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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神，我们生活的准绳 

 

 

很多国家都有类似“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的说法。

在家庭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各成员之间有很多的

相似。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跟他们

的爸爸一样，有着褐色的大眼睛。儿子像爸爸一样长着卷

发，而女儿则像妈妈一样长着直发。人们都说他们两个长

得很像，像“他们的爸爸”。 

同样的，家庭里的相似也可以在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上

表现出来。今天早上我们才生了小儿子的气。因为他起来

不是穿衣服，而是在看书。于是我们想起我们也曾经因为

同样爱看书而令我们的父母多次生气。我们都喜欢看书，

而且都选择在不适当的时候看。 

家庭里的相似还表现在灵里。基督耶稣对那些自以为

是的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

欲，你们偏要行。”（约翰福音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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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督徒真的是神的孩子，那么他们的本性、态度

和行为就会表现得跟家庭里的其他成员相似。 

就像一个小孩看到他在地上的父，并模仿他所做的一

样，我们应该留意我们的天父所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像

他。 

在这一课你将会学到… 

神的性情 
神性情的意义 
神性情的表现 

神就是爱 
神是公义的 

这一课将会帮助你… 

 表述神的性格 
 意识到神性格的重要性和神的性格是如何与我们

的生活相关的 

神的性情 

当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人呢？

因为他看起来像人？因为他说话像人？因为他像人那样直

立行走？你知道他是人，不是通过长相，声音或者举止，

而是那个人表现出来的知识和感情。人会有反应，也会做

事，因为他有思想和目的。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似。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他性格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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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情的意义 
目的 1：查找让你知道神性情的经文出处 

神有位格，但没有人类的肉身。宇宙是在神的大能下

被造的，但是神不仅仅是驱动宇宙的力量，神远超乎能力。

神有思想和目的，有智慧和感情，对事物有反应。在一切

中，神是远超乎他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类。说神有和

人一样的性情，说神是人，真的是侮辱了神。但那是我们

可以说的 好表达。神性格所带来的品性就是他的性情。

神是奇妙的，他的性情超乎我们的理解。但是，神已经决

定要向我们显明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可以像他和效法他。 

神所造的宇宙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全能和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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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

诿。”（罗马书 1：20）。 

但是人把他们看到的扭曲成他们自己的欲望（罗马书

1：21－25）。很多的宗教都教导人说世上是有一位创造者

——神，但是他们却对神的性情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神

自己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把这显明。 

首先，神在历史中向他所拣选的人显明他自己。像亚

伯拉罕、摩西、撒母耳、以赛亚这样的人对神的本体有着

很深而特别的认识。神拣选以色列国来向人们显明他的方

式。旧约就记载了神用这样的方式让神的智慧在世界得到

了显明。虽然旧约充分地描述了神的性情，但是很多人仍

然藐视他。 

同样，神还通过差遣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与人

在一起的方式显明他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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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

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

神本体的真像。”（希伯来书 1：1－3） 

习题 

1. 被造之物向你显明了神的哪些性情？圈出正确的答案。 
a) 神仅仅是在大自然中的一种力量。 
b) 神是聪明有智慧的。 
c) 神是残酷的。 
d) 神是全能的。 

2. 给出三个可以表明神性情的圣经出处。你的表达可以与

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意思要相同。 
a.                                                       
b.                                                       
c.                                                       

神性情的表现 
目的 2：表述耶稣基督是如何向你显明神的性情。 

在新约的福音里，神在基督耶稣里显明他自己。这和

旧约的显明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把神的本性，感觉和行为

活出来，这是让人理解的 好方法，而且也使人很容易明

白。约翰福音称耶稣为“道”或者启示。在约翰福音里面

是这样说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

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容光，正是父独生子的容光。（约

翰福音 1：14）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向人讲述神。

因为他有着神的本性，所以他可以在态度和行为上显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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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情。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

明出来。”（约翰福音 1：18） 

基督耶稣完全显明了神，这种显明连特殊的人也可以

完全明白。耶稣基督把神的性情向所有人显明。另外，因

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得以有机会成为神的孩子。通过他

圣灵的能力，神的孩子得以分享与神的相似。阅读保罗是

怎样描述成为信徒和成为神的孩子之后会发生的事的：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

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哥林多后书 3：
18） 

“荣光”一词在圣经里面是用来描述神奇妙的显现。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显明了这个荣光（看约翰福音 1：
14），他彰显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你越来越像神的时候，

你也会显现他的荣光。 

神的荣光 
 
恩典 

 
爱 

 

圣洁  

 

 
真理 

 
仁慈 

 

怜悯

荣光包括了神所有的性情。约翰在基督耶稣荣光里面

论述 多的是“恩典”和“真理”。恩典提醒我们神的慈爱，

在他那里就有爱。真理也一样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因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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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一的真神――圣洁、公义。神的这两个性情影响着行

为规范。神的态度和行为都是因着神的爱和公义而来的 

这个示意图表明了神的荣光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我

们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反应出来。 

习题 

3. 背诵哥林多后书 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

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

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难道这没有令你感到鼓舞吗？ 

4. 为主要改变你，而你该如何与主联合而祷告。你可以先

求主，求他在你接下来要学习的课程的中，把你还没有表

现出他的性情和荣光的地方显明出来。 

神就是爱 

目的 3：通过解释恩典和怜悯的意思来描述神的爱与人的爱

是怎样不同。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其中一个 难明白的事情就

是神怎么会如此的爱我们，以至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

我们还不习惯这种爱。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看到的爱

与这种爱是不同的。“我第一，你第二”就是对这世上的爱

的一个写照。世上的爱会说：“如果有足够两个人的食物，

我会与你分享。如果只是够一个人的，就只是我吃。”这种

爱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其他人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神的爱

