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se: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 基督教基本教义
Series: The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
Lesson 2: God the Father 圣父上帝
1. Host 很多宗教都敬拜一个他们称之为“神”的这个存在，这样就会产生来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他们敬拜的是不同名字的同一个对象吗？还是他们敬拜的是完全不
同的神？其实，圣经解释说，虽然很多不同的宗教都使用 “神”这个相同的名
词，但意义却不尽相同。圣经坚持强调万有中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基督徒所敬拜的
上帝，这就意味着其他宗教所敬拜的神，是冒充的，是偶像，是假神。这也就是为
什么基督教经常特别强调要认识圣经中的这位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唯一有能
力创造、毁灭和救赎的那一位上帝。
2. Title 这是我们【使徒信经】系列课程的第二课，我们把本课定名为【圣父上
帝】。本课中，我们集中在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这个信条是有关三位一体的第
一个位格，圣父上帝，的信仰教义。
3. 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到，使徒信经在教会早期以各种各样的版本出现，但是大
约到主后 700 年，才用拉丁文将其标准化，下面是现代中文的翻译：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
4. 你可能还记得在这些课程中，我们把使徒信经分成五个主要部分：前面三个部
分处理的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接下来的部分是教会、然后是救
恩的部分。
本课我们只集中在这个五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只有一个信条所组成：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划分这个信条中所提到的主题，但是这一课，我们只
集中在三个主题上，这三个主题一直都是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上帝】的概念，
【全能的父】之位格，以及他作为万物之【创造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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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gnpost: God 顺着这三个主题，我们对圣父上帝这个课程将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要论述【上帝】的基本概念，看看圣经中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存在和属
性的一些基本概念；第二，我们要集中在【全能的父】这个短语上，注意到三位一
体中第一位格的独特属性；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父上帝作为万物之【创造主】的角
色。让我们开始先看圣经中向我们展现的关于上帝的概念。
6. Packer 2.1
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实在是我们对其他一切信仰的根本。因此，如果我们以世
界观的方式来看的话，上帝就是中心，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因与上帝的关系而存有。
这种将上帝置于中心的思维与我们文化中自我中心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文
化先考虑自己，然后再关注其他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与自我的关系。这种人本的世
界观是与圣经看待万有的方式完全地背道而驰，我认为——我敢断言，就像圣经启
示的那样，人本的世界观也是与上帝看待万有的方式全然背道而驰。因此，就现今
的事奉而论，十分重要去挑战这种我们生来具有的、自我中心的方式；力图在我们
人生中，让上帝回到该有的中心地位，用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代替自我中心、人
本的视角。
7. Panel: Singularity 我们将从两个主题来看圣经中展示关于【上帝】的基本概
念。一方面，我们要探讨神学家们常常所说的上帝的【独一性】，就是指只有一位
上帝存在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我们要集中在上帝的【单纯性】，指的是虽然上帝
有三个位格，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上帝。我们先以上帝的【独一性】开始，这个教
义是指圣经当中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8. Bullet: Polytheism 我们探讨上帝的独一性时，我们首先要看看在教会初期世
上流行的【多神论】；第二，我们要探讨强调一位上帝的【一神论】；第三，我们
要谈谈【基督教】和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概念。让我们先看【多神论】的主题。
9. 【多神论】是指【相信有多个神存在的信仰】，这里的神是指控制宇宙空间超
自然的有能力的存在物。其中有些神被认为是永恒的，自然存在的；有些则认为是
被生出的，甚至以某种形式被创造出来的。在多神论的系统中，这些神常常是彼此
截然不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独特的，正如所有的人都是独特的一样。但是在
多神论中，没有一个神能够宣称自己是唯一掌握宇宙空间的超自然存在。
9a. 一个很流行的多神论类型，称为【单一主神论】，他们【信奉一个主神而不否
认其他神的存在】。例如，罗马帝国的有些人敬拜宙斯是至高的神，而同时仍然接
纳其他的神。
10. 早期教会时代，大多数非基督徒都是多神论者，其中很多人相信希腊和罗马的
众多假神，而另外的人则拜古代近东地区的各种偶像。也有一些多神论者相信宇宙
的能力，有些人敬拜被创造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基本上没有不相信神存在的无神
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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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普遍相信各种神明的一个原因是，多神论是法律要求的。例如，在罗马帝国，
政府强迫人们要敬拜罗马的众神明，罗马人要求人们敬拜神为了获得神的恩惠并保
佑他们的帝国。
12. 但是相信各样神明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罪恶。
Bauer 2.2
圣经表明人类会那么轻而一举的，离开真神转向假神。这与圣经有关罪的教
义有特别的联系。这一点与我们作为受造物和伟大造物主的关联，远没有我们沦为
有罪的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关联来的更加密切。罪以它特有的方式蒙蔽我们，使我
们不能明辨上帝借着创造向我们揭示的有关上帝的真理。因此，事实上，如果单靠
我们自己去分辨的话，我们必定会将上帝或其神性与其他非真神的事物混为一谈。
换句话说，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去造神，代替永生的上帝。
Animation
就如圣经所说，每一个人心里最深处都十分明白，离开了神圣的创造主之手，这个
宇宙不可能出现。但是由于我们的罪，人类不愿自然而然地承认真神，把这些东西
归荣耀与上帝。相反，我们把上帝的作为归结于其他的资源。
13. 罗马书 1 章 20-23 节，保罗这样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
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
