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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3

这是你注册修读的好消息圣经学习电子课程，你可以拷贝或储存来学习及做测验，你
也可以与别人分享这传福音的工具，以至鼓励他们注册修读这课程。
若要取得学分的话，你一定要在网上注册（www.goodnewsbibleseries.com）。你在
网上登记之后会在你提供的电邮收到有关通知。
任何在网页上未能提供答案的问题都可电邮以下：jotis@reformati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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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 消 息 圣 经 学 习
基础课程，第一部分
关 于 神
（电子版）
欢迎你！这就是你或你的朋友索要的课程。这套课程的编写，是为了帮助你了解在以
下几个方面，什么是神希望你知道的：关于祂（神），关于你自己，关于基督，以及你怎样
才能与祂和好。你选择本课程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如果你能够勤奋地学习并完成本课
程，你会更加的聪慧。
课程指引
学习本课程你需要一本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找个基督徒或是教会，他们肯定
会借一本给你。大多数已出版本的圣经（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都可使用。（不要使用纽约守
望台圣经书社出版的 《新世界圣经》。那里面有不少错误。）你所用的圣经必须包含新约
和旧约。由于许多人在使用英王詹姆斯（King James)钦定版圣经，我们在编写本课程的时
候考虑到了这个因素。这个版本里的一些用词要难于一些现代译本，因而我们对那些较难的
词汇做了一些解释。
如果你是个圣经的初学者，可以咨询一个基督徒朋友，请他教你如何使用圣经。这是
非常简单的。在本书册的第 3 页你将会看到“读《创世纪》1：1”，《创世纪》是圣经里的
第一本书。你可以在圣经前面的目录列表中根据它所在的页码数找到它。“1：1”意思是第
一章，第一节。在大多数的圣经里，章数出现在每页的顶部，而节数则可以在经文中找到。
在第四页，会要求你“读《诗篇》148：2－5”。这是指《诗篇》，第 148 章，第 2 节至第 5
节。接着是《希伯来书》，第 11 章，第 3 节。
你可以跟其他人结伴学习，但必须确定的是：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完成。在每一页答题
纸上，你要签署一个没有抄袭他人答案的声明（这是要求）。只要认真学习，大多数人都能
够通过这个课程，所以没有必要去互相抄答案。这个学习指南是供课程后的测验作为参考。
这是第一课——关于神。这个基础课程共有五课。当你完成此部分并通过最后的测验
后，你就容许继续下一课直至完成所有五课，之后你就会收到一张完成的证书。
这个课程不像一般的圣经函授课程，它需要你真的花费时间去学习，尤其当你还是个
圣经初学者时。慢慢地来。一定要阅读完所有的书面资料，然后才答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
在学习指南或圣经的经文中找到答案。仔细回答所有的问题。大多数的问题都有多种可选答
案。在要求单一答案的问题中，要确定你选择的是最佳答案。评分是会很公正的，但是你需
要答对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题目才能过关。你只有通过此课的考试后，才会收到下一课的学习
材料。你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本课程的第一课的学习。逾期的话，你可能会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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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以来，世代交替，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听信耶稣基督
的福音(好消息)而改变了。当圣灵打开了那听到福音之人的心扉时，这相同的福音仍在改变
着人的生命，令他们对福音产生神所命定的回应。
这个学习指南的出炉，是为了帮助你与他人分享真确而合符圣经的福音。当完成此课
程的学习之后，你应该邀请其他人也来学习，好让他们也能聆听到这来自真神的古旧福音。
这个系列学习的前提是：你真心信仰神，并且尊圣经为神赐给人的成文之道——以便
你可以知道祂所希望你知道的一切。
为了明白神的福音，你需要先了解一些基础知识，诸如：神是谁？祂是怎样的？ 世
界各地的人们都相信神的存在——那位万物之主。他们常想知道神是谁，以及更多关于祂的
事情。
在你开始学习之前，先花一些时间向这位独一的真神祷告，祈求祂帮助你明白这套圣
经学习材料所教你的，关于祂的事情。
你祷告了吗？

 是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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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是创造主
当一个人看到一所房子时，他知道有别人建造了这所房子。当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
人，群星，地球，或者树木和动物时，他其实就是看见了一些关于那位创造主的东西。这些
东西告诉他，不管是谁创造了这些东西，祂一定是非常，非常得伟大。
读《创世記》1：1。然后回答以下问题：

