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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沒有神？ 

我們要從四個⽅⾯來探討： 

⼀、真神的存在。 

⼆、神的獨⼀性。 

三、神與⼈的關係。 

四、神的美德與特性。 

這四個探討⽬標，就是要我們認識這位天地的主宰，神待世⼈如⽗親，有憐憫、

有公義，⼜聖潔，祂是完全的獨⼀真神，⾸先我們來探討第⼀項，就是真神的存

在。 

 

⼀、真神的存在 

到底有沒有神？這是⾃古以來就存在的問題。 

在這個地球上，⼈尚未發現有⽐⼈更有智慧、更聰明的受造物，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很渺⼩、很脆弱， 

特別是當我們站在⾼⼭上、或⾯對汪洋⼤海的時候； 

在夜間，當我們仰望星空，會讚歎宇宙的廣闊無限； 

當我們觀察多樣的⽣物世界，⼈多麼期待能夠探究⽣命的起源。 

當我們欣賞多彩繽紛的美麗世界，不得不思想，這⼀切的奇妙浩瀚宇宙， 

從何⽽來？很顯然地，這不是⼈造出來的。 

 

今天學校的教育，已經不談論神的事情了，因為認為有關神的事，是宗教信仰的

範疇；學校所當教導的是科學，不是信仰。 

因為科學講求實驗、⽅法，以及重覆性；信仰講求的卻是體驗，是個別的⼼得。 

然⽽，論到神是否存在的這個議題，卻是無法以科學實驗來驗證的，因為這超越

了科學範疇，是信或不信的問題，因此，我們要從三個⻆度，來探討真神的存

在。 

 

1-1、神創造萬物 

當我們舉⽬望天，我們觀察宇宙萬物，我們會發現：世界上有許多有名的建築物

和地標。⽐如說：加州三藩市的⾦⾨⼤橋、紐約的⾃由⼥神像、巴黎的鐡塔、台

北的 101 ⼤樓等，這些都是⼈建造的。 

這些設計師⽤他們的專業能⼒，得到了世⼈的肯定，若沒有⼈設計建造，那些建



築物是不會突然出現在世⼈眼前的，並且每⼀項建築物，都有其⽬的。 

建造的⼈⽐建築物本身，更值得我們尊敬，因為藉著所造之物，是要來顯揚建造

者的智慧與榮耀。 

 

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因為房屋都必有⼈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來三 3-4)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

物就可以曉得，叫⼈無可推諉。(羅⼀ 20) 

 

當我們看⾒滿天星體，⽇夜不停地按次序運轉，是何等奇妙啊！ 

宇宙穹蒼浩瀚，是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語；這夜到那夜傳出

知識。無⾔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語傳到地極。神在

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詩⼗九 1-4)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這個環境顯然是神精密的設計，所建造出來的作品。 

若地球和太陽之間的距離，不是現在的 9 千 200 萬英⾥，只要再近⼀點點、或

者遠⼀點點，地球上就不會有像現在這麼多的⽣物了。 

 

若是⼤氣層氧氣的含量，不是現在的 20.1%，若有幾個百分點的失誤，那地球

上的⽣物就活不下去了。這⼀切精密的設計，都是遠超過⼈的能⼒，所能夠掌控

的，我們相信：這⼀切的奇妙宇宙萬物，都是因為有神才存在的。因此從萬物存

在的事實，證明有真神的存在。 

 

1-2、敬拜真神的本能 

⼈有追根究底，敬拜真神的本能，這也證明了神的存在。 

我們都承認⼀個物質的基礎，基本原理就是「有果必有因」。 

這個宇宙以及所看到的物質世界，是⼀個事實，也就是⼀個結果， 

那麼就⼀定有形成這個結果的因，那這「因」是從哪裡來呢？ 

這是許多⼈會問的問題，⽐如：我們都會問媽媽說：「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

呢？」媽媽總是說：「儍孩⼦，你就是媽媽⽣下來的啊！」 

兒⼦就會問媽媽說：「媽媽妳⼜是從哪裡來的呢？」「當然是媽媽的媽媽⽣下來的

啊！」若孩⼦⼀直往上追問，最後⼀個問題⼀定是：「那麼第⼀個媽媽是誰⽣的

呢？」 



通常媽媽就會說：「我怎麼會知道，只有天知道啊！」 

 