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 上帝的荣耀变为偶
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按照保罗所言，圣经中所说之上帝的存在，对每一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是【明明
可知的】，而且是【可以晓得】的。保罗甚至更进一步说，人们透过创造中上帝的
自我启示而【知道】上帝，但是，因为罪，人们竟然不荣耀上帝，也不【感谢】上
帝。相反，我们却把上帝的荣耀【变成】我们创造的假神，敬拜这些假神，取代上
帝的位置。
14. Ling 2.2
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良心里面的深处，都知道神，
因为祂已经向我们启示。可是，每一个人都离开神，心里去转而敬拜偶像——偶像
就是任何上帝所造的，但是我们把它当做神来敬拜。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偶像
的，甚至乎是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厂。
15. Bullet: Monotheism 把【多神论】的图画存记在心，我们接下来要探讨【一
神论】，即相信只存在一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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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理论上来讲，【一神论】可以指任何明确【相信只有一位上帝】的宗教。例
如，现代社会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宗教，因为他们都坚持相信
有神而且只有一位神。
17. 圣经中很多经文都宣称上帝的独一性，清楚明确地表明只有一位上帝，下面是
几个例子。
列王记上第 8 章 60 节，所罗门说，
惟独耶和华是上帝，并无别神。
篇 86 篇 10 节，大卫向上帝唱歌说：
惟独你是上帝。
列王记下第 19 章 19 节，希西家祷告
惟独你耶和华是上帝！
罗马书第 3 章 30 节，保罗坚称，
上帝既是一位。
雅各在雅各书第 2 章 19 节说，
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
只有一位上帝，这是旧约时代的真理，也是新约时代的真理，在早期教会这是真
理，在今天仍然是真理。
18. Host 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不是所有一神论的宗教敬拜的都是同一位上帝。
我们已经说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只敬拜一个神，不但如此，他们都认
定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至少在名称上。但是他们对“亚伯拉罕的上帝”所
赋予的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在这位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而且甚至祂的本质
上都不相一致。
19. 来看一下犹太教。犹太教信仰的基础是旧约圣经，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但是犹太教否定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实际上，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每一
个位格，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主，以及道成肉身，他们否认圣灵是上帝的位格。因
为拒绝耶稣和圣灵，他们就是否认了差派他们的圣父上帝。
20. 就如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 10 章 16 节中所说的，
“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犹太教拒绝耶稣和圣灵，因而也就是拒绝圣父上帝。
21. 犹太教相信只敬拜旧约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就是指基督徒所爱的同一位旧约
的上帝，而且说，“我们敬拜那位上帝。” 因此，表面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他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上
帝不一样，因为他们否认在耶稣里所启示的上帝的全部。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伊斯兰教，就更加清楚，他们的上帝和圣经的上帝互相矛
盾。
22. Kassi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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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伊斯兰宣扬的信仰中，其一神论的观念是什么？我认
为当然伊斯兰教的神是独一的。但是，基督教对主的属性和性情与伊斯兰教有差
别。我们有救赎和道成肉身的教义。这两个教义在人生中清楚具体地展现了我们主
的性情。可是，救赎和道成肉身是伊斯兰教理解一神观的缺失。
Duncan 2.3
伊斯兰教关于神的观念，的确与圣经相互抵触，一个非常重要、不合圣经之
处，就是认为上帝是没有位格分别的个体。在伊斯兰教中，用专门术语来解释的
话，就是上帝绝对为一，在他里面不存在位格群体。在基督教神学中，具有对独一
上帝的绝对忠诚，信奉只有独一的真神。圣经中最早的信条就是，“ 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因此，对独一真神论点的强调，一直以
来就是犹太—基督教从其起初源泉就有的神学传统。因此，基督教是独一神论。当
然，我们伊斯兰教的许多朋友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相信三神论。他们实
际上会认为你们相信父亲、母亲和儿子，因为在这方面穆罕默德错误的理解了基督
教的神论。实际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是说——独一真神自有永有地存在于三个位
格之中，圣父，圣子，圣灵，却不是简单的一个神格的三个表述的状态 ，他们也
不是一个神的三种不同的隐喻，而是独一真神本性中实实在在存在着位格之间的团
契——这实在是与伊斯兰的神观决然不同的。

23. 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他们和多神论截然不
同，因为他们否定多神的存在。但是他们之间又彼此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关于对上
帝的教义非常不同。
24. Bullet: Christianity 讨论过了【多神论】和【一神论】，接下来我们就准备
描述一下基督教确认的而且在使徒信经里面教导的关于上帝的概念。
25. 使徒信经里面关于上帝的陈述相当简单，只是说，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你可能注意到，信经没有很清楚地说只有一位上帝。如果我们不知道信经的起源，
读这些话，很有可能使我们觉得我们在宣告犹太教中的上帝，或是伊斯兰教的上
帝，或者甚至在确认很多神中的一位神。因此，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在讲基督教中三
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在讲非基督教的一神论或多神论呢？
26. 一方面，信经透过其他句子，明白地谈到上帝，以此来否认非基督徒的一神
论。就如在前一课我们已经看到的，信经的组织方式是围绕三位一体的形式，反映
出信仰的内容是【圣父上帝】、【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以及【圣灵】，这是
