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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论 (The Doctrine of God) 

 

曾立华牧师着 (COCM TEE 讲座) 

１． 神的存在 (The Existence of God)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的论证，意图要证明相信神之实在性乃是一种正当且合理

的信仰；在本题中，我们首先要检视这些论证中最主要的几个，然后看圣经的有神论。 

Ａ. 本体论论证 (Ontological Argument) (ONTOS: being) 

  对于神存在之本体论论证，最先提出的是英国坎特布利大教堂的修道士安瑟

伦 Anselm(1033 A.D.-1109 A.D.) 。在他的论着 Prologion(坦论)第二章至第四章作

详细解说他的论证。主要点是：每个人都有神观念的自觉，或说所有人的意识里

都有神的观念。(all men have intuitively the idea of God) 。换言之，他的本体论证是

以人认识神为先天的知识，以人找着了神为前题，他就从这一前题来推论神的存

在，安瑟伦用一句话来表达基督教的神概念。他说：「神即是无法设想有比之更

伟大之物的一个存在」，他所说「更伟大」显然是指「更完美」之意，他要说神

乃是如此完美，以致无法再想象有什么东西较之更完美了。 

  其实安瑟伦是以理性来推论神的存在，或说靠理性去领悟对神的信仰，其实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是近似于名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 1596-1650)的理性思维之型

式，因为笛卡儿主张运用理性去寻找事物的真相的。 

 批判： 在圣经的观点下，人理性的推论论证都不能助人了解人对神的信心，因

为论证只有阻碍我们对信仰神的领悟，人信神，不是因为某种推论的结

果，不问那种推理是如何有理由，或是迅速地凭直觉而来，若果人的理

性可以推论到神出来，即是说人要比神强，神祗是人思想出来的，这绝

对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神观。神学家 John Ballie 说得对：「人对神的真实

之认识，是自然而来的。我们的信心，是由于我们在神儿子，我主耶稣

基督身上，直接面唔神而来的。」－Our knowledge of God. 

 

Ｂ. 亚奎那关于神的论证 

  亚奎那(Thomas Aquinas 1221 AD. – 1274 A.D.)是意大利一位修道士，他所着

的「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详述他五种证明神存在的见解。 

1. 根据本体运动的事实，证明有一个最初原动者存在 – 本体论论证。 

2. 根据宇宙因果性，证明有一个第一因存在  – 第一因论证 (First cause 

Argument) 。 

   他认为宇宙任何事物都必定有一个原因，这一个原因又有一个原因，

这样一直推下去，就变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或者是无限的，要不然就有一

个第一因为其起点，因此他结论说这第一因就是神。 

  批判： 要把宇宙实质的起源指出来，实无可能，因果律不是说，每一件事

都有原因 – 因为这样一来，甚至神自己也必须要有一个原因了！

另一方面，他说宇宙间事件系列如果是在无止境的后溯情况下，就

不需要有一个开端了。这正是这个论证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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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世界之偶然性的论证，来指出必有非偶然性的东西 – 神存在 – 宇宙

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 。 

   他说我们周遭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偶然的(Contingent)，意思是说每一

件事物都有其可能不存在，或是有其可能以另一种状况存在。举例说现在一

本书这一页的存在，因为靠伐木工人，运输工人，造纸工人，出版商，印刷

者，著作者等在先行动，这页书才存在，所以是偶然的，因此，每一件事物

都牵扯到其它许多事物上去的。因此亚奎那认为：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是偶然

的，那么必定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没有甚么东西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

东西就无法开始存在了，因为没有一个因果性的契机来使其开始存在，故必

有一个非偶然性的东西存在，这就是神。 

  批判： 他这个论证是基于一个假想的无任何东西存在的时间上，在逻辑推

论上，这一个假想的「必然存有」(necessary being)的观念根本是不

通的。因此，宇宙论论证绝对无法成为神存在的一项证明。 

 

4. 根据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运行来推断一定有一位设计者在有目的下来创设

这个宇宙体系的  – 设计论证（或目的论证）(The design or teleological 

Argument) 。 

   他说从宇宙各种奥妙的自然现象和结构看来，如果只说这是机缘巧合

作用，显然难以令人置信。所以他认为势必有一个睿智的心灵在宇宙背后策

划操纵着，这策划设计者就是造物之神了！ 

  批判： 目的论论证有其价值，因为宅肯定和证明了智能的存在和意志的效

能，但仍然不足够就此认定这就是基督教传统中所谓的具无限智能

无限善，无限权的神。因为从一件已知的结果，我们只能推论出一

件足以产生那结果的原因，为此原故，从一个有限的世界，我们永

远无法推出一位无限的创造者来。 

 

5. 根据人类具道德良心律来推论出一位神圣的立律者(Law giver) – 道德论证

(Moral Argument)，他认为人类既然有道德伦理观念，那必然有起源。因此，

必然有一位完善的神，祂就是一个超越的价值根源(Ground of Values) 。 

  批判： 这论证的弱点在于以有限的人来论证，是始终无法证明神之无限

性，同时，人的道德有腐朽的一面，这岂不是说神的道德也不完美

吗！ 

 

 以上五个论证，每一个都有它不完全的地方，即使五个加起上来，也不足以

证明神的存在，因为这一切论证是出于有限人类的理性推论，人既然有限，所以一

切推论就不完全，必然有其漏洞调和矛盾之处了！但是它们仍然有真实之处，我们

不能等闲视之，今天部份保守基要派及罗马天主教仍采用此五种论证法向人证明神

的存在，不过今日神学界对亚奎那氏这五点论证来说明神的存在已不太依赖了。相

反，各神学家都宁愿返回圣经启示中去看圣经如何论神的存在问题，所以称为「启

示神学」(Revealed Theology)来与亚奎那氏之「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作清楚

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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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圣经论神的存在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这是圣经第一句话，摩西写创世记时，他完全

没有想到要先证明神的存在。在全部圣经中，我们也找不到一处地方在证明神的

存在，神的存在是整本圣经的出发点(apriori)，也可以说是圣经最基本的假设

(presupposition)或说大前题。正如来 11:6 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对

一些人来说，圣经这种基本假设实在太武断或太主观了。不错，世上就是有人否

认神的存在。诗人也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 14:1），人否认神的存在不

是现代才有的事。不过，以圣经的观点来看，神的存在并不是人可否认得了。祂

就不存在，否认神存在的人往往要求基督徒用纯理智的方法来把神的存在「证明」

给他们看，他们才能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历史上就有 Anselm 和 Aquinas 所作的

努力以理性推论来论证神的存在。 

 但神的存在是属灵性的，而不属理性推究的，虽知，人的理性只不过是被造

之人的一部份。理性的运用也仅限于被造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范围内。因此德国

著名哲学大师 Emmanuel Kant（康德）在他那本「纯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书中也如此承认：「基督教是属于形而上的客观真理，因此，基督教是

一个超自然的宗教，因为它承认有神存在；神是伟大超自然，空间的事实，既然

神的存在是属超自然范围，为此，有限而受造的人就不能用纯理智的方法去把神

的存在证明出来，因为神的存在是属灵性的，而不属理性推究的范围内的。」 

 如此，对神的存在问题接纳与否，在乎「相信」，不在乎「推究」一个人若

单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一味要求分析求证，他就无法相信神的存在是真理事实，

这不是说基教蔑视人的理性，只是说若人纯然抱相信神的态度，神的启示反而光

照他的理性，使他更能认识神的真实。 

 神为了满足人类理性的要求，祂也显示出祂存在的证据来：－ 

１． 神在宇宙现象中显示祂的存在和性格（罗 1:20；诗 8:4-9；诗 29:10；诗 97:2-6） 

- 这就是「普通（自然）启示」(General (natural) revelation) 。 

２． 神不但创造了宇宙万象，而且也控制着世界，在人类历史中，祂常常直接对

人显示祂自己的存在，使人知道祂是又真又活的神，更重要的，祂以「道成

肉身」的方式亲自降临世界，藉祂儿子耶稣基督将祂显示出来，（约 1:18，

腓 2:6；来 1:13；西 2:9；约 10:30,38；17:11,22,23,24） - 这就是「特别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总之，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耶稣基督可说是神存在最好的

证明也是最客观旳证据，为此四福音书记载基督生平是证明神存在最有力的

文献了！ 

 