１ 起初 神创造天地。
1. 谁是那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天地的创造之主？（只选一项）
 A. 天
 B. 神
 C. 没有谁

 D. 无

2. 谁活着和存有在万有之前？（只选一项）
 A. 没人
 B. 善和恶

 D. 不知道

 C. 神

当神创造万物时，祂并没有像人类制造东西那样基于现存的物质（如木头，石头，化
学品）。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
读《诗篇》148：2－5（尤其是第五节）

２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
３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
４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
５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3. 神怎样创造万物？（只选一项）
 A. 赞美
 B.什么也没有做

 C. 命令

 D. 思考

读《希伯来书》11：3

３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
来的。
4. 神的话语籍着什么样的材料创造了这些可见的事物？（只选一项）
 A. 话语
 B. 化学品
 C. 灰尘
 D. 可见的物质
 E. 不可见的东西  F. 信心
当神创造万物时，祂并不像人类造物那样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读《出埃及记》20：11

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
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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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用了多长时间造出了天地及其中万物？（只选一项）
 A. 七天
 B. 1,000,00 年
 C. 六天

 D. 没人知道

当神完成所有创造之工后，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神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
读《创世纪》1：31

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6. 神如何看祂所创造的一切？（只选一项）
 A. 所有的
 B. 早上和晚上

 C. 蛮好

7. 神创造的东西有多少是“甚好”的？（只选一项）
 A. 所有的
 B. 很多东西
 C. 有些东西

 D. 甚好

 D. 没有

读《启示录》4：11

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
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8. 为什么神配得我们的荣耀和尊崇？（只选一项）
 A. 祂喜欢被讨好
 B. 祂创造了万物
 C. 因祂自己的荣耀和崇高
 D. 祂是自私的

B. 神掌控一切——祂是主宰者
神创造了整个世界，宇宙以及所有的动物和人，祂是一位伟大的神。圣经一再地告诉
我们，神统管世界。祂是全能的。祂命定所有的事物。祂不会犯错。一切都在祂的掌控之
下。祂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作为主人来掌管他们，作为王者来统治他们。一定是这样的，
否则祂便不是神。神要么是他们的掌管者，要么是被掌管。祂要么是随己意而行，要么为自
己不能心想事成而气恼。
读《历代志上》29：11

11 耶和华阿，尊大，能力，荣耀，强胜，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
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1. 神是__________的首领。（祂掌控着什么？）（只选一项）
 A. 一些事物
 B. 大部分事物
 C. 万有

 D. 乌有

读《但以理书》4：34－35

34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
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
35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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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在哪里施行祂的旨意？（只选一项）
 A. 在天上和地上
 B. 在天上

 C. 在地上

 D. 无处

当今很多人谈到神时，仿佛祂是一个在天上的老公公，随时在听候祂的受造物的吩
咐。他们吩咐什么，祂就做什么。另一些人则以为祂对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很沮丧生气。他们
承认神初创的世界是好的，但是后来一切都失控了。他们想象神在四处奔波，乞求大家继续
让祂作他们的神。
读《诗篇》22：28 并填写下面的空格。

28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
3. 神是_______________的掌管者和统治者。
 A. 万国
 C. 全地

 B. 天上的
 D. 没有任可地方

祂既可设立国度，又可废黜帝王，并掌控着所有政权，令他们按祂喜悦的而行。甚至那些压迫
人的政府也在服务于祂。神使用它们来审判那邪恶之国的罪行。
读《罗马书》9：14－15 并回答下列第四个问题。

14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15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关于人们从罪恶和惩罚中得救，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神在掌控。
4. 神赐_________________怜悯和体恤。 （只选一项）
 A. 世间的每一个人
 B. 基督徒们
 C. 那些贫穷的人
 D. 那些祂拣选的人

C. 神是永恒的
这意味着神永恒地存在于过去和将来。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所有事物都有开始和终
了，因此，我们很难理解神怎么会没有起始。祂一直都存有，并将存到永远。
读《启示录》1：8

8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阿拉法”是希腊字母中的首字母；“欧米茄”是希腊字母中的末字母。）
读《诗篇》90：2