上帝的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都享有相同的单一的上帝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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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请记得，信经的目的是对信仰教义的一个总结，不是对信仰内容全面
的陈述。当它用在教会仪式中时，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用这种方式提到上帝的
三个位格，暗含着三位一体的教义。
27. 另外一方面，信经用单数形式的一般意义上的名词“上帝”来作为真神的名
字，以此来否认多神论。
28. “上帝”这个词可以有很多含义，许多宗教都把他们的“神明”称为“上
帝”。圣经本身有时也使用“神”这个词来指一些象魔鬼、偶像以及甚至人类的领
袖这类的对象。但是这些所谓的神也有他们真实的名字。例如，在古代罗马的宗教
中，“战神”是战争的神，尼普顿神是指海神，朱庇特是众神的领袖。
29. 同样的方式，圣经中的上帝也有不同的名字，大多数名字是描述性的，比如，
【El Shaddai】，常常翻译成【全能的上帝】，意思是【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
帝】。【El Elyon】，常常翻译成【至高的上帝】，意思是【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上
帝】；【Adonai】，一般翻译成【主】，意思就是【主宰】或【统治者】。
但是最接近我们认为是上帝合适的名字是【雅威】，在比较老一点的版本中
翻译的是【耶和华】，而在现代的译本中，通常翻译为【主】，虽然其意义和
【Adonai】相差甚远。
在人类历史很早期的时候，上帝就启示他的名字为【雅威】。例如，在【创
世记第 4 章 26 节】我们了解到，人类使用这个名字称呼上帝最早的时候至少在亚
当的儿子塞特的年代。在【创世记第 9 章 26 节】【挪亚】把上帝称作【雅威】。
在【创世记第 12 章 8 节】【亚伯拉罕】也用这名字称呼上帝。
30. 在出埃及记 3 章 13 节和 14 节中，上帝向摩西描述祂的名字也是用雅
威，圣经这样记载，
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
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
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雅威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文“ehyeh”，这个词这里翻译成【我是自有永有的】，
这是上帝向他的百姓启示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名字，一个超过其他任何名字，是把自
己与所有假神完全分别开来的名字。
31. 实际上，在圣经所有用来称呼上帝的名字中，“神”或“上帝”是最普遍的。
现代的旧约圣经中，【上帝】这个词希伯来原文是【el】或者【elohim】。在新约
圣经中，希腊文的翻译是【theos】。但是在圣经那个时代，其他的宗教用同样的
词来指他们的神明。因此，为什么使徒信经选择这个普遍的名字称呼上帝，而不是
用象雅威这样特别的名字？
32. 因为使徒信经通过使用最简单的名词【上帝】来识别主，指出基督教的神是唯
一值得被称为“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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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列王记上第 8 章 60 节，我们看到，
耶和华（或希伯来文中【Yahweh 雅威】）是上帝，并无别神。
不错，其他宗教相信他们敬拜的是真正的神，但是实际上，他们敬拜的是假想的东
西，甚至是魔鬼——低层次的、受造的灵体，都受基督教上帝的管辖。
Placard: 哥林多前书 10:20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 20 节解释得很清楚，他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上帝。
外邦人不相信他们所献的祭是给魔鬼，他们相信他们献祭给各样的鬼神，但是他们
是错的。
34. 今天，在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宗教，有印度教、日本神道
教、异教、巫术、伊斯兰教、犹太教、各种部落宗教等等。但是他们的神明是假
的，有些敬拜魔鬼，有些敬拜受造物，有些敬拜他们虚构的东西。但是圣经坚称只
有基督教的上帝是真正的神，只有基督教的上帝要审判世界，而且只有基督教的上
帝有能力拯救我们。
35. Host
使徒信经中的第一个信仰条款，就是呼召新生的基督徒放弃他们过去
敬拜的假神，承认和信靠圣经中描述的上帝为万有中独一的真神。这个呼召清晰地
反映出圣经中一个完全根本性的教导，那就是圣经要求任何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要承
认，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圣经要求人们要单单敬拜祂。
36. Panel: Simplicity
我们已经查看了上帝的【独一性】，接下来我们集中在
上帝的【单纯性】，就是他本性或本质的合一。
37. 你可能记得前一课我们定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时，我们这样说，
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
我们也说过，【位格】这个术语是指【独特、自知的个体】，【本质】这个术语，
指的是上帝的基本【本性】，或者祂构成的【实质】。
38. 好了，当我们提到上帝的单纯性时，在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他的本质，——他的
本性，形成上帝存在的实质。
39. 神学家们以相当专门的方式来使用术语，象【简单】或者“单纯性”这些词。
我们不能从上帝是容易理解的意义上说上帝是简单的。相反，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本
质【不是由不同的实质所组成】，而是【一个只有单个实质的全部统一组成】。
40. 我们可以通过纯净水和污泥的比较来举例说明这个单纯性的概念。一方面，水
可以看作是单个物质，全部由水组成，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在水里加一些泥土，就变成了污泥，污泥是个混合物，因为它
是由两种物质组成，水和泥土。
上帝的本质就像绝对的纯净水一样，只有一个物质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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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为什么基督教强调上帝是单纯的，不是由不同
物质所组成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看一看三位一体的教义。
41. 【三位一体】教义的陈述是这样的：
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
41.5 K. Johnson 2.4
三位一体教义里至关重要的是位格和本质的区别。上帝就本质而论为一，就
位格而论为三。事实上，可以这样讲， “一”对应的是“什么”，而“三”对应
的是“谁。”
42. 圣经强烈地坚持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经也同样强烈地坚持
只有一位上帝。在非常早期的教会生活中，神学家们决定讨论只有一位上帝的一个
很有用的方式，就是按照上帝的本质或实质来讲。因此，当他们说上帝是一个单个
的、统一的本质时，他们实际是在否定把圣父、圣子、圣灵看成是三个独立的上
帝，不知怎样联合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相反，他们是确认这三个位格永远是存在
于一个独一的上帝之内。
以这种方式，教会要使人们完全清楚知道，基督徒不是信仰三个上帝，其他
宗教常常这样污蔑我们。相反，我们只相信独一的上帝，一个上帝，有三个位格。

43. Wellum 2.4 (He probably says “substance” rather than “subsist” as the
transcript has it. We need to verify that before using this clip.)