２． 神的名称 (The name of God) 

神用不同的名字将祂自己启示给受造的人类，同时，神用不同的名来启示祂自己，

乃是祂的位格之另一标记，也是一种警告，免得人们对祂的本体有任何神秘和哲学的

误解。（诗 48:10）（诗 76:1）（赛 30:27） 

１．普通属名 Generic name 

A. 神（上帝）：以罗欣     （创 1:1）：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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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这名：是力量之意 Strength，特别指出神是无限量的能源(energy)

及绝对的能力，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这名在旧约一共享过超过 2,550

次，elohim 是单数的复名词，暗示三位一体的神（创 1:26-27；3:22）同时，

这名字更含有神是一位绝对超越者(the absolute transcendent one) 。 

Ｂ． 主神：亚多乃      adonai（创 15:2）Lord: 

 是主宰(master)之意，指出神是元首，指挥者和统治者，是一位有无上

权力的一位(a sovereign one)（参赛 6:1）。这名在旧约用过 340 次，在新约

耶稣基督常称为「主耶稣」（参腓 2:1-11） 

 

２．固定名 Proper names 

A. 神 大能之意 (mighty) 

 能力之意 (power)是人敬拜的对象 

 至高的神 (The most high God) 

 注重神  (创 14:18-22) 

 某方面 大能的神 (Almighty God) 

 的特性  (创 17:1)(诗 54:1) 

 永生的神 (Everlasting God) 

  (创 21:33)(诗 135:13) 

 

Ｂ． 耶和华神 是用得最多的名字 

 Jehovah 在旧约出现有 6,823 次 

 意义为「自存者」(the self-existing one)(出 3:1-16)(6:2-8)这名特别

表示出神是永恒的存在者，是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同时，

这名亦指出「神是立约者」(a covenant God)具有永不改变的属性。然

而，耶和华这名更含有救赎之意义，因为是这位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

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又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 

耶和华另有七个复名如下：－ 

１． 耶和华以勒 Jehovah – jireh – 耶和华必预备（创 22:13-14） 

２． 耶和华米吉达森 Jehovah - mekaddaschem – 耶和华使你们成圣

（出 31:13） 

３． 耶和华拉法 Jehovah – ropha – 耶和华是医者（出 15:26） 

４． 耶和华尼西 Jehovah – nissi – 耶和华是我旌旗（出 17:8-15） 

５． 耶和华沙龙 Jehovah – shalom – 耶和华赐平安（士 6:24） 

６． 耶和华罗依 Jehovah – roi – 耶和华是我牧者（诗 23:1） 

７． 耶和华齐根努 Jehovah – tsidkenu – 耶和华我们的义（耶 23:6） 

８． 耶和华参马 Jehovah – shammah – 耶和华的所在（结 48:35） 

 

Ｃ． 万军之耶和华   

Jehovah Sabaoth 为「天上地下众生之神」之意（赛 1:24，耶 31:35）(The 

host of heaven and earth)在旧约用过 2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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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人性的名 Personal names 

 在旧约，神启示祂为万有的创造主，历史的主宰，人民的审判官及被拣选百

姓的拯救者，但在新约神启示祂的名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就是神，有比较个人性

亲切的名： 

Ａ． 天父 (Abba, father) 

 在旧约也提到神是父，不过通常那是指神为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父（参

申 14:1；32:6；赛 63:16；耶 3:19；31:9,20），另一处提到神是个人的父，所

以诗人宣称：「父亲怎样怜恤祂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祂的人。」

（诗 103:13）有先知玛拉基也追问：「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玛 2:10 ） 

 在主耶稣的教训中，祂经常强调神为「父」，而且在使用这个字时充

满着温暖及亲切，在四福音书的作者中，有两位特别强调耶稣论及神为父

的教训（马太提到 44 次，约翰则提到 120 次之多），典型的例子；太 5:44-45；

18:14；可 14:36；路 12:32；路 23;34；约 10:25）。 

 从可 14:36 中，我们可推论耶稣的母语称祂父所用的字是“abba”，

这个亚兰语正是巴勒斯坦的孩子日常称呼自己父亲的用语，来说明祂与父

神是何等亲密的关系，祂又指出天上的父就是全能的神，是受人敬爱，也

受人敬畏的。（参彼前 1:17） 

 彼得及后指出凡有「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罗 8:14-17） 

 使徒约翰又指出：「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

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约壹 3:1） 

Ｂ． 灵 (Spirit) 灵成为肉身 

 主耶稣说：「神是个灵」（约 4:24），本是隐藏人不能见的本体(an invisible 

being)；但这位灵的神郄「道成肉身，成了耶稣基督，住在人类中间」（约

1:14）这也是「以马内利」的名义：神同在。正如 Carl Henry 博士说：神

与我们同在乃印证了父神将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恩赐和内住的圣灵恩赐屏

合在一起。 

 

４．其它的名称  

Ａ． 盘石 – 表示其稳固之意（申 32:4,15；撒上 2:2；诗 92:15） 

Ｂ． 审判主（创 18:25；诗 50,7；徒 10:42，提后 4:8；来 12:23） 

Ｃ． 君王（诗 10:16；24:7-10；44:4） 

Ｄ． 牧者（结 34:11-16；赛 40:11；诗 23:1；来 13:20；彼前 2:25,5:4） 

Ｅ． 是首先末后的（赛 44:6，48:12；启 1:11, 17；2:8；22:13） 

Ｆ． 盾牌（创 15:1，申 33:29）刀剑（诗 3:3；28:7；115:9；119:114） 

Ｇ． 高台（诗 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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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神的位格 (Personality of God) 

Ⅰ. 位格的意义 

 在心理学上「位格」personality 这词乃是指一个人具有思想感觉，行为的

特征(The total pattern of characlesistic ways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behaving that 

constitute an individual)思想就是理性部份，感觉就是感情部份，行为就是意志部

份，不过，大部份神学家说神是有「位格的」(personal)而不说祂是「一个人」(a 

person) 。因为所谓的一个人，会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伟大化了的个人，从而把神

看为一个人而已。 

 另外，「位格」含有两个要素：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及自我决断

(self-determination)这用在神身上也非常适当，因为神是自主自决的神。 

 

Ⅱ． 圣经对神位格的描述（神是没有形体的）申 4:15 

１． ｕ（申 5:26；书 3:10；撒上 17:26；赛 37:4；耶 10:10；23:26；但 6:20；太

16:16；约 6:69；罗 9:26；林后 6:16；启 7:2；徒 14:15） 

 神是有永远生命的，因此祂有永不止息的动能(infinite energy and 

activity) 。因此人要渴想神(诗 42:2)呼求神(诗 84:2)归向神（徒 14:15）指

望倚靠神（提前 4:10；6:17）服事敬拜神（帖前 1:9；来 9:14）。但人亦会

离弃永生神（来 3:12），这就是罪的本质。 

２． 智能聪明的神（赛 11:2,3） 

知识 – 神有理解事物的知识，亦能将知识沟通给人类（启示） 

谋畧 – 神有洞察事物的能力能知道事情的底蕴，判别事情的真伪，更

有高明的谋算筹划。 

智能 - 神有辽阔广博的思想，能将事物贯串起来，并循着有目的的加

以适当调配运用。 

３． 神有忧伤的感性（创 6:6）（士 10:16）（弗 4:30）（参约 11:33-35 耶稣忧愁

哭泣） 

４． 神有喜悦的感情（赛 62:5；诗 69:30,31；箴 16:7；来 11:5）（参路 10:21 耶

稣欢乐） 

５． 神是灵（约 4:24） 

申 4:15 明说神是没有形体的，耶稣则明说神是具有灵性的位格的。 

神是灵乃表示：－ 

ａ． 神是超物质的无形体 (God is Immaterial and Incorporeal)（参路

24:39） 

 神受物质限制，祂驭驾物质，祂创造及支配物质。 

ｂ． 神是眼不能见的隐身体 (God is Invisible, human eye cannot seen)（罗

1:20；西 1:15；提前 1:17；6:16） 

  因此神是可以自由运行不受空间的限制（参约 20:19:26）这是

神的无所不在性(Immensity of God) 。至于圣经中亦有些地方说神

以某种形体向人显露：手（赛 65:2；来 1:10）；脚（创 3:8；诗 8:6）；

耳（尼 1:6；诗 34:15）；眼（王上 8:29；代下 16:9），这些都是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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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的描述 (Anthropomorphism) 。神为了适应人的思想，所以用

人能以明白的形体来象征神的存在和作为。 

ｃ． 神能渗透万物，亦能超越万物：这是神的「内在性」(Immanent)

和「超越性」(Transcendent)（内在性 – 耶 23:23-24）（超越性 – 

代下 2:6） 

ｄ． 神是活泼的生命能力 (God is living power)（约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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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神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 

Ⅰ. 神的属性之定义 

1. 指任何属于神本的正确认识。(What ever God has may be correctly ascribed to 

God.) – A.W. Tozer. 