2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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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谁在神之前就存在？（只选一项）
 A. 天使
 B. 不确定，但是有人或物存在
 C. 亚当和夏娃
 D. 没有谁
2. 谁创造了神？（只选一项）
 A. 神创造了自己
 C. 人在头脑中臆造了神

 B. 天使们
 D. 神不是被创造的；祂一直都存有

3. 神会死吗？（只选一项）
 A. 会

 B. 不会

 C. 无法知晓

D. 神从不改变
任何人或事物在改变的时候，要么是变得更好，要么是变得更糟。如果神曾改变过，
并变得更好，那就意味着祂从前并非是完美的；因此，祂也就不真是神。如果神曾改变过，
并变得更糟，那么祂也不可能是神，因为祂并非是完美的。如果祂因为自己有什么过失，或
者是得到了新信息，而改变了主意；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全知，且从不出错。
读《玛拉基书》3：6

6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1. 关于神，这一节经文说了些什么？（只选一项）
 A. 祂是雅各之子
 B. 祂是不改变的
 C. 祂在改变
 D. 这节经文没说什么
读《雅各书》1：17

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
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2. 关于神，这一节经文谈到什么？（只选一项）
 A. 祂是不改变的
 B. 当祂犯错误时，祂会改变
 C. 当人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时，祂就会改变
 D. 当人犯错时，祂会改变祂的心意

E. 神知道一切事情
神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
读《历代志上》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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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事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
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
1. 这一节经文说，神知道关于人的什么事情？（只选一项）
 A. 他所说的一切
 B. 他所做的一切
 C. 他所有的罪
 D. 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心里所想的事情

读《诗篇》139：2

2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2. 神知道哪些关于我们的事情？（只选一项）
 A. 所有的思想和行为
 B. 几乎所有的事情
 C. 只有那些我们告诉过祂的事情
没有任何思想能够瞒得住神。祂甚至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在想什么呢？（停
下来想一想）神甚至在你想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因此，祂知道你日夜的每一个时刻都在想些
什么。祂知道你的好思想，也知道你的坏心思，而且祂不会忘记任何点滴。神明了你说的每
一个字。
读《诗篇》139：4

4 耶和华阿，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3.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哪些事情？（只选一项）
 A. 我们舌头所吐出的每一个字
 B. 只有我们的诅咒
 C. 赃话
 D. 我们所说的好话
读《马太福音》10：29－31

29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31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4. 这段经文通过哪两件事情，来向我们表明，神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选出最佳的两项）
 A. 麻雀的价值
 B. 你掉了多少根头发
 C. 掉在地上的麻雀数目
 D. 你一共有多少根头发
5. 对神来说，谁比麻雀更有价值？（只选一项）
 A. 所有的一切
 B. 耶稣向其说话之人
 C. 你头上的头发
读《箴言》15:3

3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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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的眼目能看到什么？（只选一项）
 A. 所有的善与恶
 C. 所有的善

F.

 B. 所有的恶
 D. 祂错过了很多东西

神满有智慧

神不仅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知道行事的最佳方法。
读《箴言》3:19

19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1. 主用什么创造了大地？（只选一项）
 A. 祂的手
 B. 祂的脚

 C. 智慧和聪明

读《罗马书》11：33

33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2. 人能够完全理解神吗？（只选一项）
 A. 能
 B. 不能

G.

 C. 有人能

神是全能的

神能做任何祂想做的事情。（当然了，祂从不犯罪，因为祂绝不会想去犯罪。）祂的
力量永无止境。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或是阻止神的力量——撒旦不能，人也不能。
读《民数记》23：19

19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
就呢？
1. 当神说要做什么的时候，祂会__________________。（只选一项）
 A. 在多数情况下完成
 B. 完成它
 C. 有时候完成
通过阅读以下这些经文，学习一些神所做过的神奇大能之事。把经节和与其相对应的
事件进行对照，并把事件前面的字母填在相应的圣经经节前的下划线上。
2. _____ 《路加福音》1：30－35