穆斯林们经常这样讲，基督徒们确认有三位神，或者是相信三神论。其实，
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一个正统的人曾经确认这个说法，因为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
帝，圣灵是上帝，从创始记到启示录都一再的确认，确认上帝是独一的神。只有一
位永活真神。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充分理解的上帝自我启示，就是有独一的上帝，
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分享同样的[位格]属性（godhead），这个
教会习惯用语要表明的就是同一属性存在于三个位格中，这也就是为何我们不承认
有三个神。上帝是有三个位格，同一本质的神。圣经不断传讲这个真理，教会确信
这一点，也成为我们与其他不同宗教的根本分水岭。
44. 在另外一个古老的信经——尼西亚信经——里面，很清楚地陈述了这个观念：
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与圣父本体相同。
因为使徒信经比尼西亚信经更为基本，里面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些详情。然而，使徒
信经强调，我们相信有三个位格的独一上帝，这里面就隐含了这个概念。
45. 基督徒相信有三个位格的一位上帝，这一事实对基督徒的生命有无穷无尽的应
用。例如，传统的基督徒敬拜常常是完全的三位一体形式：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
我们都敬拜，我们向每个位格唱赞美诗歌、祷告、祈求。忽略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
位而偏爱另外一位，就是忽略上帝本身。我们把尊贵、服事和爱慕归给圣父、圣子
和圣灵，因为他们都属一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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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Signpost: Father Almighty
讲过了基督教关于【上帝】的基本概念以及祂存在的本性，接下来，我们就集中在
【全能的父】这个短语上，看看圣经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即圣父上帝的独
特的教导。
47. Panel: Person 我们对于【全能的父】这个短语的讨论分成四个部分：首先，
我们要看看圣经用“父”的【名字】来称呼上帝的方式；第二，我们要考量圣父上
帝在三位一体中的【位格】；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父身份】的性质，他为父的角
色中所行的一切；第四，我们讨论上帝的【权能】。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用
“父”的【名字】来称呼上帝。
48. K. Johnson 2.5
圣经至少使用“父”这个词有三重不同的含义。首先，用来表述上帝作为万
有的创造者。新约的一个例证在林前 8 章 6 节，在那里保罗指出万物都源本於他
和藉著他而存有的。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每节经文提到上帝为父的第一种含义
时，也都是用来指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认识到这一点满重要。父的第二个用
法，特指信徒在基督里为后嗣作为上帝的儿女。当保罗在罗马书 8 章 15 节说，我
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儿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他所用的“父”就是这个含
义。最后，“父”这个词来定义耶稣与父神的独特关系。我们也许能这样总结父的
这三种用法：第一个含义强调的是上帝作为创造者，第二个用法特指上帝作为救赎
主，而第三个含义是要强调耶稣基督和圣父位格之间的独特关系。

49. 不幸的是，有些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圣经每次使用“父”这个词语时，就是指
三位一体的第一位，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新约之前还没有清楚地显明出来。在
旧约圣经零散的一些经文中暗示了上帝位格的复数性，但是旧约圣经压倒性地强调
上帝的独一性。
因此，旧约中上帝被称为“父”的时候，是指整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
指单个位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父”这个词的使用也的确强调“圣
父”这个位格，但是重要的一点请记住，在新约圣经清楚地启示上帝的这三个位格
之前，所有用来称呼“上帝”的术语，包括“父”这个词，都多多少少是应用到三
位一体的全部。在像【申命记 32 章 6 节】和【以赛亚书 63 章 16 节】以及【64
章 8 节】这些经文中的“父”这个词，都是指上帝的全部位格。为了举例说明，
我们选一处经文为例，来看看在旧约中“父”这个词的使用。
50. 在玛拉基书 2 章 10 节中，先知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不是同一位上帝创造我们吗？（新译本）
这里，上帝的全部都被称为【父】，包括圣父，圣子和圣灵，因为上帝的全部位格
都参与人类的创造。新约圣经很明确指出，圣父、圣子和圣灵每一个位格都扮演不
同的角色，但是这段经文没有指出上帝的各个位格之间的区别，相反，它把“父”
这个名字在他们创造中的角色，集体地归于所有三个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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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当新约作者们引用旧约时，有些时候，他们也用【父】来指整个上帝，这就使
情况更加复杂化。例如，在【马太福音 5 章 45 节】和【6 章 6 到 18 节】，以及
【使徒行传 17 章 24 到 29 节】中，好像都是用“父”来表示整个三位一体。这些
经文中，用“父”来描述整个三位一体有几个原因，有时是因为上帝的三个位格都
参与了创造世界的工作，有时是因为上帝的三个位格都是我们要顺从的伦理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作为例子。
52. 【雅各书 1 章 17 节】这样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
那里降下来的。
这一节经文之前，雅各讨论的是上帝的属性在伦理上是纯洁的。因此，雅各这里所
要表达的观点是，从上帝来的一切都是美善的，而且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
的。既然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三一上帝的各个位格，基督教的解经家们常常认
为这是指整个三一上帝。当然，就如在旧约圣经中，也有理由认为这里是单单强调
圣父的位格。但是，确认圣子和圣灵也能够赐给我们美善是很重要的。
53. 不过，也很清楚，圣经使用【父】这个词，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指有别于圣
子和圣灵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位格】。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经文中看到这个意义：
【约翰福音 1 章 14 和 18 节】、【约翰福音 5 章 17 节到 26 节】、【加拉太书 4
章 6 节】、【彼得后书 1 章 17 节】。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54. 在约翰二书 9 节，使徒这样来区分圣父和圣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上帝；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
又有子。
在约翰福音 14 章 16 和 17 节，耶稣坚定门徒们信心的时候，这样区分圣父
和圣灵，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
是真理的圣灵。
55. Panel: Person 我们已经了解了圣经中如何使用“父”这个名字来指整个的上
帝，同时也指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圣父的【位格】与三位一体
其他位格的区别。
