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認識真神 三位⼀體

若歌教會2022秋季

“國語受洗班”主日學 2022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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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你無論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麼？

答：我無論是生是死，身體靈魂皆非己有，而是屬於我信實的救

主耶穌基督。

羅 14: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8我們若活著，

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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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神是怎樣的？

答：神是萬有的創造主和護理者。他是亙古常在的、無始無終的，

他的權能和完美，他的良善和榮耀，他的智慧、公義和真理永不

改變。

詩篇 86 :8 -10 ,15 

8 主啊，諸神之中沒有可比你的，你的作為也無可比。 9.主啊，你

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10. 因你為大，且

行奇妙的事，惟獨你是神…… 15.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

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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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上帝有幾個位格？

答：獨一真實永活的上帝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和聖靈。這三

個位格同質、同權又同榮。

哥林多後書13 章 14 節 :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

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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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上帝是怎樣造人的？目的是什麼？

答：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了男人和女人，為了讓我們認識他、

愛他、與他同住，並榮耀他。我們為上帝所造，理應活出他的榮

耀。

《創世記》1 章 27 節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

像造男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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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
神?

•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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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神願意被人認識!!!

•自然啟示-- 詩篇33:6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

中的氣而成。

•特別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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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自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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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自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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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自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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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自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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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特別啟示

•神過去的作為 --歷史事實

•神的話

•先知

•主耶穌的作為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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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特別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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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特別啟示

•人得天獨厚的條件

•人體五官

•人的智慧

•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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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認識真神是基於神在聖經中的啟示，因此整本聖經都幫

助我們認識祂。(理性)
✓讀經

✓參加教會聚會

✓參加主日學

✓參加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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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認識神?

•認識神不但通過聖經的啟示了解神的所是與祂的作為，

更是在生命中與神和好，建立愛的關係。(情感)
✓禱告

✓敬拜

✓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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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耶穌在上十字架前禱告說，“父阿、時候到了。願

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正如你曾賜給

祂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祂將永生賜給你所賜

給祂的人。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

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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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耶穌的禱告讓我們知道: 認識真神與耶穌基督就是永生。

•首先，祂告訴我們只有一位真神，這位真神差遣祂的獨

生子，給祂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並通過祂在十字架的

代贖，將永生賜給神所揀選的人。

•另外，永生基於對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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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什麼是認識呢？

9/11/2022 19



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認識神不但是對神知識上的了解，而是人在生命中與神建立

和好的關係。

•這關係第一表現是我們從不接待神回轉信靠神。

•在約翰福音開門見山：“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約

1:12a）。

•聖父在基督裏將永生賜給人（約17:2 )，人得永生要接待信靠

聖子。所以認識神的第一表現是在生命中接待耶穌，信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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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同時，這和好的關係表現在人對神的順服。

•聖父賜耶穌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第 2 節），

認識神意味著人順服在基督管理的權柄之下。

•一個認為自己認識神的人若一直不能順服基

督的命令與權柄，那就談不上是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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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再者，認識神是讓神在我們生命中得榮耀。

•神的救贖是讓基督得榮耀（第1 節），所以我

們這些得永生的人在我們的生命中所作所為

讓基督得榮耀。叫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將

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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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真神與永生

•所以，認識神是在我們生命中:

✓信靠神，

✓順服神,，

✓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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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人原來照神的形象與樣式所造，與神同行並

知道祂是誰，但因為罪的隔絕離開祂不認識

神是誰。

•神主動拯救人，在祂的拯救歷史中再次啟示

祂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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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在舊約聖經中，神再次啟示祂的名字記載在出埃及

記第三章。

•那時，以色列人在埃及成為苦工，他們就哀求他們

祖宗的神。

•神因為紀念祂與他們祖宗的約，就在荊棘的火焰中

向摩西顯現並要打發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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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摩西為了要向以色列人交代是誰差遣他，就問起神的名
字。

• 14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15又說、你要對以色列
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神又對摩西
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 神、就
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打發我到

你們這裏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
記念、直到萬代”（出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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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從神的名字的啟示中我們認識到神超越的屬性:

•祂超越時空，也不靠其他而存在。

•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 1:8）。

•同時他是與人立約的神，稱為亞伯拉罕的神、以撒

的神、雅各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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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 到了新約，神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與人立約。耶穌的名字是耶和

華的拯救。

• 天使向童女瑪麗亞的未婚夫約瑟指示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

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裏救出來。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

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 1:20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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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耶穌釘死復活後賜下聖靈，使一切真心悔改，奉耶

穌的名受洗者，罪得赦並領受聖靈為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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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三位一體

• 有關 “三位一體”的教義是建立在聖經的啟示與教會在歷史上的信

仰。

• 聖經沒有"三位一體"的字眼，但有"三位一體"內容的啟示。

• “三位一體”在舊約聖經中是隱晦的，在新約中清楚顯明。

• 初代教會的君士坦丁堡會議(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381 A.D.) 認

定"三位一體"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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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三位一體

•在神的救恩中我們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父差遣聖子；

•聖子由聖靈感孕；聖子死在十字架上並從死裏復活；

•聖靈從聖父與聖子出，在五旬節澆灌，住在信徒心中。

•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不混淆，但同質，同權與同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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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三位一體

•一起參與創造諸天和萬有

•一起參與救贖：父差遣，子成就，聖靈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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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的不完全例子: 

✓水, 水蒸氣, 冰

✓花形, 花色, 花香

✓太陽, 光, 熱

✓情感, 理智, 意念

✓Y = (y1, y2,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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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神的所是 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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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識神的作為 創造

•聖經在一開始就告訴我們“起初神創造天地”（創

1:1）。

•創造是神從無到有的工作，是神奇妙的作為。神在

六日造天地，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就完畢。

•聖經雖然沒有告訴我們神造物的細節，但我們知道

天地萬物的造齊是神的作為（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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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識神的作為 創造

• 大衛在聖靈的感動下寫到，“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詩 19:1）。天地萬物的造作表明了神的手段，同時也彰顯了神的榮
耀。

• 當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隨從當地人悖逆神而拜偶像時，神差遣先知以
賽亞告訴他們，(賽 44:24；45:7，12）。“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
獨自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
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親手鋪張諸天、
天上萬象也是我所命定的”

• 神還通過先知的口告訴他們凡稱為他名下的人，是為著他自己的榮耀
所創造的（賽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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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識神的作為 創造

• 創造是神偉大的工作，救贖更是神奇妙的作為。

• 從舊約到新約的歷史就是神的救贖的歷史。

• 當人在伊甸園墮落犯罪的那天起，神就開始了祂拯救的計劃。

• 在祂對蛇的咒詛中，提到蛇與女人彼此為仇，蛇的後裔與女人的

後裔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蛇卻要傷他的腳跟（創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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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識神的作為 創造

• 這裡女人的後裔在原文為單數，特指將來要來的基督。

• 祂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贖出來

（加 4:4-5）。

• 祂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魔鬼，將人從撒旦的權下拯救歸給神，從

黑暗歸向光明；使人罪得赦免，與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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