但是，⼀個相信有神的媽媽會說：「第⼀個媽媽是神創造的。」 

那孩⼦可能會問說：「神⼜是誰創造的呢？」⼈有智慧想探究⼀切的起因，想尋

找宇宙的第⼀因，從理論上來說：必須由某⼀個「⾃存者」先存在，才能夠造成

其他萬物的存在，⽽且這個萬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的，因此，⾃存的，或者是

沒有無因者，就是信仰裡⾯所說的神。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

之物造出來的。(來⼗⼀ 3) 

他從⼀本（有古卷作⾎脈）造出萬族的⼈，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

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不

遠；我們⽣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七 26-28) 

 

宇宙萬物跟⼈類，都是從神的創造⽽有的，然⽽⼈與萬物不同，因為⼈是神特殊

的創造，⼈的特殊性就在於萬物當中，只有⼈會尋求神、會想要敬拜神，和追求

永⽣這個意念和做法。基本上我們不會看到⼀群動物，聚在⼀起敬拜、禱告神。 

⼈在遇到困難或困苦的時候，會呼天喚地呼喊神，甚⾄會不辭⾟勞地到各處，去

尋求神的幫助，這就是⼈的本性，也顯明⼈類在冥冥當中，都相信有神的這個事

實，所以不管何種⺠族，無論他的⽂化⽔平，當⼈⾯對⾃⼰無⼒解決的困境的時

候，都有向神祈求的⼼和動作，這就說明⼈共同的特性：因此，⼈有「拜神」和

「求神」的本性。 

 

神的事情，⼈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羅⼀ 19) 

 

也就是說：創造萬物的神，祂是創造⼈的神，祂早已把敬拜神的思想，放進⼈的

⼼裡了。 

 

1-3、是⾮之⼼ 

⼈都有是⾮之⼼，這也證明有神的存在。 

歷史上每⼀種⽂化，都有制定法律和審判的系統，每⼀個⼈都有區別對錯的良

知，我們對殺⼈的、說謊的、偷竊的，這些不道德的⾏為，幾乎都是唾棄的，如

果在⼈類史上，沒有⼀位聖潔公義的神存在，來決定⼈的本性，⼈這種普遍性的

道德良知，⼜是從何⽽來的呢？ 



沒有律法的外邦⼈若順著本性⾏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就是自⼰

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裡，他們是非之⼼同作見證，並且他們

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 14-15) 

 

這經⽂說：就算不信神的⼈，也有是⾮觀念，知道有道德標準要遵守，⼈只要有

是⾮之⼼，就能承認⾃⼰的過犯；⼈有良⼼，就會責備⾃⼰，就是承認有⽐⼈更

⾼的權利在檢查⼀切。所以神不只創造了⼈，同時也規範⼈的法則，放在⼈的⼼

裡，讓⼈⼈都有判斷對錯的能⼒。 

 

⼈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的⼼腹。(箴⼆⼗ 27) 

 

意思是說：⼈的靈，是神特別設計出來，放在⼈的⼼裡⾯，來衡量⼈所⾏的⼀

切。這裡的「⼈的靈」，就是指「⼈的良⼼」；⼈做錯事的時候，通常⼀開始內⼼

會覺得很不安，⼼中會掙扎，可是當⼈不斷地壓抑內⼼的讉責，不顧⼀切持續作

惡，良⼼也會麻痺，這樣⼀來，⼈就會把壞事作盡。 

 

良⼼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種種的污穢。(弗四 19) 

 

從⼈⼈都具有「是⾮之⼼」，已顯出⼈有共同的來源，這就是顯明有神的存在， 

我們從宇宙萬物奇妙的受造、⼈有是⾮良⼼，就可以看出真神的存在。 

 

⼆、神的獨⼀性 

真神是獨⼀無⼆的，我們從三⽅⾯來認識真神的獨⼀性； 

1.創造萬物的神必然獨⼀。 

2.創造萬物的主宰⾃我宣告。 

3.真神和假神不可相容。 

 

2-1-1 創造萬物的神必然獨⼀ 

聖經⼀開頭就宣告了，起初「神創造天地」。 

所以天地當中不但有神，⽽且天地萬物都是神創造的，這包括了我們⼈類也是神

造的，因此我們要先從聖經來看神的本質。聖經說：神是個靈。神的靈是無形體

的，祂是無處不在的，祂是充滿萬有的。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

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詩百〺九 7-8) 