56. 圣父和圣子以及圣灵的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描述，但是在神学历史中，有两
个关于三位一体的观点较为引人注目，具体说，就是通常讲的【本体的三一论】
[ontological Trinity]和【实施的三一论】[economic Trinity]。这两个观点讲的是相
同的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但是，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上，
他们强调的方面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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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一方面，当我们着重在【上帝的存在】时，通常提到【本体三一论】，【本
体】这个词的意思是【关于存在性】。因此，当我们说本体的三位一体时，我们是
从存在和本质来看三位一体，我们考量的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个位格怎样彼此统一
结合在一起，他们怎样共同拥有同一个本质。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上帝的三个位格都是无限的，永恒的和不改变的。每
一个都拥有上帝相同的本质属性，象智慧、能力、圣洁、公义、善良和真理。
58. 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考量【上帝的位格怎样彼此互相影响】时，通常提到【实
施的三一论】，讲的是他们之间作为独立的个体如何彼此相连。【实施】这个词的
原本意思是【涉及到家的管理】。因此，当我们说实施的三位一体时，我们是从圣
父上帝、圣子和圣灵作为独特的个体，彼此之间如何相连来看三位一体。
我们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时，每一个位格都有不同的责任、不同层次
的权柄，以及不同的角色，完成不同的任务。圣父，圣子和圣灵彼此有交谈，他们
彼此认可，他们彼此作用，他们从很多方面彼此影响。
59. 无论从本体观点和实施的观点，两者都认为圣父是【第一位格】。圣父被称为
【本体的三一论】的【第一位格】，是因为圣子是从圣父而【出来】的，圣灵也
【源于】圣父。
60. 关于圣子的产生，约翰一书 4 章 9 节这样说，
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独生】这个词语来自希腊文【monogenes】，常常翻译为【独生】，不幸的
是，早期教会的一些人认为这个意思是圣子是被造的，不是完全的上帝，即使现今
有一些异端还是否认圣子的神性，因为他被称为“独生”的。
61. 为了反驳这个错误的教导，传统上，基督徒们已经说明圣子是从圣父在【永恒
中出来】的或者由圣父【生自永恒中】。这些术语强调圣子是自有永有的。
62. 在约翰福音 15 章 26 节，耶稣提到圣灵的出现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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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语【出来】是从希腊文【ekporeuomai】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源于】。传统
上，这节经文被理解为，指圣灵存在的来源。
63. 不幸的是，像这样的经文使一些人得出错误的结论说，圣灵不是永恒的或者不
是完全的上帝。因此，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家已经谨慎地坚持圣灵是三位一体全备一
员，而且祂是完全的上帝，即便他的位格是永恒地从圣父上帝而来。
64. 除了被称为本体的三一上帝的第一位格，圣父也被称为【实施的三一上帝】的
【第一位格】，从实施的观点，圣父被称为第一位格的原因是他对其他两个位格的
权柄，很像人类的父亲，在家里面有权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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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我们从很多方面看到圣父对圣子的权柄。比如，象我们在【约翰福音 6 章 40
节】中学到的一样，【子遵行父的旨意】；而且，按照象【以弗所书 1 章 20 节到
22 节】的经文所说，【子从父得到他的权柄和国度】。实际上，圣经不断告诉我
们【子的王权】是【从属于父的王权】，我们从耶稣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这个经常的
表达中可见一斑，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例如【诗篇 110 篇 1 节】和【希伯
来书 1 章 3 节】。上帝的右手边是一个尊贵的和有权能的地方，但是要知道，这
位置不是宝座本身。最后，【子要将他的国度交给父】，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24 节】中教导的一样。简而言之，在实施的三位一体中，圣父对圣子有权
柄。
65.5 Vibert 2.6
圣父与圣子关系及其一切权柄的实施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这涉及到三位
一体中圣父与圣子扮演角色的差异。事实上，圣子在他的角色上甘愿屈尊成就父神
的计划。他来到世间顺服父神的旨意及其父神实施的一切权柄。然而同时，它们之
间有父爱子和子爱父的圣爱关系，在三位一体中他们寻求彼此的取悦与尊崇。因
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做点的分别，区分祂们扮演的角色与祂们在爱中彼此取悦
的关系。
66. 同样，圣父对圣灵也有权柄，例如，我们所听到是【圣父差遣圣灵来】，就像
【路加福音 11 章 13 节】和【以弗所书 1 章 17 节】中所说的。我们也从【使徒行
传 10 章 38 节】中知道，是【圣父用圣灵的能力膏耶稣】。整本圣经中，圣灵是
圣父在世界上的代表，接受圣父的指导，完成他的旨意。在实施的三位一体中，圣
父对圣灵有权柄，正如祂对圣子有权柄一样。
67. Blakemore 2.6
父神的权柄总是爱的权柄。父神的权柄是爱圣子的权柄，他乐意是他的爱子
得到荣耀，就像圣子也乐意父神的荣耀一样。因此最终，如果圣父、圣子和圣灵他
们之间分享圣爱，那么，这种父与子与圣灵之间存在不同旨意的说法就变成了无稽
之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圣子和圣灵是永恒中盼望执行圣父的旨意，同时
圣父是永恒中盼望荣耀圣子和圣灵的话，那么从根本上讲，在上帝的生命里具有一
样的意愿，一样的爱；因为在三位一体的这个团契中具有一样的本质。
68. Panel: Fatherhood 了解了“圣父”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如何被使用，以及
圣父上帝的【位格】，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其【圣父身份】在创造界和人类中的特
性。
69. 在我们详细描述圣父上帝的身份之前，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圣经上谈到上帝为
父身份，大量的经文来自旧约，就是在上帝清楚地启示他的三一性之前。这些经文
中，“父”这个词主要是指整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仅仅单指圣父这个位格。
不过，新约提到父的身份主要是指圣父这个位格。因此，在这些旧约经文里
面看到强调圣父的位格也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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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Bullet: Creator 我们可以讨论上帝【圣父身份】的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只集中
在三个较为突出的圣经概念。首先，我们要考量圣父【创造主】的角色；第二，我
们要从上帝作为创造万物和祂子民的【君王】的角度看看他的圣父身份；第三，我
们要集中在圣父是祂子民的【一家之主】的观念上。我们首先探讨圣父身份的一个
观念，就是祂的【创造主】的角色。
71. 从广义上讲，圣经有时提到上帝时，把祂当作祂所造万物的父，例如，在【申
命记 32 章 6 节】、【以赛亚书 43 章 6 节到 7 节】、【64 章 8 节】和【玛拉基书
2 章 10 节】以及【路加福音 3 章 38 节】这样的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72. 举一个例子，保罗在使徒行传 17 章 26 节到 28 节这样向雅典人讲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