2. 藉着圣经所启示的，得以认识神在诸般行动和工作中彰显其完全的本性。 

 (These perfections of God which are revealed in Scripture and which are exercised 

and demonstrated by God in His various works. – Fled. H. Kbooster). 

 

Ⅱ. 神的属性之区分 

1. 不可沟通的属性（绝对的属性）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或称 Non-Moral A.

即是说神那些绝对完全的属性是一切所造之物所无的，只有神独有，以表明

祂是超越的。 

2. 可沟通的属性（相对的属性）Communicable Attributes.那是说神所具有那些道

德的属性是人类也能够有的，而神的道德属性郄是无限的。 

 

Ⅲ. 神的属性之类别 

Ａ． 不可沟通的属性 

１． 自存性或独存性(Aseity)(independence) 

 神是不须要自身以外的条件才能存在的，祂不像人需要依靠他

本身以外的条件才得存在（如人需要空气、食物、食水才能存在）。

神是「自身存有」(Being-itself)，而不是「一个存有」(a being)（英文

Aseity 是拉丁字源 a se esse 意即 being from oneself – 从自身而来之存

有）。通常英译作 Self-existence（自存）。用抽象方式来说，神有绝对

的本体上的独存性，因此，神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一切受造之物都

要依靠祂才得存在。（约 5:26；出 3:14；诗 36:9，33:11；弗 1:11） 

 安瑟伦(Anselem)在他所着的 Proslogion一书中第十九章对于神的

自存性有如下的一段话：－ 

「那么祢不是昨日已经过去了，祢也不是明日将来临的，祢昨日，今

日，明日都存在。其实，祢甚至于昨日，今日，明日都不存在。祢存

在，祢的存在在一切时间之外，因为昨日，今日，明日都属于时间；

然而，虽然没有祢就没有东西能存在，祢并不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里，

反之，万物郄都存在于祢。因为无物能包容祢，祢郄包容着万有。」 

２． 神的不变性(Immutability)(Imchangeableness) 

（诗 33:11；雅 1:17；出 24:14；民 23:19；玛 3:6） 

 神的本质永不改变，祂是贯切始终的神，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

一位生长的神或发展的神这种概念。祂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

神；英国圣公会神学家 James I. Packer 在他所着“Knowing God”一书

中指出，神的不改变可由几个角度解明：－ 

ａ． 神的「生命」不改变（诗 102:26-27） 

 创造者和受造者之间最大之差异，就是受造之物有改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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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造者则绝不会改变，神永远存在祂的生命不会变老及衰微，

不会加添新力或失去原气，不会随时间变得更强壮或更软弱或

更聪明，祂自始至终是位完全的主，祂自己拥有无穷生命的大

能。 

ｂ． 神的「性格」不改变（出 34:5-7） 

 人一生的性格会前后不同，但神的性格不会改变，从前如此，

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其实神的名「耶和华」立约的含义正

表明祂是守约的神，是信实不变的神。 

ｃ． 神的「真理」不改变（赛 40:6-7） 

 神的话永远坚定，永远代表祂的心意，祂不会改变思想，以致

要修改所说过的话，也没有任何环境难倒祂，使祂的话不能达

成。因此，当我们读圣经时要切记，神的命令，吩咐，警告都

与我们有关，我们应该寻求祂如何藉祂的真理使我们完成祂的

旨意。 

ｄ． 神的「方法」不改变  

 自创世以来，神工作的目标和原则恒常不变，因此从祂对待圣

经中各人物的方法中，我们能明白祂现在对待我们的原则，让

我们循着祂的法则活在祂面前，进行祂的工作。 

ｅ． 神的「目标」不改变  

 撒母耳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祂

逈非世人，决不后悔。」（撒上十五 29）后悔就是推翻先前的判

断，改变行动的计划。神绝不会如此，祂也不需要如此，因为

祂的计划是根据对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的知识与主权而

定的；绝不可能有突发事件或意料之外的发展，使祂吃惊而改

变目标，不错，有些经文说到：「神后悔了。」（参创 6:16；撒上

15:11；耶 18:8）但每一处神改变对待某些人的方法，都是因为

那些人对神加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有某种的反应造成的（参拿

3:5-10），而这些经文没有说他们的反应出乎神的意料之外，使

祂大吃一惊，不在祂永恒的计划中。请注意，神开始用一个新

的方法对待某人，并不是表示祂永远的旨意改变了，因为祂是

无限的全能者，祂有绝对的主权这样做。（请参李保罗对「神后

悔」这观念的详细诠释，圣经报，复刊卅二卷一九七八年一月

号，第 21-22 页，又二月号第 18-21 页） 

ｆ． 神的「儿子」不改变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耶稣

基督当日如何以传扬神的道，建立神的国为要，今日祂仍然如

此关切带领信徒，当日祂的话如何充满智能使一切辩驳的人站

立不住，今日依然；当日祂与人的接触如何满有能力，慈爱，

恩惠，今日凡来到祂面前的人仍能体会祂的能力和恩慈；当日

祂如何训练门徒，又为他们代求，今日仍然如此对待祂的仆人

使女。「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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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这个事实是我们属神的人之有

一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我们今天就是事奉这一位永不改变的神

子基督。 

３． 神的无限性及无穷性(Infinity)(Immensity) 

 「耶和华说，我岂不也为远处的神」（耶 23:23）又说：「天是我

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赛 66:1）因为，神是超越伟大无比的

（Transcendence and Greatness），祂超越一切空间，完全不受任何限制，

约伯的朋友以利户见证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祂的年岁不能

测度。」（伯 36:26）。摩西亦说：「耶书仑哪，没有能比神的，祂为帮

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神是你的居所，祂永久

的膀臂在你以下。」（申 33:26-267），诗人亦称颂说：「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祂的智能无法测度。」（诗 147:5）然而，这位伟大无比的

神郄关注世人「也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赛 57:5）。亦「爱世人，

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 3:16）。 

4. 神的永恒性(Eternity) 

 摩西祈祷说：「诸山未曾造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

永远，祢是神。」（诗 90:2）诗人也说：「惟祢耶和华必存到永远。」（诗

102:12）「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祢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

祢郄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祢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

就改变了，惟有祢永不改变，祢的年数没有穷尽。」（诗 102:25-27）（来

1:10-12）神的永恒乃说明祂是「永无穷尽的」，祂既无始又无终，又

无发展，换言之，祂是超越时间的，正如 Louis Berkhof 说：「在神只

有永远的现在，并无过去与未来」- 基督教神学概论 P.35。 

 保罗颂赞神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杇坏，不能看见永世

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提前 1:17），保罗是说

神的君权也是永恒的，祂的统治主权无始也无终，绝对无竞敌能夺取

的，诗人说：「祢的宝座从太初立定，祢从亘古就有。」（诗 93:2）又

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祢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诗 145:13）；在

神永恒的国度里，祂的子民都欢呼说：「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

锡安哪，祢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 148:10） 

5. 神的无所不知(Omniscient) 

 神对于万事万物，不论是实有的或隐藏的，也不论是过去的，

现在的，或将来的，祂都全知；由于神是全能的，因此祂能知道一切，

祂既创造万有，因此祂必然知道万有的后果。诗 139:1 大卫说：「耶和

华啊，祢已经鉴察我，祢又认识我。」「鉴察」这字乃是含有「彻底察

验，调查」之意，换言之，神连大卫生命中最细微的事祂都全知道，

包括他的意向(intention)神都知道，这是只有神才有的属性，没有人能

比神知道得更多，人所知道的最多也只是不完全的真理，神郄知道一

切和无所不知，只有神可以说是真正知道和真正了解。 

 约伯友人以利户说：「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伯 36:4）这位

知识全备者「眼睛亦鉴察列邦。」（诗 66:7）祂亦「知道人的意念是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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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的。」（诗 94:11），而且「祂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祂都鉴