A. 一个已断绝生育的女人在年老时生产

3. _____ 《路加福音》1：36－37

B. 创造天地

4. _____ 《约翰福音》11：38－44

C. 全球范围的大洪水
9

好消息圣经学习—基础课程（第一部分：关于神）
5. _____ 《创世纪》1：1

D. 童贞女马利亚孕育婴儿耶稣

6. _____ 《创世纪》7：11－12

E. 在巴别塔时代制造多种人类的语言

7. _____ 《创世纪》11：1，7－9

F. 使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复活

H. 神无所不在
读《诗篇》139：7-12

7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9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10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11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12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没有地方是神不临在的。神是灵，不像人一样有形体。祂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临
在。

1. 什么地方人能到达而神却不临在？（选出所有正确的答案）
 A. 天堂
 B. 地狱
 D. 没有这样的地方
 E. 黑夜里

 C. 海水中
 F. 地极

尽管神无所不在，但祂却不像很多印度教徒相信的那样，存在于一切物品之中。如果
神跟祂所创造的一切一样的话，那么祂也就创造了自己——但这是不可能的。神与祂的所造
之物是区分的。而且，如果神与祂的所创之物一样的话，那也就是说神也可能是有罪性的，
因为祂的许多创造之物现今都是罪恶的。但是神不可能既圣洁完美，同时又有罪性。

I. 神是圣洁又完美的
读《利未记》11：44

44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
物污秽自己。
由于神是圣洁的，祂一定毫无罪恶。神不会犯罪，也不会引发任何罪。神是绝对圣洁
的。祂不会做任何罪恶之事，在祂里面也毫无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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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谁说“我是圣洁的”？（只选一项）
 A. 摩西（《利未记》的作者）

 B. 神

 C. 爬行物

由于神是圣洁的，所以祂不可能与任何罪恶之人或物相交（做朋友或伙伴）。
读《罗马书》3：23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由于所有的人都犯过罪，是邪恶的；而神又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人类就有了一个真
正的问题：一位圣洁的神是不会与有罪的人相交的。福音告诉我们，神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的。
《使徒行传》17：25 中告诉我们神不依靠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事物。只有神是完
全的和独立的。因而，祂是完美的；因为只有那不需要任何人或物的，才是完美的。这意味
着神并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的爱。但是，在圣经中的其他许多地方，神确实说过，祂
想要我们的爱和顺从。但不要以为神是需要我们的爱和顺从。也不要认为祂不愿要它们。祂
命令我们去爱祂和顺服祂。因此，我们必须爱祂顺服祂；因为祂要求我们如此行。而且，我
们应当想要去爱祂，因祂曾向所有人彰显过祂的慈爱和美善。（《马太福音》5：44－45；
《诗篇》145：9）。
2. 圣经中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其中包括你吗？（只选一项）
 A. 包括
 B. 不包括

 C. 不确定

J. 神是信实可靠的
神总是言出必行。祂信守承诺。
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24

24 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1. 这节经文说了关于神的哪两件事？（只选两项）
 A. 祂是信实的
 B. 祂并非总是言出必行

 C. 祂会言出必行

在《出埃及记》34：7 中，圣经说道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圣经的其他很多经节
里，神说到祂必用死亡来惩治罪恶。这样，如果对我们喜欢听到的事，神是信实确定的；那
么，对那些我们不想听到的事，神也必是信实确定的。因此，当神向我们承诺什么时，祂会
说到做到。祂必信守祂的诺言。当祂承诺我们：如果我们信靠祂的儿子并认罪悔改的话，祂
就会给我们永生；祂必言而有信。然而，若我们不信祂的儿子并不思悔改的话，那么，祂势
要以永不熄灭之火来惩罚我们；对此，祂也是言出必行的。不要忘记，神信守祂的诺言。
2. 神的哪一个承诺给予了你希望？（只选一项）
 A. 承诺永生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认罪悔改的人
 B. 承诺永远的地狱刑罚给那些拒绝耶稣或抗拒祂旨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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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神是爱
人们所崇拜的很多（假）神都是充满仇恨的神。而圣经中的神却是充满爱的神。祂将
爱赐给祂所拣选的人，然后通过祂的子民，以及其他不同的方式，向世间彰显祂的爱。在旧
约时代，祂的子民是以色列民。如今，祂的圣约之民是基督徒。虽然很多人都声称他们有
爱，但只有神才能给出真正的爱，因为唯有祂才是爱。
读《约翰一书》4：8－16

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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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11 亲爱的弟兄阿，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12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
全了。
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
15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16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
在他里面。
1. 神如何向基督徒（祂的新约子民）表明祂的爱？（只选一项）
 A. 神是爱
 B. 透过爱他们
 C. 透过赐予他们生命
 D. 透过派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们可以赖祂（基督）而活。
2. 是谁首先爱的？（只选一项）
 A. 人
 B.