住的疆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里，保罗引用外邦诗人克里安和提亚拉突的话，他们说宙斯是人类之父，因为祂
创造了人类。当然，保罗强调圣经的上帝才是真正的创造主，而不是宙斯，但是保
罗也确认了一个观念，就是创造主就是创造之物的父。
72.1 Paul Chang
圣经是一种语言。它用人间的父的这个形象来描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他跟
我们的关系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父代表源头，代表权柄。
73. 正如人类的父亲对他们的孩子很有耐心，上帝作为创造物之父的身份，使得祂
向我们堕落的世界也显示了极大的耐心，尤其是对于罪孽深重的人类。这并不是意
味着祂永远不会审判万物，但是，这一点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祂不轻易发怒，常施
恩惠。
74. 就如我们在诗篇 145 篇 8 节和 9 节所读到的，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
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75. Bullet: King 查看了上帝作为【创造主】的角色，接下来看与祂为父之身份有
关的【君王】角色。
76. 在古代近东地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人们把【君王】当成他们的【父】，
国王称他们的【臣民】为【孩子】。这种表达也常常出现在圣经中。例如，以色列
人称大卫是他们的【父】，因为他曾经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有一些以色列人真的
是大卫的后代，所以，大卫是他们血统上的父，但是整个国家都称大卫为他们的
父，他们的意思是大卫为他们的君王。
77. 马可福音 11 章 10 节中，讲到人们这样大声呼喊，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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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然，大卫被称为以色列之父（祖）是与他的王位有关。
同样，在使徒行传 4 章 25 节和 26 节，教会的人们这样赞美上帝，
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
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也聚集，
要敌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再一次，大卫被称为以色列的【祖宗（父）】，因为他是主的【受膏者】，是坐在
主宝座上的君王，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与敌国争战，但是为什么古代把君王称为父
呢？
78. Pratt 2.7
在古代世界君王称他们自己为父，因为他们自我描绘为仁爱之君。也就是
说，他们眷顾他们的百姓，照顾他们的需要，并保护他们及诸如此类地特点。其
实，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已，因为古代的君王们在大多数情形下，只是关心他
们自己的利益，而非是服侍他们的百姓。然而同时，上帝向以色列启示他自己时，
他使用了当时惯常把君王看作为父的习俗。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上帝作为我们的父
亲，我们的父皇，我们伟大国度的至高君王，这一点却不是一个政治宣传，而是一
个真相。上帝眷顾我们，他提供一切我们的需要，他保护我们如同父亲一般。因
此，他就是他整个王国的父王，他的国度之父。
79. 正如人类的君王被称为他们民族的父，上帝也被称为“父”，因为祂是统管世
界的超乎万王的大君王，因为祂也直接管理祂的选民以色列人。
80. 听听以赛亚书 63 章 15 节和 16 节，怎样谈到主的父性。
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
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你却
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
“我们的救赎主”
在此，上帝自己指出他是【父】，因为他坐在高天的居所宝座上，除了统管万有之
外，同时特别统管以色列和犹大。具体来讲，恳求神圣的君王带领他的军队去争
战，打败他们的仇敌，赎回祂的百姓。
81. 我们神圣的君王爱护我们，就像父亲爱护他的孩子一样，明白这一点能给我们
带来极大的信心和安慰。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抵挡这个世界的邪恶，但是我们神
圣的君王象父亲一样爱我们，随时能够帮助我们。
82. 实际上，这是耶稣在主祷文中教导的一个思想，他指示门徒们向【我们在天上
的父】祷告。主祷文中的这个祈求，上帝被认为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在整本圣
经中，天上的景象是一样的，是上帝宝座设立的地方，是他坐着为王，统管万有的
地方，因此，当耶稣告诉门徒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他的意思是他们
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要把上帝作为【尊贵的父】，是【宝座设立在天上的神圣君
王】，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远离试探，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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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凶恶，这些祷告的基础就是我们慈爱的君王，祂既有能力这样做，也愿意这样
做。
83. Bullet: Family Head 已经了解了上帝是【创造主】和【君王】，接下来我们
要看看上帝的父亲身份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
83.5 Harper 2.8
对我来说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到神学总是有隐含的牧养含义。我们
所信的内容势必影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这一点在涉及到上帝为父的方面，表现得
同样。我认为无论我们有一个好的父亲，还是一个糟的父亲，这一点都会产生作
用。我是十分幸运有一个好父亲，因此，对我来讲把上帝看作我在天之父是十分自
然的事儿。我的父亲对我所说、对我所作、以及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一切对
我而言都十分宝贵。这就使得天父这个概念带给我十分积极正面的感受。但是，多
年来我遇见过也共事过不同的人，他们中有人对父的属性的看法是相当负面的，十
分敌对，不愿意提及。然而，我记得与我的一个学生交谈的情形，她是这样来表达
的，她说，“上帝成为我从未有过和经历过的那个父亲。”因此，在我们探讨上帝
为父的属性时，即便是从失却之处，我们都可以了解到上帝的心肠是一个随时预备
向我们施恩的慈父之心，无论我们是否在地上的父亲身上经历过这些。
84. 每一个人都熟悉一家之主的概念，通常是指等能带领家庭、为家庭做重大决定
的父母、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其实，圣经也常常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上帝与祂
子民的关系。
旧约圣经中，我们有时会看到上帝作为人类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例如，
在创世记 5 章 1 节到 3 节中，摩西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上帝和亚当的关系以及亚当
与他儿子赛特的关系。
旧约中也时常把上帝描述为以色列民族的一家之主。我们在一些经文，象
【申命记 1 章 31 节】、【诗篇 103 篇 13 节】和【箴言 3 章 12 节】中看到，上帝
关心爱护祂的百姓。
85. 我们看看何西阿书 11 章 1 节中上帝的话来作为一个例子，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这里，上帝把他自己描述为一个父亲，从年幼就爱以色列民族。
我们在民数记 12 章 7 节，也看到上帝把自己描述成以色列的一家之主，上