察。」（箴 15:3）更宝贵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

慈爱的人」（诗 33:18）又「祂的眼目看顾义人，祂的耳朶听他们的呼

求。」（诗 34:15） 

 大卫惊叹地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祢竟认识他，世人算甚

么，祢竟顾念他。」（诗 144:3） 

6.  神的无所不在(Omnipresent) 

 全能无始无终的神贯彻和充满在全宇宙中，每一处地方都有祂

的踪迹。大卫亦承认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无论白日黑夜，他也无法

躲避神的面。（诗 139:1-12） 

 保罗对雅典的哲士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

作，存留都在乎祂。」（徒 17:24-28） 

 耶利米先知亦见证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

远处的神么？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密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

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么？」（耶 23:23-24） 

 这位无所不在的神，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Ｂ． 不可沟通的属性 

１． 神的爱(God’s Love) 

 使徒约翰明说：「神爱世人」（约 3:16）又说「祂既然爱世间属自

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 13:1），他在书信中亦指明：「神是爱」（约

壹 4:8）。为此，爱是神一种基本道德属性。 

 在旧约中，先知以赛亚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题

起祂的慈爱和美德，并祂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祂的怜恤

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赛 63:7）耶利米先知亦说：「耶和华向以

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 31:3） 

ａ． 在旧约中，希伯来文论爱有三个字 

1.  (225 次)是指情感的爱和诚挚喜悦的

爱 erotic love 

2.  是指蒙拣选的爱 elective love 

3.  是 指 立 约 的 慈 爱 covenantal love, 

faithful love (kindness mercy) 

Ⅰ. 摩西五经中神的爱 

创世记 － a. 最早形容神的爱是在创 19:19，罗得经历

神「莫大的慈爱」。 

b. 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寻找到利伯加时

称颂神「以慈爱诚实」待他的主人（创

24:27） 

c. 雅各认见哥哥以扫前向神祷告：「祢向仆

耶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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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创 32:10） 

出埃及记 － a. 过了红海后摩西歌颂神：「祢凭慈爱领了

祢所赎的百姓。」（出 15:13） 

b. 摩西在西乃山顶拿着两块石板，神向他启

示「…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 34:6） 

申命记 － 神拣选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作为蒙爱的对

象（申 7:7-13）又参（4:37；10:15；23:5） 

Ⅱ． 智能书中神的爱 

约伯记 -  约伯的祷文中提及神「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伯 10:12） 

箴言   - 「耶和华所爱的,祂必责备。」(箴 3:12) 

Ⅲ. 诗篇中神的爱 

5:7；6:4；18:50；89:1,28；107:1； 

136:1-26；138:2；144:2；149:4。 

Ⅳ. 先知书中神的爱 

 先知们利用他们浓厚的宗教背景和遗产，将神的爱作

多方面的解说及宣讲，所有希伯来字汇中形容神的爱，怜

悯，恩慈都充满在先知们的信息中，而且都是很生动及有

力的宣讲出来。 

何西亚书 -  何西亚先知以自身的经历来宣讲神的爱，

他用 âhêb 有 18 次，而用 chesed 则有 6 次。

（cf.3:1；11:1-4，8-9；14:4-8） 

以赛亚书 - 以赛亚则以神的恩典和怜恤来形容神的

爱。（赛 54:7-10；63:7,9） 

耶利米书 - 耶利米宣讲神立约的爱。（33:11；31:3） 

弥迦书 - 弥迦则宣讲神赦罪的大爱。（7:18-20） 

但以理书 - 但以理在祷告中称呼神为「守约施慈爱」

的神。（但 9:4） 

约拿书 - 约拿感受了神的爱（2:1-7），他虽心中不悦，

仍知道神是爱（4:2）；神答复他拯救尼尼微

的理由因为神爱尼尼微人（4:11）。 

西番雅书 - 西番雅在审判声中歌颂神的爱。(3:17 ) 

哈该书 - 哈该则提及神拣选的爱。（2:23） 

玛拉基书 - 玛拉基启示神责备以色列背道说：「我曾爱

你们。」（1:2） 

结论： 在旧约中，神拣选的爱是不受任何约章所限制的，

主要发自出于祂本性里所要爱的人，旧约学者 J. 

Barton Payne 认为 âhêb 是代表「神至高无比主权的

终极范畴」。（“The ultimate category of God’s 

beneficent Soverlignity” ) (Theology of Older 

Testament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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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爱的结果便是与祂拣选的人立圣约。(参申 4:37：

7:7-8)，而「立约的爱」chesed 就表示神恒忍及绝

对忠诚的态度，这便是祂信实的属性表现，由于

祂是信实的，故祂的爱永不改变，对祂所爱的人

矢志不渝！ 

ｂ． 在新约中，特别强调父神爱祂的儿子，特别藉儿子完成救赎工作

来表明祂伟大牺牲的爱：－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约 3:35） 

 「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祂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

给他看，叫你们希奇。」（约 5:20）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 15:9）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祢已经爱我了。」（约 17:24）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西 1:15） 

 「神差祂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藉着祂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

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

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壹 4:9-10） 

 神哲学家 John Hick 说：「总之，神的爱之属性乃是祂恩典的

极致表现，也是祂力量的极致表现，神的爱保证了人的最终完满

与幸福的无上爱。」－John Hick, Philosophy of Religion P.18. 

 

２． 神的圣洁(God’s holiness) 

 「圣洁」希伯来文    Qadash 意思是「分别」（apartness, set 

apart）。神的圣洁便是指神与祂一切受造的有分别，换言之，神是超越

的；神圣洁这个属性便指出神人之间及神与世界之间有一度鸿沟。这

度鸿沟可算是神的伟大感与他在感（Greatness and Otherness），是与别

不同的一位(the wholly other one) 。这种感觉由以赛亚先知表达了出

来：神是「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

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赛 57:15）（参诗 99:1-9） 

 从消极方面来看，神的圣洁是断然与罪恶不能兼容的，先知哈巴

谷说：「祢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哈 1:17）为此，神是憎

恶罪的，从这便知道神实在具有卓越的道德属性（God’s holiness denotes 

His moral excellence ）。我们面对神完全的圣洁，我们只能越意识人的

污秽和罪恶，我们要带着痛悔的心灵和战竞的心情来瞻仰和敬拜这位

至圣至高的神。彼得亦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

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前 1:15） 

 

３． 神的公义(God’s righteousness) 

 公义希伯来文     tsedagah，意思是「正直的标准」和「合

乎规范」，同时亦包括「秉公执行审判」之意义，所以说神是公义的，

乃表示神审判人，是祂公义正直的属性之彰显；由于神有公义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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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祂制定律法，指导人过正直和合乎规范的生活，若人不遵守祂的

律法，祂就要公正的惩诫及审判那些藐视祂律法的人，保罗说：「凡在

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罗 2:12） 

 在旧约中，神常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创 18:25；诗 7:8-11） 

 在新约中，神的公义在基督救赎事上表彰出来，因为基督的死是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以致在神命定公义行动眼光中，将基督的义归

在人身上且接受那些相信的人为义。（神的公义就产生了人的正义感和

公正的法律体系） 

 

４． 神的良善(God’s goodness) 

 良善希伯来文    tub 是宽容恩慈美善之意，故神是良善的乃

说明神以宽容，恩慈，美善的态度来对待祂受造的人类。(God deals with 

His bountiful benevolence merciful love to men) 

 大卫说：「耶和华善待万民，祂的慈悲覆庇祂一切所造的。」（诗

145:9） 

 主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可 10:17） 

 保罗和巴拿巴对路司得人说：「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

神…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

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徒 14:15,17）神以祂的恩惠善待世上所有人

类，神学家们称之谓「普通恩典」（Common Grace ），以兹将「特殊恩

典」(Special Grace)加以区分出来，因为「特殊恩典」是指救赎恩典，祇

是赐予神拣选蒙恩得救的人。 

 

5. 神的真实(God’s Truthfulness or Veracity of God) 

