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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論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屬屬屬屬性性性性 (二二二二)
God's Character：Attributes

• 背誦經文：

• 出3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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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73：25–26「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
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
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
的福分，直到永遠。」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A.描述神實存的屬性:靈性,不可見性

B. 描述神的心智屬性:神無所不知,智慧,真實
與信實

C. 描述神的道德屬性:良善,憐憫,恩典,忍耐,
慈愛,聖潔,平安,公義,忌邪,忿怒

D.描述神的目的性屬性:旨意,無所不能

E. 描述神的總體性屬性:完全,榮耀,美麗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A. 描述神實存的屬性描述神實存的屬性描述神實存的屬性描述神實存的屬性 Attributes describing God's 

Being

A-1，靈性靈性靈性靈性 Spirituality

• 「神是靈」(約4：24）不是由任何物質所構成，
和受造物完全不同。因此，忌邪的神禁止祂的
百姓用受造界的任何東西來類比等同於神自己
或為祂造像(出20：4–6)。

• 人的靈乃為神所賜，使我們能以用靈敬拜祂(約4：
24), 在靈裏與主的靈聯合(林前6：17); 並且有聖
靈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8：16)。



A. 描述神實存的屬性

A-2, 不可見性 Invisibility

• 我們永遠不能看見神全部的整體 (提前6：16) ;

然而神仍會: 

a. 藉著所造之物向我們彰顯祂自己; 

b. 顯現 –例如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創18), 

c. 啟示:主耶穌道成肉身將神表明出來

(約1：18). 

• 我們渴慕來生能與祂面對面(林前13：12), 得見
祂的真體(約壹3：2), 將是信徒滿足的喜樂。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B. 神的心智神的心智神的心智神的心智屬屬屬屬性性性性Mental Attribute

B-1、神無所不知 Omniscience, All Knowing

• 使徒約翰說神是：「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約
壹3：20)

a. 神是無限的, 然而祂完全的知道祂自己:

• 林前2：10「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
參透了。」

b. 神知道受造界的一切：

～受造物在神眼前是赤露敞開的 –來4：13，詩139：
1–6

～神知道未來 –賽46：9–10 (不改變性;永恆性 )

～神知道一切可能發生的事物；參撒上23：10–13



B. 神的心智神的心智神的心智神的心智屬性屬性屬性屬性
B-2、智慧

• 神被稱為「獨一、全智的神」(羅16：27); 祂在創造、救
贖、福音的工作與教會的奧祕上彰顯衪超卓的智慧。
弗3：9「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保羅在羅11：33說：「深哉，神豐
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神的智慧是部份可分賜給我們的。箴9：10說：「敬畏耶
和華是智慧的開端。」這種智慧主要來自學習與順服神的
話(詩19：7),明白祂的旨意，來過討神喜悅的生活。

～我們因認識神是‘無限智慧的神’而得到安慰，知道神會使
萬事互相效力，為要將信徒模成基督的形像; 雖然我們的智
慧是有限的，有時不能明白神為何允許一些事情的發生，
特別是面對人生中的苦難，但只要單純地信靠祂是全智的全智的全智的全智的
神神神神，將自己交託在祂手中，就是神所喜悅的。參彼前4：19



B. 神的心智神的心智神的心智神的心智屬性屬性屬性屬性

B-3、真實與信實 Truthfulness and Faithfulness

• 聖經宣告祂是獨一的真神(約17：3),祂的話就是
真理(約17：7),是最終極之標準。神必定成就祂
的旨意，實踐祂所應許的話，因祂是信實的神；
參林後1：20。

• 身為神兒女的我們，當效法主的真實，喜愛真
理，恨惡虛假並棄絕謊言，因虛假謊言與神自
己的性格背道而馳，參箴12：22。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C. 神的道德屬性神的道德屬性神的道德屬性神的道德屬性

C-1、良善

• 耶穌說：「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沒有良善的」(路
18：19)，神乃良善最終標準，祂的所是與所作，
值得祂自己稱許：「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創1：31)，也配得一切受造的讚美：「要稱謝耶和
華，因祂本為善」(詩106：1)。

•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 –參雅1：17f，羅8：32；保羅
鼓勵我們在生活中去發現神為我們生命而有的旨意
乃是：「善良、純全、可喜悅的」羅12：1-2。

• 對神良善屬性的認識會激勵我們凡事謝恩，並明白
神自己乃我們所尋求的終極的良善，並在生活中活
出這樣的生命(加6：10)。



C. 神的道德屬性
C-2、憐憫、恩典、忍耐Mercy, Grace, Patience

• 神的憐憫是指神對那些在悲慘和困苦中之人的良善，
參來4：16

• 神的恩典是指神對那些只配得懲罰之人的良善，參
羅3：23–24

• 神的忍耐是指神對持續犯罪一段時間之人的良善，
因祂暫不執行懲罰。參詩78：38，羅3：25-26

C-3、慈愛
• 「神就是愛」約壹4：8，祂捨己以造福人。參羅5：

8。
• 神將這屬性分賜於我們，「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了
我們。」(約壹4：19).信徒在基督裏能認識並經歷
父神愛基督一般的愛(參約15:9).因此我們可以愛神，
不要愛世界，(約壹2：15), 要愛人如己，彼此相愛。