帝在这里这样谈论到摩西的，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这里翻译为【家】的词希伯来文是【bayit】，这是一个普通的词，不仅指一个民
宅，而且也是指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摩西被描述成儿子或仆人，管理人以及家中的
财产，暗含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家之主。
86. 当然，上帝作为祂子民的一家之主的描述也继续在新约中出现，在【马太福音
7 章 9 节到 11 节】和【路加福音 11 章 11 节到 13 节】中，耶稣说天父答应我们
的祷告就像肉身的父亲供应他们的孩子一样。在【约翰福音 1 章 12-13 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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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约翰一书 2 章 29 节】和【3 章 1 节】中，我们看到天父爱我们是因为我们
生在祂的家里面。在【希伯来书 12 章 5 到 10 节】，我们读到，主为我们好处来
管教我们，就和肉身的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在象【提摩太前书 3 章 15 节】和【彼
得前书 4 章 17 节】这样的经文中，教会被称为上帝的家和祂的家人。
87. Friedeman 2.8
我认为在上帝为父的属性里有着宝贵的牧养含义。我认为其中一件我们能立
刻就敢断言的事，就是上帝是天父。这意味着值得我们去细想天父意味着什么，圣
经传递的上帝怎样的一位父。为此，我们立即可以感到的，就是家庭对上帝而言一
定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申命记 6 章中，当主耶和华说，你要听，这是我如何将
律法和上帝的慈爱世代相传——就是透过家庭来达成的。要通过父母亲并肩劳苦，
他们的生命与儿女的生命交融碰撞中，这个伟大的传承才得以实现。显然，家庭对
上帝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你仔细查看的话，你会看见父亲对家庭的重要性。
这里的教牧含义就是，当你观察这个世界时，你会发现有坚强的父亲之处，你就会
有一个有力量的文化。当文化中的父亲形象变得脆弱，父亲就随着文化变得脆弱。
这种微弱父亲带来脆弱文化的动态关系，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有坚强的母亲，但是父
亲有绝对的重要性，我认为你在上帝为父的属性里看到的一件事，就是父性的动态
关系。我看见当你的文化中缺乏父性，这种泛滥就发生，你就缺乏教养，犯罪率自
然上升。一旦你弱化父性的理念，这必就导致文化中普遍的秩序混乱。归根结底，
一旦你弱化上帝为父的属性，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88. Panel: Power 我们既然已经探讨了【全能的父】的【名字】、【位格】和
【父亲身份】，接下来，我们要查看上帝完成祂旨意的无限之【能力】。
89. 我们再来看看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使徒信经说圣父上帝是【全能的】，意思是他拥有【无限的、无比的能
力】。传统的神学术语中，上帝的全能是指他的【无所不能】，来自于词根
【omni】，意思是【全部的】，中心词【potency】的意思是【能力】。
圣父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因为祂有力量和能力完成祂所选择的；祂的能力
是无比的，因为单单只有祂拥有这种能力。
90. Bullet: Unlimited 我们要看看刚刚提到的圣父上帝能力的这两个方面，就是
【无限性】的事实和【无比性】的事实。让我们先看看上帝能力的【无限性】。
91. 圣经描述圣父上帝有能力做任何祂想做的事情，圣经也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
证明这个无限的能力，圣经提到上帝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也能毁灭宇宙万物，圣
经说祂有能力控制天气，在战争中击败祂的敌人，统管人类政府，施行神迹，拯救
世人。
92. 听听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 10 章 10 到 16 节如何描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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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
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
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
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他是造做万有
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上帝最终控制被创造世界的方方面面，祂有能力做任何他所喜悦的的事情。
在以赛亚书 46 章 10 节和 11 节，上帝这样总结祂自己的能力，
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已说出，也必成
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92.5 Lister 2.9
在我们认为世界的运转好像要失控，觉得它要进入完全的混乱局面时，上帝
的全能则会及时提醒基督徒们，这个世界仍在上帝手中。上帝不会受制于另一个源
头或另一个更高的能力。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变化，它都不会失去控制。上帝是全权
之神，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被任何其他的力量掌控，这就给我们力量凭信心走过那
些我们有限认识无法把握的时刻。对于我们这些无法看到上帝所见一切的人而言，
得知上帝不会用他的掌控或能力去改变他自己的旨意，实在是个极大福份。无论任
何事临到我，无论在我人生里出现任何的状况，它们都是在上帝慈爱的全权手中。
因此，即便我无法解读我的情形，我还是能够确信，深知上帝在支撑着我，伴我一
路同行。
93. 整本圣经都指出，上帝对百姓的救赎是祂能力的完美彰显。旧约圣经中，我们
常常在出埃及记中看到他的大能，祂用十灾击打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中释放
出来；在旷野四十年中，上帝从天上降下食物喂养他们；上帝又使他们征服应许之
地。在古以色列人的思想中，出埃及是他们所知道的上帝救赎能力的最伟大的典
范。
在出埃及记到律法书中，我们也看到上帝能力的明证，象一些经文，如【出
埃及记 14 章 31 节】，【民数记 14 章 13 节】和【申命记 9 章 26 节到 29 节】。
在旧约圣经的其他任何部分，我们也发现这个主题，在历史书【列王记下 17 章 36
节】中，在诗歌书卷中象【诗篇 66 篇 3 节到 6 节】中，在先知书卷象【以赛亚书
63 章 12 节】中，我们都看到上帝的能力。
94. 这并不是说古以色列人忽略了在主里面，靠恩典，透过信心而得到的伟大奇妙
的属灵救赎，如果他们说一些象“我靠信心相信上帝的能力”这样的话也完全正
当，但是很多旧约圣经的作者发现，说一些象“上帝透过祂独自拯救整个民族脱离
为奴状态来证明他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加引人注目，这不应该是令人吃惊的，毕
竟，在出埃及记中上帝大能的客观证明是无话可说的，甚至不信的埃及人也深深折
服。
95.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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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对上帝无限能力的理解，我们应该在此稍微提一下，尽管上帝有无
限的能力，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不能也不愿意去做的，特别是，圣父上帝的【本
性】决定了他做的一切事情，结果是，他永远不会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
96. 【本性】是一个广泛的术语，同时包括了本质属性和位格的属性。我们可以把
它定义为一个人的【基本特性】或者一个【存在体】的【中心层面】。就圣父上帝
来讲，祂的本性不仅包括了祂的存在和祂的性情，同时也包括了祂和三位一体其他
位格的关系，圣父上帝的本性是绝对永恒和不改变的，这使祂以此来行使祂的能
力。