 真实希伯来文     emunah 是真诚实意之意，神是真实的乃

暗示神绝对不会虚伪；祂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因为祂是信实可靠的。

摩西曾说：「神是盘石，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

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申 32:4） 

 先知以赛亚亦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

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

也从我眼前隐藏了。」（赛 65:16）这里「真实」一词在希伯来文为     

Amen 阿门即诚实之意。 

 

６． 神的美(god’s Aesthety of Beauty of Gode)（赛 35:2） 

 在传统神学，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注意到神属性里

面的美。我个人觉得神的属性之一应该是美，神是美的神，创造之工

就是神美这个属性之彰显，宇宙问各种形体，光线，色彩，大小不一

的图案，各种美妙的声响郄刻划出神美的属性来。同时，神注重圣殿

的美，要所罗门王美化装饰要敬拜祂的地方（代下 3-5）；另外，天虹

艳丽的花朵，动物的形体，人体等都见到神创造之初之美丽设计。诗

104 述说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美好。为此，神既是美的，我们人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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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基督徒）便要注重美感对美学(Aesthetics)艺术要学习，欣赏，培养，

研究，发挥。因为美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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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三位一体的神 (The Trinity of God) 

引言：－ 

 「三位一体」(Trinity)这个用词未记载于圣经中，但并不意味着三位一体之神学教

义与圣经背道而驰。虽然圣经没有引用这个名词，但事实上，三位一体的观念郄在圣

经启示中，而且在神救赎启示上是一基本而重要的思想。同时，「三位一体」这「多」

与「一」的统一(Plurality and Singularity Combination)，在哲学与宗教上这种概念是有很

深长的意义。然而，「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信仰与神学中最难解说的一个问题，长久以

来，很多大神学家如 Calvin, Augustine, Luther 等都无法解得明白，今日的神学家亦复如

此，因为在我们人类的经验里找不到一个充份的模拟来说明宅。因此我们只能承认这

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唯一办法就是穷本溯源，回到圣经去探究这个繁复的神学观念。 

 

Ⅰ． 「三位一体」这词的意义 

  「三位一体」是说神有三个位格及同一本体；或说有三个同具神性的「位

格」存在。表面来看似简单，郄不易了解，圣经说明神以三位格来表露其存在：

圣父、圣子、圣灵。但这三位并非是三位个别独立的实体，也不是各占三分之一

的本体，而是「三而一，一而三」之存在，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

三个三格，一个本体 – 三位各具完全又神性之「位格」，各执神所备有的权能，

彼此密切的关联，臻于合一而彼此间郄有明确的分别。按地位而言，父，子，灵

是完全平等的，圣子并不低于圣父，圣灵也不低于圣父与圣子，换言之在地位上

祂们三者是权荣相等的，因为三位都是同一位神。因此，三位一体都具有神整个

合一的实质，在这实质中具有神种种的属性，如无限的知识，智能，能力，圣洁，

公义，慈爱，良善和真实。然而，祂们在工作上则有分别： 

  圣父 － 计划与创造（创 3:15；弗 1:4,9,11） 

  圣子 － 成就救赎之工（约 1:18；来 10:7-17；弗 1:7；约 17:4-5） 

  圣灵 － 实施与应用救赎（弗 1:17；彼前 1:2；弗 4:4-6） 

 不过，祂们是一起地工作，或说以完全和谐与一致的态度合作，其中一位在

工作，其它两位也知道，其中一位得荣耀尊贵，其它两位也一同得荣耀尊贵。 

 

Ⅱ． 「三位一体」的圣经证明 

Ａ． 三位都称为神 

 圣经所启示的是一位独特的真活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申 6,14）所以三位格都是神：－ 

１．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罗 1:7） 

２． 「未有万物之光，就有了道，这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 

 （约 1:1） 

3. 「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徒 5:1-4) 

Ｂ． 但三者亦有分开，不过仍是一体，一位神：－ 

１． 「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到祂身上，同时又有声音从天上传来：「祂就

是我所喜悦的爱子。」（太 3:17） 

２． 耶稣回答说：「最重要的诫命是：「听啊，以色列，主我们的神是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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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神。」」（可 12:29）这里强调真神的独一性，但仍是一体。 

Ｃ． 旧约圣经中「三位一体」的概念 

１． 创 1:2 神的灵就是受神所差派，果断的为神执行创世的计划。圣灵既

是神三位中之一位格，因此，这圣灵本身就是行动中的神。 

２． 旧约有「主的使者」的出现，有时可能是圣灵的表现，有时也许是圣

子的显示，但「主的使者」有时就是父神自己直接的显现。（参创 16:13；

出 23;20-21；士 13:21-22），若根据新约的见解看来，这位在旧约中屡

次出现的耶和华使者，以耶和华的身份讲话，实行大能，接受崇拜，

并且有权柄赦免罪恶，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祂是从父来的（约

16:28），替神说话（约 3:34；14:24），实行神的权能（太 28:18）；赦免

罪（太 9:2）又接受人的崇拜（太 14:33；约 9:38） 

３． 神的复数名称 

 在旧约很多章节提到神的名字时，都是用复数的，如 

 神有时用复数的代名词称呼自己：－ 

 「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创 1:26-27）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创 3:22）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创 11:7）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赛 6:8） 

 上述经文已暗示神提到祂自己的时候有三位一体的意思，旧约

圣经神学家 George A.F. Knight 认为这些复数代名词是一种「神性中含

有家族关系」的概念。「圣父」「圣子」「圣灵」便是这神性家族里的

成员了！ 

 另一方面，神有时问人说话时，亦显明三位一体的概念：－ 

 「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密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

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祂的灵来。」（赛 48:16） 

 我 - 神说话，耶和华差遣我 - 圣子，祂的灵 - 圣灵。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祂口中的气而成。」(诗 33:6） 

 命 – 原文为「道」(圣子) 。耶和华 – 圣父， 

 气 – 圣灵 。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

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赛 61:1） 

 主耶和华 – 圣父；我 – 圣子； 

 主耶和华的灵 – 圣灵。 

 不过，我们须注意，旧约始终没有将「三位一体」清楚启示出

来，只是暗示而已，「三位一体」在新约中才明显启示出来。 

Ｄ． 新约圣经论「三位一体」 

１．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太 28:19） 

２．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林后 13:14）保

罗是用当日基督徒所通用的「公式」来祝福哥林多信徒，这反映出当

时基督教会所信奉的神是由父，子，圣灵三位所构成的。启 1:4-5 也有

同样的问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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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至高都的能力要荫庇你，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

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４． 「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 12:3） 

５．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

督…」（彼前 1:2） 

６． 弗 1:3-14，3-6 述说父的拣选。7-12 述说子的救赎 13-14 述说圣灵的印证。

而每一段均以「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作结尾。 

7. 在约 14-16 章主耶稣的谈论中清楚教导了三位一体的真理，特别着重三

位的工作和彼此间的关系，例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14:1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祂要将一切事指教你

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14: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祂来了，

就要为我作见证。」（15:26） 

８．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论完主再来和敌基督之显现后，便勉励帖撒罗

尼迦信徒说：－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祂从起初拣选

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藉我

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

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

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帖后 2:13-15） 

 

Ⅲ． 「三位一体」的工作及职份 

 著名的荷兰神学和政治家凯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在他的神学论着

「圣灵的工作」一书中，归纳父、子、圣灵在救恩工作上所显的特性，说父是创

造的那一位，子是建造的那一位，圣灵是成全的那一位。他又说在旧约里，父的

工作比较明显，偏重先知职份，预言救主的来临。在四福音书里子的工作比较明

显，偏重君王职，形容天国的降临，在使徒行传及其余新约书卷中，圣灵的工作

比较明显，偏重祭司职，因圣灵住在教会当中，把基督所成全的救恩带给人，与

人有团契。 

 由于父在永恒中讲话，是为先知，无所不知；子为全能的道是为君王，在历

史中执行审判，无所不能；圣灵为父子口中所吹出之「气」，实行祭司职务，无

所不在，建立神与人的关系。当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

能，无所不在，因三位同属于一个本体。三职份彼此有相重迭之关系，每一职份

必定连带其它两个职份，神所行每一样事都牵涉到三个职份，只是许多时候，其

中之一个职比较明显和突出而已。 

 