神

3. 词语“挽回祭”的意思是“平息神因我们的罪而对我们的怒气” 。谁平息了神对基督
徒的罪的怒气？（只选一项）
 A. 天父
 B. 信徒们
 C. 圣子
 D. 他们共同所为

L. 神是真理
读《罗马书》3：4

4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
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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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总是真实的吗？
 A. 是的

 B. 不是

读《约翰福音》15：26

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2. 真理真正源于哪里？（只选一项）
 A. 源于天父（神）
 B. 源于大学
 C.源于先知
 D. 源于科学家
神是真理，真理的灵源于祂。祂导引了圣经的著成（《提摩太后书》3：16）。圣经
是神的道，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耶稣基督也是源于神，并说过祂是“真理”
——离了神就没有真理（《约翰福音》14： 6）。神是由神的灵透过圣经和耶稣基督来启示
——两者都是那“真理”。

M. 神是审判者
读《创世纪》18：25

25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
行公义吗？
1. 这节经文说神是_______的审判者。（只选一项）
 A. 恶人
 B. 义人

 C. 全地

2. 其中也说到作为审判者，祂的审判总是___________。（只选一项）
 A. 不公正的
 B. 公正的
 C. 还好
读《诗篇》19：9

9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3. 这节经文说神的审判是__________。（只选两项）
 A. 真实和全然公义
 C. 洁净及存到永远

 B. 有时真实及有时公义
 D. 令人惊怕及公正的

神是一位完美的审判者，祂的判决从不会出错。祂就是那位审判者；你将来要站在祂
面前，交待你所有的思想言行。祂也是你正在得罪和背逆的那一位。你能想象自己打碎了别
人家的窗户，被带上了法庭，然后发现你所打破的正是那审判官家的窗户吗？不幸的是，你
和神的关系正是如此。你违背了祂的律法，祂就是那位要判决你的审判官。你曾思考过这些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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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启示录》11：18

18 外邦发怒，你的忿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
了。
4. 神将会怎样对待祂的圣徒们（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只选一项）
 A. 生他们的气
 B. 奖赏他们
 C. 毁灭他们
 D. 把他们打入炼狱
5. 神要给那些不惧祂名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什么刑罚？（只选一项）
 A. 奖赏他们
 B. 把他们打入炼狱
 C.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D. 毁灭他们，因他们毁坏了世界

N. 神是灵
神虽无形体，却仍存在。因为祂是神，祂不需要躯体。神是灵，有着无限的权能。而
一个躯体会局限神。
读《约翰福音》4：24

24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1. 这节经文说神是什么？（只选一项）
 A. 灵
 B. 一个身体

 C. 一个人

2. 我们应如何敬拜祂？（只选一项）
 A. 自己用灵性
 B. 以我们自己的方式
 C. 在家中虔诚敬拜
 D. 在灵和真理里敬拜

O. 神有位格
形成一个位格的三个要素是：
• 思想（知道的能力）
•

情感（感觉的能力）

•

意志（选择的能力）

神具备这三个要素，因此祂有位格。祂没有躯体，因为祂是灵，不需要身体。一个位格
不一定非要有身体才能成为一个位格。神既是灵，又有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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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有知道的能力。神了解祂自己，当祂从燃烧着的荆棘中召唤摩西的时候，祂说到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不会说祂像别人一样，因为祂不像任何他人。祂的表达已经再有力
不过了。神对自己非常确认。并且谨记，祂知道所有的事情（《诗篇》147：5）。
2. 神有感觉的能力。祂能感觉到爱，生气，憎恶，以及怜悯。（《诗篇》5：4, 5；
《约翰一书》3：16）
3. 神有选择的能力。《以弗所书》1：4 说神拣选了一些人来获得永远的救赎。《诗
篇》115：3 说神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还可看《以赛亚书》46：10）

