什么。因为我们从根本是彼此独立的，所以也无法

领会圣父、圣子和圣灵如何能够成为一体。关于这个问题，神启示

的是其然而非其所以然。因此，我们就凭着信心相信三位一体这个

教义是神关于他自己的启示。

尽管连最老的信徒都参透不了三位一体的奥秘，但是藉着祷

告学习，我们可以理解神所启示的部分内容。例如，我们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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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关系，即圣父爱圣子，并差遣了他；圣子奉差遣去了，

并且又回到圣父那里；圣父和圣子差遣了圣灵来；圣灵向父神代求

（Pearlman 1981, 70）。在下面的学习中，我们将会讨论更多的三个

位格之间的关系。

要举例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例子实际上

都表达了一个错误的教导。例如有人用水的三种状态（水、冰、水

蒸汽），鸡蛋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例子来解释，所有这些都无法真正

例示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独特的位格，却又是完全合一的。

事实上，没有什么例子能够完全地描述三位一体，因此它超出了我

们的理解能力。

14 印度教徒相信很多的神。作为基督徒，你如何向一位印度教

的朋友解释，你所相信的并不是三位神？

圣经关于三位一体的教导

圣经上没有出现过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它跟圣经是相符的。

其实，三位一体的教导是圣经中如此重要的部分，若是缺了它，我

们对整个神的话语的理解就不完全了。

旧约根据

关于三位一体，旧约里没有直接明白的教导。当时以色列周边

的人拜很多神（即多神论），所以很有必要清楚地启示耶和华的合

一性。即便如此，旧约里还是可以找到间接的证据来证明三位一体，

因为神提到自己时，常常使用复数形式。比如，神说，“我们要照

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记 1:26） “那人已

经与我们相似，”（3:22）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11:7）还有“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书 6:8）

另外，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位在旧约里都提到过：

• 神是我们的“父”，申命记 32:6；以赛亚书 63:16；64:8；

玛拉基书 2:10。

• “儿子”在下列经文中提到过，诗篇 2:7，12；箴言 30:4；

以赛亚书 9:6（另有以赛亚书 7:14）。另外，以赛亚书 9:6

和耶利米书 23:5-6 赋予了弥赛亚神圣的称呼。

• 神的“灵”在旧约多处经文中都提到过，包括创世记 6:3；

民数记 11:25；士师记 6:34；撒母耳记上 10:10；16:13；约

伯记 33:4；还有以赛亚书 32:15。

2.3.2 目标  
说出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几

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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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其他经文也说明了神性的各个位格也是有区别的。

• 父和子在诗篇2:7节中是分开提到的，主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在诗篇 45:6-7 节中，“第 6 节的弥赛亚王被成为‘神’，跟

第 7 节‘你的神’区别开来。”（Stamps 1992, 805）

• 先知以赛亚几次将弥赛亚和圣灵区分开来（以赛亚书 11:1-

5；48:16；61:1；63:8-10）。

• 很多情况下，在同一段经文，论到主耶和华和他的灵时，

都是分开的，包括出埃及记 31:3；尼希米记 9:30-31；诗篇

51:11；139:7；143:10；以赛亚书 44:3；约珥书 2:28；以及撒

迦利亚书 4:6。

新约根据

我们发现整本新约都有三位一体的证据。

• 约翰写道耶稣“太初与神同在”，并且“凡被造的，没有一

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 1:2-3）

• 耶稣受洗的那一刻，天父从天上发出言语，圣子站在水中，

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这三个位格出现在同一时间，却彼

此又有区别（马太福音 3:16-17；马可福音 1:10-11；路加福

音 3:21-22）。

• 新约经文启示了父差遣子（约翰福音 3:16；加拉太书 4:4，

约翰一书 4:9，14），父和子有差遣了圣灵来（约翰福音

14:16-17, 26； 15:26； 16:7）。

•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去是有益处的，因为如果他不去的

话，“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 16:7）在

此耶稣清楚地将自己和圣灵区分开来。

• 保罗写道，圣灵“帮助我们”并且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

（罗马书 8:26，27）。这表明了父与圣灵之间是有区别的。

• 耶稣提到大使命时，也指向了三位一体，“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

太福音 28:19）

• 保罗也表明了他相信三位一体，在哥林多后书结尾他说到，

“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

同在！”（哥林多后书 13:14）

• 圣经的最后一章也给出了三位一体的证据，耶稣说，“看哪，

我必快来！”回应是，“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启

示录 22: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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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可能不清楚核电站是如何运作的，或你家里是如何通上

电的，但是你接受了它，并且从中受益。同样地，我们作为人不能

完全理解三位一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启

示。

15 解释下列经文主要教导的功课是什么：（a）约翰福音 5:23；

（b）约翰福音 8:17-18；（c）约翰福音 10:30。

16 马太福音 11:25-27，路加福音 1:35，哥林多前书 1:24，以及

约翰一书 1:3-4 是如何启示父、子、圣灵是不同的位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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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最佳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有些人相信神灵存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中，包括树木、花草和动物。这些人被称为______。

a）无神论者

b）泛神论者

c）多神论者

d）自然神论者

2．有些人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他跟人类的事情很疏远，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被称为______。

a）无神论者

b）泛神论者

c）多神论者

d）自然神论者

3．神是个灵，因此______。

a）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忿怒，喜乐和爱

b）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属灵的

c）他无法也物质身体的形式来启示他自己

d）圣经没有提到神有手、脚、眼。

4．关于神是自有永有的这一点，下面那个论述是最恰切的？	

a）神需要信徒来服侍他。

b）神需要信徒来敬拜赞美他。

c）神需要信徒来敬拜服侍他。

d）神不需要信徒来敬拜服侍他，但是他愿意我们这样作。

5．关于神的存在的论述，有一种说法是世界不会自然发生的，而是有一种原动力导致了宇宙的产

生，这种说法被称为______。

a）本体论

b）宇宙论

c）目的论

d）道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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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希伯来书7:25，神能够完全地拯救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这说明神是______。

a）无所不能的

b）无处不在的

c）无所不知的

d）永恒的

7．神可以于同一时间存在于所有的地方，意思是神是______。

a）无所不能的

b）无处不在的

c）无所不知的

d）永恒的

8．因为神与邪恶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我们说神是______。

a）公义的

b）圣洁的

c）全能的

d）良善的

9．有一种说法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分别是三位神，这种说法被称为______。

a）三位一体

b）三神论

c）塞贝里主义

d）一神论

10．圣经______包含有三位一体教义的证据。

a）旧约

b）新约

c）新约和旧约

d）既非新约也非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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