Ⅳ． 「三位一体」的实际应用性 

父神 -  创造万有的大主宰，亦是历史的主宰，可从六方面证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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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计划整个宇宙 Foreordination 

2. 神设计救赎计划 Predestination 

3. 神创造世界万物 Creation 

4. 神维持世界万物 Preservation 

5. 神引导护理世人 Providence 

6. 神垂听世人祈祷 Prayer 

圣子 –  1. 将父神显明出来 

 2. 成就神的救赎计划 

 3. 救赎世人脱离罪的捆绑 

圣灵 -  1. 应用神藉圣子完成的救赎工作在罪人身上 

 2. 促使信徒获得成圣的生活 

 3. 赐予属灵能力和恩赐给信徒来建立教会和事奉神 

 总之，三位一体的真理会带给世人秩序，意义和实际，故此，不是抽象的理

念，而是可以经验到的，而经验的媒介就是信心。 

 

Ⅴ． 教会历史对三位一体的讨论 

1. 教父时期(Apostolic Fathers) 

 初期教会的教父们的著作中都有论述三位一体的关系；关于基督与圣

父的关系，他们认为基督是圣父的儿子，圣父将其独有的诸属性归与基督。 

2. 初期讲教者(Apologists) 

 这群人意图构造一种基督教神学，并要研讨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对讲教

者而言。三位一体是一个深奥的问题，他们察知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多

避而不谈，所以并没有甚么论着讨论三位一体。 

3. 爱任纽(Irenoeus) 

 在他与诺斯底派的争论中，他不用推理，而仅根据圣经信仰之标准来

教导三位一体的真理，说圣子圣灵都参与圣父的本质。 

4. 特土良(Tertullion) 

 特土良定义神为父，子，圣灵，他为表达其思想，便首先起用「三位

一体」(Trinity)这个名辞，他说：「在各处，我们都主张一个本质附有或结合

有三个一致的适合物，藉着本质的统一，一切都是出于一，在形式上有三个，

但在实质与能力上，只有一个。」他为要清楚表达其思想，便引用自然界的

比喻。他说父、子、圣灵之关系，犹如树根，树汁与树干之关系一般。又如

泉源，流水与河之关系一般。不过，在特土良的思想中，他视基督为一个「次

位神」，因为他说子是取自于父，并参与父的程度较少，而且他认为在创世

以前，子还没有产生。 

5. 俄利根(Origen) 

 俄利根摒弃特土良的看法，他说基督从永恒到永恒都是一个位格，他

说：「祂的出生是永恒的，正如光辉永远从太阳照射出来一般。」因此俄利根

建议采用子与父同永恒，同等的观念；在以后教会的信条论及三位一体教义

时，大都表达了这个观念。 

6. 一神教论(Monarch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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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三世纪之时，由于斯多亚派和拍拉图派哲学思想的影响，而

引起对基督神性完全的否认，并且企图降低祂的等次，认为祂是受世界的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这一种主张称为一神教论或神格唯一论。即是把父、子

和圣灵完全当作一个位格。一神论教可分为两种：- 

① 动力一神教论 -  主张说基督仅是人，被拣选的，受黙示的，被神所

高举的，并强调基督优越之德性，基督仅因得儿子

名份才成为神的儿子。 

② 形相一神教论 - 他们认为基督与圣父同一，并认为基督为圣父显明

其本身诸形相中之一形相，这样推论给果，便导致

「幻影说」(Docetism) 

 这一神教论的争论直至 325A.D.所举行的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ene)中才得解决，在亚历山大大主教亚他那修(Bishop Athanasius)的影响

下，大会宣布基督具有完全永远的神性，祂被称为「神之神，光之光，唯神

之神，与父同为一实质（一体）。」(“God of God, Light of Light, Very God of Very 

God, being of one substance with the Father.”) 

7. 萨比连派(Sabellianism) 

 这一罗马异端教派的观点认为在神性中只有一个位格，而父，子和圣

灵等名称不过是指这一个位格的不同功能，在创造世界这方面祂被称为父；

在作为世人救主这方面祂被称为子；和祂在人心里作工的时候被称为圣灵；

如果这样说法是对的，那么，其结果就是神在成为子以后就不再是父了，祂

成为圣灵之后也就不再是子了。道成肉身被眨抑为在耶稣这个人里面的本性

暂时的联合，这种观点与圣经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不久就遭教会所拒绝了。

在主后 263A.D.年，萨比流派的学说便在罗马的教会大会中被否决而定罪。 

8. 索西尼派(Socinians) 

 这一异端教派仅承认基督是一个人，而且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们

只承认祂从神那里得到比以前任何先知与教师更先进的启示，这种观点很快

便被教会定为异端，可是这一派学说的流毒继续在教会历史上存在，例如今

天的新神学派在本质上就是主要拒绝宗教超自然的部份。这多少是与索西尼

派的遗传相类似的。 

9. 亚流主义(Arianism) 

 亚流主义说：「基督不是从神的实质创造出来的。」(Christ was created not 

from the substance of God.)，因此，基督不是与神同等的，基督只是半神，即

是说圣子不是神，但圣子郄有神性。这样说法，即是说基督是有限的，这明

显与圣经的教训相违了。因此，亚流主义亦是异端，教会拒绝定罪。 

10. 奥古斯丁(Augustine) 

 奥古斯丁对于三位一体教义的论述是声誉卓著的，而且他更促进这一

教义的发展，他那本论「三位一体」的书是教会一直来标准的著作。奥氏强

调神的统一性，他说在本质上，本性上，能力上，意志上，神是一个；三位

一体的位格，彼此间并无差别，从神整个本质看来，他们彼此是同一的；在

这种意义上，他引用「本体同一」这个用词，说明三个位格的各个位格都是

平等的。更且，奥氏坚持说若，无一位父，子，圣灵的神，就无所谓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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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大体上，历代教会都接受奥氏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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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神的作为  

 神人摩西说：「主耶和华啊，在天上，地下有什么神能像祢行事，像祢有大能的

作为呢？」（申 3:24） 

Ⅰ． 创造的作为 

 神是「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直活到永远永远的神」（启 10:6）

创造之工是祂伟大全能之表现和彰显。神创造之工不单记载在创世记一至二章

中，旧约新约都有不少经文论及神的创造。例如在先知书中，就有：赛 40:26,28；

42:5；43:7；44:24；45:12,18；耶 10:10-16；摩 4:13。在诗歌中有：诗 33:6,9；45:3-6；

96:5；100:2；102:25；104；伯 38:4 以下；在尼希米 9:6 亦提及创造。在新约中，

提及创造的，有下列经文：约 1:1-3；徒 17:24；罗 1:20-25；11:36；西 1:16；来 1:2, 

11:3；启 4:11；10:6。 

 来 11:3 可说是讨论创造教义之起点：「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着神话

语造成的。」即是说创造这个圣经教义是建基于神启示（话语）的根基上，同时，

若要充分了解这教义的话，就必须用「信心」的眼光去领悟。这一点便与普通科

学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有极之不同的区别。正如神的救赎之工一样，创造之工的细

节是稳藏奥秘的，故此只能凭信心才能领会得到的。 

 另一方面，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创造之工中，关于父方面，如创 1:1；赛

44:24；45:12；诗 33:6；关于子方面，如约 1:3,10；西 1:16；关于圣灵方面，如创

1:2；伯 26:13；但这不是说创造之工是分配给神三个位格去完成，乃是说整个创

造之工是三一神的工作。 

 

1. 关于神创造之材料方面，来 11:3 亦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

出来的。」即是说，神是没有运用任何事先的物质或材料来创造宇宙万象。

神只凭着祂口所说的话「从无创造到有」(Created out of nothing) 。这正是「创

造」这字希伯来文    (Creatio ex nibilo)之意义。这「从无创造到有」（从

空无中创造的观念产生了两项重要的结果：－ 

1. 这个观念蕴涵着神和其所造之物之间的绝对分野。(God is distinct from 

His created universe) 

2. 被造物绝对要依赖创造主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即是说神是被造物继续

存在的源头。所以各宗教的祈祷与礼拜仪式，便表示出人的存，有无

时无刻对神产生倚赖感(sense of dependency) 。其实，我们人类在宇宙

中之所以能占一席位，并不是因为某种天赋权利，而是藉助神主权的

恩典，我们拥有的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施予者 – 神所赐的一件礼物，

我们应该以感激之情与负责任的态度接受下来。而且，更要将神赐予

我们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和「福音使命」(Gospel Mandate)