「靈」是我們⾁眼看不⾒的，但是祂充滿了萬有。 

 

他從我旁邊經過，我卻不看見；他在我面前⾏⾛，我倒不知覺。(伯九 11) 

 

所以，神是⼈未曾看⾒，也不能看⾒的。 

但是，這⼈看不⾒的神，如果對⼈顯現，⼈就可以看⾒神的顯形， 

就好像舊約時代，神在⻄乃曠野向以⾊列⼈顯現⼀樣。 

神既然是個靈，祂就是無形禮，是⾮物質的，是超越時空的， 

因此⼈要拜神，需要⽤「靈和真理」來敬拜祂，不可以將這充滿萬有的神，以任

何的物質形象來取代，這是主耶穌特別強調的。 

 

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靈和誠實拜他。(約四 24) 

因此，我們不可以把神，雕刻成任何的形象來敬拜。 

 

2-1-2 神的本質，是唯⼀⾃存永存的 

我們都知道，凡受造之物，必有造他的源頭，萬物所本、萬物所屬的，就是神。 

神是⼀切因果的第⼀因，祂是無本⾃有的活靈。 

神向摩⻄⾃我起誓的時候，就指明祂⾃⼰的本質。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列⼈這樣說：『那自有的

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出三 14) 

 

神說：「我是，我是。」我們中⽂把它翻成：「我是⾃有永有的。」 

因為神是⾃有的，祂就是無⽣之始，祂就是⾸先的； 

神是永有的，就是永遠有的，祂就是無命之終。 

 

聖經說：神是獨⼀不死的，祂是永⽣的真神，祂是永在的神，永遠⻑存的， 

祂的年數世世無窮，祂是不能巧壞的，這都說明了，神是⾃有、永有的本質。 

那這獨⼀⾃有永有的神，也是⽤祂的命令拖住萬有的。 

 

今⽇我們所看⾒的宇宙萬物，都是神創造的，也是靠著神的命令，⽽存在著。 

⼈要蓋⼀棟⼤樓是不容易的，但要維護所建的⼤樓更不簡單。 

神⽤祂絕對的權柄，讓這個天地存留，這樣有次序、有規律的運轉， 

因此，今天我們從地球上的萬物，這麼和諧共存的事實； 

跟宇宙星體之間，這麼有規律的在運轉的這個事實看來，這都有共同的源頭， 



這是這獨⼀的神，祂的創造和控制，這位創造萬物的真神，主動對⼈所宣告、起

誓的，這些信息都記錄在聖經裡。所以，這本聖經就是我們的線索，也像是⼀張

地圖，要引導我們認識這獨⼀的神。 

 

2-2 真神的⾃我起誓和宣告 

神說：「我是唯⼀的。」想想看，在許多信仰中有哪⼀位神，像聖經當中的這位

⾃我起誓的真神，祂向⼈這樣，絕對的宣告說：「只有我是神」呢？應該沒有。 

只有這位全能的神，祂才能夠這樣說。 

因為祂特別強調：只有我是真神，再也沒有別的神。 

祂是獨⼀的，沒有跟祂同等的。 

 

或許有⼈認為：這樣的神，祂是驕傲、⾃⼤的，藉著⾃我膨脹來否定其他信仰，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若我們仔細查考，在聖經裡⾯，「神」祂曾多次地⾃⼰宣

告，也透過祂的先知，向世⼈來宣講祂的獨⼀性。⼤約在 3500 年前，當神要帶

領在埃及做奴隸的以⾊列⼈，離開這個為奴之家的時候。祂要領祂的百姓進⼊，

有更⾼的⽂明，但同時也是偶像林⽴的迦南地。因此，神特別將祂⾃⼰的獨⼀性

向百姓宣告，⽬的就是要在這假神和偶像充斥的迦南地，神的百姓需要堅持，敬

拜這⾃有永有的獨⼀神，也就是真的帶領他們出埃及的這位真神，神要摩⻄向百

姓宣告，要他們注意聽，神是獨⼀的。 

 

以⾊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的主。(申六 4) 

 