C. 神的道德屬性
C-4、聖潔
• 詩99：9「耶和華我們的神本為聖」。聖潔指神與罪隔離，
並專心尋求祂自己的尊榮。

• 神命令祂的百姓：「你們要聖潔，因我耶和華你們的神
是聖潔的。」(利19：2)基督現今為教會所作的工作乃是
使她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參弗5：26–27。

C-5、平安
• 神是有秩序，毫無紛亂、不安。「惡人必不得平安」(賽

48：22)。但神將平安賜給教會 (約約約約14：27, 16:33，帖後3：
16-17),祂是賜平安的神(羅15：33)。

C-6、公義
• 申32：4「祂的作為完全；祂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
偽的神，又公義、又正直。」神是公義的，因此必須懲
罰罪惡。基督為我們的罪付上被懲罰的代價而死，就顯
明了神是公義的。(羅3：25–26; 詩89:12-15)



C. 神的道德屬性

C-7、忌邪Jealous

• 出20：5「神是忌邪的神」唯獨祂是真神，本當配
得受造界無限地敬拜,頌讚與尊崇,祂完全無私,理當
堅持維護祂獨一真神的尊榮. 祂說：「我為自己的
緣故⋯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賽48：11。

C-8、忿怒

• 神恨惡所有的罪惡與不虔不義。參羅1：18。主耶
穌為我們背負了罪，在十架招受神何等的忿怒，
「我們⋯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弗2：3）如
今得以脫離將來的忿怒(帖前1：10), 是因主的拯救
的恩典。神的忿怒的教義應當激發我們勤傳福音,

搶救靈魂脫離那必然臨到的神忿怒大而可畏的日子。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D. 神的目的性屬性神的目的性屬性神的目的性屬性神的目的性屬性 Attributes of Purpose

D-1、旨意Will

• 神是那位「照著祂的旨意照著祂的旨意照著祂的旨意照著祂的旨意所決定的，使宇宙中
的萬事持續發生」弗1：11直譯。例如萬物是因
神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4：11)，基督受難是照
神旨意所預定必有的事(徒4：28). 



D. 神的目的性屬性
D-2、無所不能 Omnipotent

• 神隨自己的旨意行事(詩詩詩詩115：3), 祂的決定不受外界
的限制。同時，神有無限的能力去作祂所決定要做
的事。耶穌說：「在神凡事都能。」(太19：26).

• 然而神不作違背自己性格的事，例如「祂決不能說
謊」(來6：18),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後2：
13).

• 神賜給我們意志(will),可以作討神喜悅的選擇 --選擇
遵行神的話,信靠順服祂,愛神愛人, 如此便反映出了
神的性格；反之,意志若以罪的方式顯示出來，人
便會在驕傲中悖逆神的權柄，拒絕順服祂的旨意。

• 神也賜給我們能力，能以遵行祂旨意來榮耀祂。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E. 神的總體性屬性神的總體性屬性神的總體性屬性神的總體性屬性

• 此外，神屬性中還有完全 Perfection與美麗 Beauty –

– 祂全然擁有各樣超絕的特質,全備一無所缺(詩18:30f, 申
32:4),

– 祂擁有一切可羨慕的特質(desirable qualities) -完全且美
麗的,衪永遠是信徒所羡慕並渴望的那一位，從今時直到
永世.參詩27：4，73：25。

• 對耶穌基督而言，信徒生命中的美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信徒個人與教會整體，都應當在每一方面展現
祂的性格，反映祂的美麗。

• 新婦有一日將妝飾整齊,預備好迎見新郎,與渴慕已
久的主面對面,瞻仰祂的榮臉,享受與祂永遠同在.



玉漏沙殘 Ann R. Cousin

The Sands of Time Are Sinking

新婦不看她衣裳，只看所愛新郎；

我也不看我榮耀，只是瞻仰我王。

不見祂的冠冕，只看祂手創傷；

羔羊榮耀今充滿以馬內利之境。



主主主主，，，，我我我我願像你你你你
Oh! to Be Like Thee

主我願像你！榮耀的救主，

這是我盼望，是我禱告；

主，我願像你，
主，我願像你。

榮耀的救主，潔淨像你！
有主的甘甜，有主的豐盛；
願主的聖形願主的聖形願主的聖形願主的聖形，，，，深印我心深印我心深印我心深印我心。。。。

Stamp Thine own image deep on my heart.



神論 -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神的屬性 (二二二二)

禱告

感謝主使我們得以與祂的性情有份.求主幫助我們
更加愛慕祂的話語,藉聖經向我們啟示祂一切榮美
奇妙的性格,並幫助我們竭力效法基督,將我們模
成神兒子的形像. 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