尽其所能发挥和传掦出去，使神因此得荣耀。 

 

2. 关于创造时间方面，我们必须知道，创造并不发生在时间里，因为时间本身

就是被造世界的一部份；「起初」乃表明历史时间的开始，从这种观点看来，

我们就不能划定说宇宙在时间上是有个开端的。神自己是居住在空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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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God is out of space and time)。这正说明神是永生的神，假如祂也受时

间空间所限制，祂就不是永生的神。传道者说得很对：「神又将永生安置在

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 3:11）摩西又说：「在

祢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 90:4）这经文便指出神

是时间之掌权者，祂能够随时在这个领域中自由往来，这正合乎祂那「无所

不在」的超然属性呢！同时祂的名称「自有永有」亦暗示祂与时间的永恒连

系，及对时间的完全操纵；从近代圣经学者翻译「自有永有」(I am that I am)

成为(I will be what I will be)便包含了神在过去和将来永远存在，直到无终的

万代。所以，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祂是「阿拉法，是俄梅戞，

祂是初，祂是终。」（启 1:8；21:6），因此就算宇宙灭没以后，神仍然一直存

活。 

 

3. 至于神创造的范围包括下列各样：－ 

a. 物质的宇宙（创 1:1，第一、二、四天）（地土，水，空气层，星宿，

太阳，月亮等） 

b. 宇宙光(Cosmic light)及原子能 

c. 植物(第三天) 

d. 鱼类(第五天) 

e. 飞禽(第五天) 

f. 动物 – 走兽，牲畜，爬行动物（昆虫）等（第六天） 

g. 人类（第六天） 

h. 天使（西 1:16）神服役的灵（来 1:14）在天人圣所服侍神和作神的使者。

（参启 4-5，诗 103:20；伯 38:7；但 12:1） 

 通常，生物学家将生物分类如下：－ 

 （各从其类 Kind），界（Kingdom），门（Phylum），纲（Class）， 

 目（Order），科（Fomily），属（Genus），种（Species）。 

 

4. 关于创造的次序，圣经启示与科学互相吻合就如宇宙光在太阳之光，无机物

在有机物之先，非脊椎动物在脊椎动物之先，动物在人类之先等。即是说，

低等动物首先被造，次序是渐进的，而以人的创造为其高峰，因此，创造过

程是「渐进发展」(Progressive development)而完成的。「这原是好的」和「事

就这样成了」这两句话一同表示神定意的一切发展，都按照神的旨意实现了。

这种顺序的创造发展更由近代历史的地质学所证实。但这与进化论所论述的

不同，从这一点我们看见神是有秩序，有计划的神，祂比一切科学家更科学，

祂给予祂所造的每一样东西有适当的名称，功用，地位和秩序，祂也按一定

的时间，步骤来实现祂创造的旨意。 

 

5. 神创造的目的，有四重目的：－ 

1. 为了祂自己（箴 16:4；罗 11:36；西 1:16） 

2. 为了祂自己的意旨和喜悦（弗 1:5-6,9；启 4:11） 

3. 为了祂自己的荣耀（赛 43:7, 60:21, 61:3；路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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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显明祂的能力，智能和圣名（诗 19:1；弗 3:9-10） 

总之，如 Strong 所说：「神创造的至高目的，不外乎祂自己。且是为了祂的

荣耀，以被造之物启示祂自己无限的完美。」 

 

6. 神造人的目的：－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赛 43:21）「美德」希

伯来文为     ，赞美，敬拜(Praise & worship)之意。所以基督徒应该

多多注重圣乐事奉，因为歌唱赞美是人类永恒的工作。 

 

Ⅱ． 护理的作为(Divine Providence)保护，治理 

 神的护理是属于神创造的系统和自然的结果(Providence is the corollary of 

creation) 。因为整个创造体系都依赖着神才能存在，不单只在创造之初是如此，

更也在万物继续存在也是如此。神不是「自然神论」(Deism)所说的，神创造完毕，

便撇下宇宙不理，任由它自生自灭。 

 「护理」一词虽不是圣经中的词措，但圣经郄有论及护理的教训，说明神如

何管治祂所造的宇宙，以表示祂关心祂所造的受造物。诗 65:9-13；66:7；诗 103:19；

诗 104:24-27；诗 135:6；诗 33:13-22；尼 9:6-7；弗 1:11；西 1:17；来 1:3。 

 

1. 护理的定义 

a) 「所谓护理就是指神的一项管理工作，藉此神保护和治理祂一切的受

造之物对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事而活动，指挥万事达其终局。」-  Louis 

Berhkof。 

b) 「护理是三一神继续之工作，使整个宇宙都在祂的管治下得以保持，

其目的乃要将祂自己的智能和慈爱能贯切地实施在其受造物身。」 - 

Kenneth Kantzer。 

c) 「万物的伟大创造者神实在是藉着祂的至智与圣洁的护理，根据祂无

谬的预知，自己意志的自申与不变的计划，又为了叫自己的智能，能

力，正义善良与怜悯的荣耀得着称赞，来保持，指导，处理并统治一

切被造物，他们的行为及所发生的事，从最大的以至最小的。」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2. 圣经中护理的事例 

自然界 书 10:12-14；诗 104:27-32 

植物 拿 4:6 

动物 拿 1:17；太 17:27 

人的出生 耶 1:5；加 1:15-16 

供给人之所需 太 3:45；6:8；11:26；徒 14:27 

引导神的子民 西 2:6；赛 42:16 

答应人祈祷 罗 15:30-32 

管理列国 伯 23:25；诗 75:6-7；徒 17:26；但 4:17-25；诗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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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护理的实据 

神护理之工可从以下情况中得以证实：－ 

․ 四季终年不息地循转；阳光雨水滋润地土，使百物丛生；倘大宇宙天

象依循轨迹和谐地运行； 

․ 万事万物有层有次按秩序结连和混合； 

․ 生物和植物的生命细胞的组合再分裂； 

․ 各种原子能量及微粒之相互反射而产生巨大的动能。 

 这一切现象都有神护理大能的手在其中(Dynamicism of God’s Creation) 

 正如英国科学家 Sir Edmund Whittaker 所说：「宇宙真体是一相互关联的

体系，拥有一理性和连结的完美结构。」 

 

 这就是近代科学研究所说的「划然断定性」了！(Predictability)，即是说

所有自然界存在物都有划一的定律 (Predictability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laws of nature)，这划一的定律便是神护理宇宙的一个工具了！ 

 至于有些科学家硬说宇宙是出于「机缘巧合」碰凑而成的说法 (By 

chance)，祇是一种盲目不信而已，完全不够客观去接受宇宙「划然断定律」

的现象。 

 

4. 护理的目的 

a) 护理之工显明了神是一位满有智能和恩慈的神，更是一位全能全在的

永恒主宰，以祂的无上主权来统理宇宙万物。（参罗 11:33） 

b) 护理之工保证了人类有永久的安全，亦使神的儿女们得着平安和安慰，

正如保罗所说：「万事互相効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罗 8:28）（参

林后 2:14；诗 4:8；诗 121:3） 

 

5. 护理与历史 

 神是「历史之主」(Lord of History)，即是说祂统管和主宰着整个历史的

过程；而在历史中，祂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 – 以色列国（摩 3:2）作为祂

给人类启示之媒介。在旧约将神的话传达出来，亦透过话语应许弥赛亚拯救

者之降临。（参申 18:15-19；徒 3:22-23；撒下 7:8-16）同时，神与选民立约亦

表明了祂持守立约时所说的应许直到祂千禧年国度的来临（申 30:1-10；撒

下 7:16；赛 65-66；何 1:10-11；2:16-23；珥 3:17-21；摩 9:11-15；撒迦利亚 14:1-21）。 

 另一方面，在历史里，神拆开了犹太人与外邦人「隔继的墙」（弗 2:14），

而启示了教会扩张的奥袐。（弗 3:1-11） 

 总之，全部圣经都显明了一主题，就是神拯救祂所拣选的人，也设立

荣耀的国度，使基督在其中掌权（启 5:10 ; 20:4-6），在历史里，没有人能阻

碍神这个完备的计划的。（赛 40:15；诗 2:4；徒 4:25-28） 

 