除此之外，在舊約聖經中神透過先知，所傳講的信息，也都強調祂的獨⼀性。 

為了要讓我們了解，在宇宙當中只有⼀位神；就像⼀個國家，只有⼀位總統； 

⼀個家庭，只有⼀個家⻑，每⼀位兒⼦，都只能夠有⼀位⽣他的⽗親， 

在聖經裡，神頒布給世⼈普世性的道德規範，就是我們知道的⼗誡， 

⼗誡的第⼀誡就是神的宣布。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

的神。(出廿 2-3) 

 

所以，除了真神之外，並無別的神。 

 

耶和華以⾊列的君，以⾊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先的，我是

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從我設⽴古時的⺠，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



明，⼜為⾃⼰陳說呢？讓他將未來的事和必成的事說明。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

害怕。我豈不是從上古就說明指示你們嗎？並且你們是我的⾒證！除我以外，豈

有真神嗎？誠然沒有磐⽯，我不知道⼀個！」(賽四⼗四 6-8) 

 

2-3 真神和假神不相容 

有⼈問說：「為什麼基督教的神，這麼狹隘不能夠包容別的宗教，無法和其他的

神共存？」為什麼我們所敬拜的神才是真神？其實理由很簡單，因為其他的神都

不是真的。 

 

我們⽤「真品」和「仿冒品」，這樣的道理，來說明為什麼真神和假神不能相

容？在市場上，通常是先有商品，才有仿冒品出現； 

所以是有真的在先，才會有假的在後。只要有真品存在，就不容許有仿冒品， 

然⽽我們看⾒在世界各地，都有⼈以製造仿冒品來謀取利益，那些製造仿冒品的

⼈，他們不但不會排斥真品，反⽽是依賴著真品的存在⽽獲得利益，⼀旦真品不

存在市場上，仿冒品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所以，製造真品的⼈，他們⼀定會申請專利，標榜真品的獨⼀無⼆性，絕對不容

許仿冒品的存在，⼀發現有⼈仿冒，他們就要採取⾏動來制⽌。 

在信仰上，也是有真神和假神的出現，「真神」是創造萬物的主宰； 

「假神」則是被造出來的，是為了要迷惑世⼈，並讓⼈從中得利的， 

這跟市場上真假商品存在的這個邏輯相似，⼀般來說：假神不會排斥真神，但是

真神絕對不能容許假神的存在。 

 

敬拜獨⼀真神的⼈，不會同意⼀般⼈說的：所有的宗教的神，都是⼀樣的。 

這是真假不分，欺騙⼈的說法，今天我們若真假神無法分辨，我們就得不到「永

⽣」，就好像真鈔票與假鈔票，若沒有分辨選擇錯誤，就會導致錢財的損失； 

真的藥和假的藥，若分不清楚，如果⽤了假藥，我們可能連命都沒有了； 

真神和假神，若沒有分辨清楚，如果拜到了假神，後果就更嚴重了。 

這影響到，不只是今⽣我們得不到真正的倚靠，將來更得不到永⽣， 

由此可知，真神是唯⼀的，真正的救主也是獨⼀的。 

 

因為只有⼀位神，在神和⼈中間，只有⼀位中保，乃是降世為⼈的基督耶穌。 

(提前⼆ 5) 

 

今天我們認識這獨⼀的救主耶穌基督才為永⽣，主耶穌傳福⾳的時候，祂特別明



確地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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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七 3) 

這獨⼀的神，成為⾁身在⼈間顯現，給我們世⼈唯⼀的名，可以靠著得救，就是

耶穌基督。 

 

三、神與⼈的關係 

我們要從兩個⽅⾯來探討這個問題： 

1.從神「賞賜⽣命」的⻆度來看：神與⼈的關係，像「⽗⼦關係」。 

2 從神「救贖」的⻆度來看：神和⼈的關係，像「牧⼈和⽺群」的關係。 

我們先從神與⼈的關係、像⽗⼦的關係，來探討神是怎麼來⽣養我們、愛我們。 

 

3-1-1 ⽗⼦的關係 

其實神是賞賜我們⽣命的⽗，我們⼈類的氣息，都是從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獨⼀的

神來的。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造⼈，將⽣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名叫

亞當。(創⼆ 7) 

 

這是神造⼈的經過，所以我們是神的兒⼦，神是我們的⽗親。 

 