P. 神是独一的神，但有三个位格
仔细阅读这一部分。
哥林多前书》8：4

4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哥林多前书》8：4 表明，圣经教导只有一位神。但是同一本圣经也告诉我们，这
位独一神是由三个位格组成。这很难理解，但是由于神在圣经中如此教导我们，基督徒就必
须相信。
下面的例子也许能够帮助你理解这“一”与 “多”：
一大群人（多）聚在一起叫做一群（一）。

一些香蕉（多）生长在一起叫做一串儿（一）。

这些例子中的每一个都有超过“一个”在其中。它比一多。然而，尽管有许多，却仍
被算为一。记住，这些例子只是来帮助你理解神为何是独一的，同时又有三位格（多）。
但，没有一个例子能够完全准确地描述神。
《马太福音》 3：16－17 显现了三个不同的位格。（每题只选一项）

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
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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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1. 谁从水里出来？
 A. 圣父

 B. 圣子

 C. 圣灵

2. 谁像鸽子一样降下来？
 A. 圣父

 B. 圣子

 C. 圣灵

3. 谁从天上说话？
 A. 圣父

 B. 圣子

 C. 圣灵

《马太福音》28：19 也提到了三个不同的位格。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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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给他们施洗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4. 耶稣告诉祂的跟随者，要以谁的名给门徒施洗？（只选一项）
 A.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
 B.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这些名
5. “名”是单数还是复数？（只选一项）
 B. 多于一个（复数——多）
 A. 一个（单数——一）
6. 然而这一个名却含有三个位格（列出祂们）
A.
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

父

一

子

2

1

而

神

三
3

圣灵

《罗马书》1：7

7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
稣基督，归与你们。
7. 《罗马书》1：7 说基督徒从“神我们的________”那里得着平安。
 A. 我们的父神
 C. 主耶稣基督

 B. 神所爱的
 D. 在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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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1：8

8 论到子却说，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8. 在《希伯来书》1：8 中，谁也被称为神？ _______________。
 A. 圣子，这表示圣子是神。  B. 宝座
 C. 正义的权杖
 D. 国家的权杖

《使徒行传》5：3－4

3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
分呢？
4 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9. 在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欺哄了_______________。
 A. 圣灵
 C. 撒但

 B. 彼得
 D. 他自己

10. 在 第 四 节 ， 彼 得 就 欺 哄 圣 灵 这 一 点 上 说 ， 亚 拿 尼 亚 不 是 在 欺 哄 人 ， 而 是 在 欺 哄
_________。
 A. 神，这说明了圣灵即是神  B. 彼得
 C. 人
 D. 他自己
关于这个主题，可以说的还有很多。但是，总而言之，神就是神，我们则不是（我们
是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地了解神。人类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让我们在结束“关于神”的学习之前，再看最后一节经文：
读《罗马书》11：33－36 并根据第 36 节经文回答 11 至 14 的问题。（每题只选一项）

33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34 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
35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11. 万物源于哪里？
 A. 人

 B.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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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是籍着谁得到万物的？
 A. 人

 B. 神

 C. 没有谁

13. 万物为什么被创造出来？
 A. 为人

 B. 为了神

 C. 没有因由

14. 这节经文说，你是为什么而被创造出来的？（只选一项）
 A. 为荣耀你自己
 B. 没有因由

 C. 为荣耀神

这是一位多么多么伟大的神啊！祂真正地配得你的敬拜，赞美和献身。祂值得你完全
的关注。多么奇妙的神啊！如果你真的研究过不同宗教里的不同的神，那么你就会发现，世
上没有哪一种宗教的神能够像这位神一样伟大。所有其他的神都并非真神，因为它们只是人
为了迎合自己的宗教，而在脑海中构思出来的；然后再将这些信仰传于他的后代。在这些众
多的宗教中，的确有一些关于神的真实信息；但，它们都与那关于祂的完全真理相差甚远；
祂在祂的圣言——圣经里，向人启示了这真理。祂就是那一位独一真神！
15. 你相信祂希望你能更好地认识祂吗？
 A. 相信
 B. 不相信
16. 你愿投入自己来更多地认识祂吗？你会祈求祂显现于你的心中，以致你能够按照祂的旨
意来敬拜祂吗? 你决定这样投入并祷告了吗？
 A. 是
 B. 否
你已经完成第一部分的学习指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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