6. 护理与个人经验 

 在圣经中，神应许义人必蒙福泽（利 26:3-13；申 28:1-4；诗 72:7；诗

84:11；箴 11:25, 30）但义人则发问：为何恶人也享通蒙福？岂不是神护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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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完全？在神学上，解答这问题称为「神义论」(Theodicy)，意思是说，

在恶之存在这件事实之下，去证明神的善和护理，当然，「神义论」并不是

试图解释掉恶的存。神义论只是让我们作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可以使恶这事

实对于人对神的合理信仰，不是构成紧张的及无法克服的障碍。「神义论」

对于恶和苦难的的解答是：恶人发达及苦难的发生祇是暂时的，神如终彰显

其公义来审判恶人（参诗 37:16-22；91:8；谷 1-3；玛 3:13-4:3），另一方面，

神淮许恶人存在或延迟审判恶人乃是让恶人有机会悔改。（参罗 2:4；彼后

3:9；启 2:21） 

 至于义人又为何会受苦，解答如下：－ 

① 苦难使人受管教（诗 94:12；箴 3:11；来 12:5-13） 

② 苦难可使人受试炼后能大大服事神（林前 16:9；雅 1:2-12） 

③ 在受苦中若有好见证就能荣耀神（伯 1；2；42） 

④ 苦难是神命定的（帖前 3:3） 

⑤ 信徒受苦乃是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 1:24） 

 神的创造和护理作为显明了神是扮演创造主，亦是护理保持者(His role 

as Creator and Providential Protector) 。祂统管宇宙和恩典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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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神的预旨  

Ⅰ. 定义： 神的预旨是指神有永远的计划，这计划按祂所定的时候，陆续实行出来。

（赛 14:26-27；46:10-11；但 4:35；弗 1:9-11；3:11） 

  「神从永远，本着祂自己的至圣至智的计划，自由地，不变地决定一切

将要成的事。」（威斯敏德信条第三章第一条） 

 

Ⅱ. 性质： 神的预旨说明了神的旨意是绝对的，是发自祂心意的永远目的；透过祂

已定的预旨，万事万物都确定了。换言之，一切受造物之活动都包括在

神的预旨之中；同时，神有预旨，因为祂是全知的神，祂预先知道宇宙

的起始与终局，祂能在同一时间内知道过去未来所发生的一切事，因此，

神的预旨是广博的，亦是整体性的。祂就在历史的进程中，续渐将祂广

博而又整体性的计划有效地实施出来；祂的计划一经实施出来，就永不

更改或变易（来 6:17）「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致后悔」，

「因为祂逈非世人，决不后悔。」（撒上 5:29）「必不后悔。」是指绝不推

翻先前判断之意，或改变祂行动的计划。再者，神的预旨是以其智能为

基础的（弗 3:9-11），宅是在永恒里形成的，宅的意义也是永恒的。（弗

3:11） 

 

Ⅲ. 范围： 1. 宇宙的稳定（诗 119:89-91） 

  2. 万国万族的情况（徒 17:26） 

  3. 人类的生活（伯 14:5；诗 39:4） 

  4. 保存人的性命（创 50:20） 

  5. 人的寿命（伯 14:5） 

  6. 人死的方式和受苦（约 21:19）（帖前 3:3） 

  7. 人的自由行动（赛 44:28；弗 2:10；王上 12:15；路 22:22；徒 2:23；

4:27-28；罗 9:17；彼前 2:8；启 17:17） 

  8. 信徒的救恩（林前 2:7；弗 1:3，10，11） 

  9. 基督国度的建立（诗 2:7-8；林前 15:23） 

  10. 基督与祂的子民建立国度的工作（腓 2:12-13，启 5:7） 

  美国著名传道人，歌顿神学院创办人(A.J. Gordon)曾说：「一个没有神预旨

的宇宙是不合理智的，又是可怕的，好象一列特别快车在黑暗中疾驶，没有车头

灯，也没有司机控制，难保不了下一分钟会不会投进阴府里去。」 

 

Ⅳ. 反对神预旨的理由：－ 

1. 这与人的道德与自由意志不协调，常说，若果神预知人的一切，这岂非说人

的自由是多余的，换言之，即抹杀人的自由意志。这反对理由完全基于人的

理智逻辑的分析，认为神的预旨与人的自由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圣经郄是清

楚教导这真理，不单说神预定了人一切自由的行动，并且说人是绝对自由和

负起自立行动的责任。在圣经中这二者是并存的，如果我们反对或不接受这

教义，即是说人理智的权威高于圣经的权威了。这预旨的教义是不能纯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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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人有限的头脑所能透悟明白的用信心去接受。这教义是唯一透悟的通路，

因这是神超然的智能，其实无限的神能预知将来的，一切包括人的自由行动

是必然的，大神学家 Charles Hodge 说：「若果神不预知人怎样自由行动，那

么神便是一位对将来无知无能的一位，祂就不是全知全智的神，亦不能称之

为知识真理之根源。」 

2. 若神预定一切，那么即除去人一切努力的心意。这种反对理由是基于「宿命

论」(Fatalism)，但神的预旨非宿命性质的。因宿命论者则认为，凡事百物都

已注定，人的行动对他的命运毫无影响，而预定论则相信凡事百物虽已由神

所命定，但人仍旧对他的行动负责任，换言之，神预旨之实行，必须得由人

合作才能实施成就的。因此，人是神施工的器皿或媒介。（神激动和使用古

列王来使选民重归故土便是一例）另一方面，预定与宿命论之不同，乃在于

宿命论把一切归诸于「命运主义」(Determinism)，常言「听天由命」而预定

论者则善用神所赐的头脑和常识来行事的，所以人仍须努力，尽他的本份，

使神的旨意得以实现。 

3. 若神预知人犯罪，为何祂不阻止人去犯罪？我们首先弄清楚，圣洁的神绝不

可能是罪的创造者，是祂所造的一个至善自由的灵后来滥用自由，而变成创

造罪恶的魔鬼。另一方面，神给祂所创造的人有自由意志，是祂爱人的表现，

因为爱不是占有或管束，而是给人自由权，人既有自由，因此人便要对他的

行动负责任，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即可为恶，自然生恶，

而产生痛若，这是在神主权之内，可是郄非神所愿的。 

4. 若神预定谁人得救，谁人不得救，这样，基督徒无需传福音了！不错，圣经

的预定论主要论神拯救人的预定。因神的旨意是要使人得救，神的国度乃是

拯救人，最明显的启示就是约 3:16，那就是说：神的爱并不偏爱，祂是爱世

上所有的罪人，自永恒预定了祂的独生子基督为救主，将祂赐给世人，并且

永恒预定了「凡相信」基督的就可免去神公义的审判，反得永生，并预定了

不信基督的，必定灭亡，换言之，个人的救恩完全是由于神的拣选，但人能

否获得救恩，郄基于人自由运用神所赐的信心去响应基督拯救他的事实，他

才能得救。同是，由于我们有限的人断不能知神要拯救拣选谁，所以，人有

责任将基督赦罪的救恩宣扬出去，使那些神预定凡相信的人因而得救，正如

保罗所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罗 10:14）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

九至十一章中保罗便详尽讲解神主权拣选的要义，郄又提及他为了他「骨肉

之亲」，尽上传扬福音的责任；事实上，这位强调神「预定」教义的保罗，

亦是一位最热心向犹太选民和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参罗 9:2-3；腓 1:13；林

后 6:2-10）。所以一切基督徒要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使被神所预定得救的

人，因相信接纳基督的福音而得着拯救。 

 

Ⅴ. 神的预旨之实际应用 

1. 它使被神拣选的信徒在权能的神面前生发感恩谦卑的心。 

2. 它教人信靠那位为爱祂的人的益处行作万事的神。 

3. 它警告不肯悔改的人，祂的刑罚迟早必临到他们。 

4. 它给信徒带来确据和鼓励，使他们永不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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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它能鼓励人努力更尽本份去工作，使祂的旨意得以完美的成就。 

6. 若我们确信神在预旨中有完美的计划，我们就应顺服及导照祂的旨意来

 生活。 

7. 它能呼召罪人及时与神和好，避免「遗弃」，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