⼀神，就是眾⼈的⽗，超乎眾⼈之上，貫乎眾⼈之中，也住在眾⼈之內。 

(弗四 6) 

 

這獨⼀的神，就是我們眾⼈的⽗，所有的⼈類，都是從這個⽗來的。 

 

然⽽我們只有⼀位神，就是⽗，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位主，就

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林前⼋ 6) 

 

我未成形的體質，祢的眼早已看見了；祢所定的日⼦，我尚未度⼀日（或譯：我

被造的肢體尚未有其⼀），祢都寫在祢的冊上了。(詩百〺九 16) 

 

賜我們⽣命的天⽗真神，祂⽐⽣我們⾁身的、地上的⽗親更超越， 

因為天⽗祂已經預先定準了我們的年限。 

 

祂從⼀本（有古卷作⾎脈）造出萬族的⼈，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



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不

遠；我們⽣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說：我們也是他

所⽣的。(徒⼗七 26-28) 

 

所以，這獨⼀的神，就是賜給我們⽣命的⽗親。 

 

3-1-2 祂是教養我們的⽗ 

既然，神是⽣我們的⽗，祂就養育我們、為我們預備⽣命中，所需⽤的⽇⽤飲

⻝，來養活我們。因此，當我們認識這獨⼀的天⽗真神，我們的⽣活就有倚靠。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命不

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

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鳥貴重得多嗎？ 

(太六 25-26) 

 

這是主耶穌告訴我們的話。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所求的，你們需用

的這⼀切東西，你們的天⽗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天的難處

⼀天當就夠了。(太六 31-34) 

 

這就是天⽗真神，祂對⼈照顧周到的事實，處處顯出祂照顧世⼈的證據，祂就是

養育我們的神。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的兒⼦；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也照⽍⼈；降雨給義⼈，

也給不義的⼈。(太五 45) 

然⽽為自⼰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

食飽⾜，滿⼼喜樂。(徒⼗四 17) 

 

因此這位獨⼀的真神，祂就是養育我們的⽗，祂⽣我們、養我們，祂保守我們⽣

命，那我們可以享受祂的創造。 

 

3-2 牧⼈和⽺群的關係 

從神「救贖」我們的⻆度來看：「神」祂不但是⽣我們⽣命的⽗，祂更是我們靈



魂的牧⼈，神按照⾃⼰的形像，以地上的塵⼟造了第⼀個⼈，祂就將⼈安置在東

⽅的伊甸樂園裡，這伊甸園是快樂的園⼦，在那裡，⼈是⽣活滿⾜、無缺乏的，

因此，神和⼈的關係是很親密的。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

是他草場的⽺，是他⼿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詩九⼗五 6-7) 

 

這裡⽤牧⼈和⽺，來⽐喻和神的關係：我們是祂草場的⽺，祂⼿下的⺠， 

神為始祖所作的，就像牧⼈把⽺放在⻘草地上，領到可安歇的⽔邊， 

所以世⼈無憂無慮，就好像有牧⼈細⼼照顧，這樣的⽺群是何等地幸福呢！ 

 

在⼤家都很熟悉的詩篇廿三篇裡，⼤衛說：神就像⼀個好牧⼈，在帶領世⼈， 

也就是祂的⽺群。 

但是在始祖違背神的話之後，罪進⼊了世界，從此⼈就像⽺⾛迷了路， 

流浪在荒⼭曠野之間，隨時都有被野獸吞吃死亡的危險， 

這個時候，這個好牧⼈，祂就親⾃要來尋找，這個迷失的⽺， 

所以神和⼈的關係，是好牧⼈與⽺群。 

我們來看：好牧⼈，是如何來尋找這隻迷失的⽺？ 

天⽗真神因著愛，差遣獨⽣的愛⼦耶穌基督，來到世界拯救世⼈， 

所以主耶穌基督，祂就像好牧⼈來尋找迷⽺。 

 

道成了⾁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

正是⽗獨⽣⼦的榮光。(約⼀ 14) 

 

耶穌基督道成⾁身來到世界，帶來充充滿滿的恩典與真理。 

 

我是好牧⼈；好牧⼈為⽺捨命。(約⼗ 11) 

我是好牧⼈；我認識我的⽺，我的⽺也認識我，(約⼗ 14) 