是大大的超乎了人的爱。即使是在我们不爱神的时候，神

还是充满了爱。即使是这个世界拒绝他，他还是爱这个世

界。这种爱是主动的。这种爱在态度和行为中显现出来，

就如哥林多前书 13：4－7 告诉我们的一样。在圣经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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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被称为恩典和怜悯。 

恩典就是爱，是通过把 好的给予别人而显现出来的。

恩典不需要那人值得被爱或者要以爱来回报。恩典是不自

私的怜悯态度。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

的荣耀。”（彼得前书 5：10） 

神的恩典是可见的，因为当我们还有罪的时候，神就

已经希望我们成为 好的了。他的爱就成为把我们从罪中

拯救出来的行为。 

当一个人为他人做了那人不配得到的事情时，这个人

就显示了他的怜悯。你还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那

是在路加福音 10：30－37，他看到自己的敌人有困难需要

帮助，他就同情他（33 节）并且帮助他，或者表达为“怜

悯他”。 

神已经向我们显明恩典和怜悯。神不像父母那样许诺

说“如果你今天乖，我们就给你一份礼物。”神的爱是无条

件的。神给我们 好的，他赐给我们本不配得到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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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

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

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

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6－8） 

神的爱不是自私的，也不是要去赚才能得来的，而是

免费的，并且不同于人的爱。神和人的行为不一样，但是

神希望改变他的孩子，使他们像他。神希望我们显现他的

荣耀和美善。也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像他那样去爱别人，

而且要有恩典和怜悯。 

习题 

5. 阅读路加福音 6：27－36，看看主耶稣对爱是怎样说的。

把下面的部分写在笔记本上，并且在每节经文的旁边写出

一个可以按照经文说的去做的方法。 
   27—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36—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神是公义的 

目的 4：定义“公义”，阐述神的公义是怎样在他的态度和

行为中显现的。 

国际度量衡总局在法国赛维诺。那里有一条用特别金

属造的棒子。这棒子很精确的长一米。很多国家都仿造这

根棒子，那是绝对正确的。这是用来衡量其他长度的准确

标准。 

神就像那棒子一样。从自然属性上说，神是完全正确

和慈善的。神是所有事情的正确标准。他所说所做的都是

真理，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的公义。神永不改变，也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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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因为他不会违背他的神性。神不会喜悦那些里面没有

完全公义的人，因为他是公义的，是真理，他会审判他所

造的。圣经告诉我们，当神造完一切之后，他对一切都很

满意（创世记 1：31）。但是人犯罪了，背离慈善和真道。

像一把不正确的尺子，他们没有按衡量他们的标准来衡量

自己。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
23） 

那神怎样做呢？神是不是不让没有他的公义和真理的

人靠近他呢？ 

假设你想做一张桌子，四个朋友都自愿提供木材做桌

子的脚。你给了他们每人准确的尺寸。当他们来的时候，

你用你的尺子一量，却发现全部都短了。一个短了 10 厘米，

一个 5 厘米，一个 3 厘米，一个 2 厘米。你可以用哪个人

的呢？如果你想那张桌子是那样的高度，而且不会倒，那

么没有一个人的是合适的！神衡量或者审判人的不义，不

是因为人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人没有像他那样显示爱和怜

悯。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按事实和公义审判，而不是

灵活运用法律来审判的好法官的。一天，法官的儿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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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而被带到他的面前接受审判，他儿子承认了他自己所

犯的罪。法官流着慈爱的眼泪宣判儿子去监狱，因为公义

使他要接受惩罚。然后法官站起来，脱了他的法官制服，

走到他儿子那里。法官对警察说“我会替我的儿子去坐牢。” 

作为神的孩子，你不受世界的处罚。耶稣基督已经替

你承受了神的审判。现在神的公义已经释放了你。因此你

应该在圣灵的能力帮助下，成为忠实和公义的。 

我们明白了神的爱和公义都是神的自然属性之后，我

们就开始看到这些态度是如何影响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了，

你就可以看到神是如何希望我们去想，去感觉，去做，从

而使我们更像他。 

神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神要求我们就是要这样：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 6：8） 

习题 

6. 把弥迦书 6：8 写在笔记本上并且背诵。 

7. 阅读以弗所书 5：8－10。然后在笔记本上列出你学到的

神希望他的孩子做的事情。 

8. 当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时候，我们是指： 
a) 他是可以测度的。 
b) 他不会做错。 
c) 他很好，乐意听我们所说的。 

9. 神的公义是如何影响你的态度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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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5. 你自己的答案。 

1.  b) 神是聪明有智慧的。 
a) 神是全能的。 

6. 你自己的答案。 

2.   a) 可以通过神所造的一切事物知道神。 
b) 可以通过记录在旧约里面的，神亲自对他们说话

的人知道神。 
    c) 可以通过基督耶稣知道神。 

7. 你自己的答案。 

3.  你自己的答案。 

8. b) 他不会做错。 

4. 你自己的答案。 

9. 神可以帮助你，使你不做错事，使你有一个更好的态

度，使你有永恒的爱心，并且使你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