 

主耶穌說：我是好牧⽺，我認識我的⽺，我領他們來合成⼀群，為⼀個牧⼈。 

在主耶穌傳福⾳的過程當中，祂說過許多的⽐喻。 

在路加福⾳⼗五章 1-7 節中，祂特別⽤牧⼈尋找迷⽺的⽐喻，來說明神和⼈的

關係。⼈是神所寶貴的，⼈在罪裡迷失，神要把他們從這個世界上找出來，領他

們回到天⽗真神的家裡，重新享受神創造⼈所給與的，那永⽣的福樂。 

 



在這牧⼈尋找迷⽺的⽐喻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神是何等地愛⼈， 

甚⾄不辭⾟勞的，從荒⼭曠野當中，去把那迷失的那隻⽺找出來， 

當神找到⼈之後，就像牧⼈找到⽺⼀般的歡喜快樂，還要所有⼈⼀起來，跟他⼀

起歡喜，因為連天上的使者，都⼀起歡喜，因為這牧⼈找到他迷失的⽺。 

從神和⼈的關係，我們看到神就像⽗親，⼜好像我們的好牧⼈，要帶領我們回到

天⽗真神的懷抱裡，讓我們⼀起珍惜，神愛我們，願意給我們建⽴這親密關係的

恩典，因此，我們要⼀起來認識這位愛我們的神。 

 

四、神的美德與特性 

這是神賦予⼈的特質，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美德，神是完全的神，是毫無缺陷

的，在這裡我提出神四點的特質，來做為我們學習的⽬標。 

 

4-1 神是慈愛的神 

沒有愛⼼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壹四 8) 

神愛我們的⼼，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約壹四 16) 

 

在這段經⽂中，兩次重複「神就是愛」。為什麼神是慈愛的？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

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

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及⼦，直到三、四代。」(出〺四 6-7) 

 

神向當時的以⾊列選⺠這樣宣告說： 

神是有恩典、有憐憫，並有豐盛慈愛和誠實，在神所⾏的⼀切，沒有不公義的，

在祂⼀切所做的，都是有慈愛的，不但如此，神的慈愛更是永遠⻑存的。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的⼤會中，並公會中，⼀⼼稱謝耶和華。耶和

華的作為本為⼤；凡喜愛的都必考察。他所⾏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存到永

遠。(詩百⼗⼀ 1-3) 

 

這裡不斷重複強調：我們要永遠記住神的慈愛，是永遠⻑存的。 

 

古時（或譯：從遠⽅）耶和華向以⾊列（原⽂是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

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耶〺⼀ 3) 



神的慈愛是永存的。神這樣永遠的愛，是要普及萬⺠的，不是只給少數⼈獨享。

神的愛表現在耶穌基督來到的時候。 

 

神愛世⼈，甚⾄將他的獨⽣⼦賜給他們，叫⼀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

因為神差他的兒⼦降世，不是要定世⼈的罪，乃是要叫世⼈因他得救。 

(約三 16-17) 

 

由此可知，我們的神祂是慈愛的。 

 

4-2 神是聖潔的神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 44 上) 

 

神是獨⼀真神，祂是聖潔的，不容許罪惡存在。 

既然神是聖潔的，那神的靈在的地⽅，就是聖地。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

裡。」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

地。」(出三 4-5) 

 

所以，聖潔的神臨在的地⽅，⼀定要是聖潔的。從這觀點來看，神所宣召的百

姓，也要成為聖潔的⺠，因此，神向摩⻄傳達選⺠需要成為聖潔的要求。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列⼈。 

(出⼗九 6) 

 

神要求歸給祂的⼈，要成為聖潔，神告訴摩⻄這些話，並且要他告訴以⾊列⼈。 

既然神是聖潔的，這獨⼀的神，為了拯救世⼈，道成⾁身來到⼈間，就是耶穌基

督的出現，耶穌基督祂就是聖潔的真神，在祂⼼裡沒有不義，這是主耶穌傳福⾳

的時候，所特別強調的。 

 

⼈憑著自⼰說，是求自⼰的榮耀；惟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這⼈是真的，在他

⼼裡沒有不義。(約七 18) 

 

因為祂是從神來的，在祂的⼼裡沒有不義。 

主耶穌也曾向不信祂的猶太⼈，這樣公開地說：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 

(約⼋ 46) 

 

後來，審問主耶穌的巡撫彼拉多，他曾三次證明耶穌是沒有罪的，祂是聖潔的。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說：「我查不出這⼈有什麼罪來。」(路廿三 4) 

就對他們說：「你們解這⼈到我這裡，說他是誘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將你們

告他的事，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有查出他什麼罪來。」(路廿三 14)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為什麼呢？這⼈做了什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什

麼該死的罪來。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路廿三 22) 

 

彼拉多三次證明耶穌是無罪的，甚⾄連出賣耶穌的猶⼤，他最後也喊叫說：「我

賣了無辜⼈的⾎了！」 

然⽽，我們從世界上來看世⼈，誰敢說⾃⼰無罪呢？ 

只有主耶穌曾經這樣說過，也唯有祂能夠這樣說， 

因為他是聖潔的神，道成⾁身⽽成為聖潔的⼈。 

無罪的耶穌，才能夠救⼈脫離罪，無罪的祂，親⾃擔當了我們的罪，領我們到神

的⾯前，因此我們若相信耶穌做為救主，接受祂寶⾎的浸禮，那我們過去的罪就

得赦免，我們必然領受所應許得聖靈，藉著這樣脫離罪惡成為聖潔。 

在世界上追求聖潔，才能夠⾒到這個主。 

 

你們要追求與眾⼈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能見主。(來⼗⼆ 14) 

 

所以，這是我們所查考的：神是聖潔的。 

 

4-3 神是公義的神 

神說：我是公義的神。 

 

你們要述說陳明你們的理，讓他們彼此商議。誰從古時指明？誰從上古述說？不

是我耶和華嗎？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

外，再沒有別神。(賽四⼗五 21) 

 

這位公義的神，在祂⼀切所⾏的無不公義，所以神的每⼀件事情都是對的， 

因此神的寶座，就是⽤「公義」和「公平」為根基所造成的。 

在這公義的神⾯前，慈愛和誠實⾏在祂前⾯。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在你前面。(詩⼋⼗九 14) 

 

神是公義的，因此祂也要求⼈⾏公義，不可以彎曲邪惡。神透過先知彌迦， 

 

世⼈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與你的神同⾏。(彌六 8) 

 

這些經⽂都是在訴說：我們的神是公義的神。 

 

4-4 神是信實的神 

他是磐⽯，他的作為完全；他所⾏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

直。(申〺⼆ 4) 

 

這位誠實、正直的神，祂的⾔語誠實，祂跟⼈不⼀樣，⼈會說謊，但是神絕對不

會。 

 

神非⼈，必不致說謊，也非⼈⼦，必不致後悔。他說話豈不照著⾏呢？他發⾔豈

不要成就呢？(民廿三 19) 

 

神說過的話，⼀定會照著⾏；神所說的話，是誠實正直的，除了祂所講的，都是

對的之外，這位神也是守約的神，祂跟⼈所⽴的契約⼀定會實現。 

當保羅傳福⾳的時候，他特別跟每⼀位⾨徒，這樣地吩咐：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實在：原⽂

是阿們）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 20) 

 

所以，神對我們所⽴的約，⼀定會實現的。神對我們的應許是什麼？當主耶穌在

傳福⾳的時候，就應許了每⼀個跟從祂的⼈。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裡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

的，我的擔⼦是輕省的。(太⼗⼀ 28-30) 

 

因此，我們要將⼀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我們。這⼀位信實的神，祂⼀定

不會失信於我們的。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提後⼆ 13)  

 

世界上萬物、萬事都是變化無常的，⾼⼭能改變成平地，沙漠能改變成為樹林；

唯有神，是永遠⻑存的。所以祂的⼀切屬性和美德，就是永有沒有改變，萬物都

要改變，但是神卻不改變。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裡衣更

換，天地就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詩百○⼆ 26-27) 

 

這就是我們所敬拜的獨⼀真神，祂的美德。 

祂是慈愛的、聖潔的、公義的、信實的，祂是永不改變的，祂就是我們⼈世間，

所有⼈應該敬拜的獨⼀真神。藉著認識耶穌基督，因⽽認識獨⼀真神，我們就可

以得到福氣和永⽣，願主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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