97. 雅各书 1 章 17 节这样提到上帝不改变的本性，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98. 圣父上帝的本性不会限制祂的能力去做与祂本性一致的事情，但是却保证他将
行使他的大能时与他的属性协调一致。例如，祂从来不会停止永恒，祂从来不会撤
回他对圣子和圣灵的权柄，祂从来不会做有罪的事情，祂会永远持守祂的应许。
99. Duncan 2.9
对我而言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中，一个有趣的因素就是意识到上帝用与过去
相同的方式来管理现今物质世界的运行。从万物有灵论的信仰来看，这个世界具有
许多不同的神灵，它们居住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元素里。他们相信神是全然无法测度
的。既然神是全然无法测度的，人类就无法研究这个物质世界，因为你不知道自然
界今天和明天是否按同样的规律运行。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你
就会实际走进世界，观察研究它，试图认识上帝怎样造了它，又如何使它运行。因
此，就凭上帝不变性的这个信念，就赋予人类能力兴起了现代科学。其实，正如这
一点赋予我们能力建立了现代科学，它也赋予基督徒在不确定的境况下有确据、安
慰和平安，因为我们不必自己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我们不必知道下一刻会发生
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有能力全然供应我们遇见的一切任
何挑战，我们可以预期他必能应付一切的情形，正如他向亚当、亚伯拉罕、大卫、
耶稣和保罗所应许的那样——他是可以依靠的，是信实的，是不会出尔反尔的，他
自己每天都是同样的，在他自己里面有一切的能力面对我们遭遇的每一个情形。
100. Bullet: Matchless 既然已经讨论了圣父上帝【无限】大能的性情，我们接下
来要转到祂能力的【无比性】，只有上帝自己是全能的。
101. Placard: 以赛亚书 14:24-27
以赛亚书 14 章 24 节到 27 节这样描述上帝无比的能力，
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意，必
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加的轭
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加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
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意，谁能废弃
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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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段经文中，描述上帝无限的大能之后，紧接着就说明只有上帝是全能的，没
有人能废弃祂，没有人能使祂的手转回。
102. 圣父上帝的能力是无比的，这个事实是从另外一个事实自然而来的，就是只
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确实，如果存在另外一个无限的能力，上帝作为独一上帝的地
位可能就会受到挑战，毕竟，一个无限能力的存在要么是上帝，要么因为祂的能力
使他自己成为上帝。
这就是上帝在约伯记 38 章中告诉约伯的本质，当时，上帝说如果约伯能在
起初有能力做上帝做过的事情，象创造、排序、以及护理管理宇宙，那么，约伯就
能证明自己为义。
但是事实是，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神，因此，只有上帝有无限的能力。
103. Host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基督徒却善意地否认了上帝的全能，他们误解了
圣经中的教导，以为上帝尽自己所能，却仍旧对祂的创造界无法全然掌管。但是，
上帝的全能是圣经中一个奇妙的实际教导。当上帝的子民陷入困境时，他们向上帝
呼求，因为他们知道上帝能够救他们。当魔鬼似乎掌管这个世界时，我们可以平安
地相信上帝完全掌管魔鬼。如果没有了对上帝全能的信心，我们就失去了信心的基
础，上帝可以打败敌人， 从而他的孩子们必将得到祂应许的永远的祝福。
104. 思想【全能的父】这个短语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神学，真是奇妙！我们服事
的是一位有能力，有位格，象父亲般的上帝，祂用奇妙的方式爱我们，关怀我们。
我们可以完全确信祂的保守永不失败，因为我们知道祂自己是永不失败的上帝，祂
永远是我们的创造主，君王和一家之主。他总是具有无穷无尽、无可比拟的能力。
而且，他永不改变。祂永远会在那里拯救我们，祂所提供的救恩就象祂自己一样是
永永远远的。
105. Signpost: Maker
本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三位一体【圣父上帝】的本性，以及上帝之位格
即【全能的父】的特性。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第三个主题：圣父作为天地的【创造
主】的角色。
106. Panel: Work of Creation 我们对于圣父是天地的【创造主】的讨论集中在祂
创造之工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考量圣父的【创造之工】；第二，我们集中在
【创造的美好】上面；第三，我们要提到圣父对于【创造物的权柄】。我们先看看
圣父施行的【创造之工】。
107. 创造之工是使徒信经特别归功于圣父的一个工作。你记得使徒信经的第一个
信条这样说，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圣经中提到关于圣父所有的工作中，基督教在历史上所强调的就是这项工作，这是
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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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多数基督徒都熟悉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创造世界并维持世界，主要是因为
圣经常常这样提到。实际上，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第一页去读，读到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上帝创造天地。
109. 创世记第 1 章 1 节这样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个介绍性的经节之后，创世记第 1 章后面的部分就解释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世
界，使之井然有序。
110. 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关于创世记第 1 章创造记述的解释，曾经出现过很多不
同的理论，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同意，上帝【ex nihilo】或【从无中】造出了世
界。也就是说，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存在，没有供
上帝创造世界用的先存物质，甚至有很多人说上帝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111. 但是神学家们对于圣父上帝创造世界的具体方法常常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
对于【六天】创造时间的本质。有些教会之父，例如革利免、俄利根和奥古斯丁，
相信这里的“天”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代表创造可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但是其他
的教父，象爱任纽和特土良，则认为这里的一天是指 24 小时的一天。后来，当科
学开始提出宇宙很古老的时候，很多神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读创世的记载。有人
提出这六天是正常的 24 小时的天，但是在上帝创造每天之间却有很长时间的间
隔；另外一些人则解释说这六天是比喻说法，代表一个纪元或时代。
112. Oswalt 2.10
显然易见，创世记一章有关创造日数的问题，是一个经常引起许多激烈争论
的根源。我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创世记一章的事属于哪一类的文学体裁？这是一个
文学体裁用来给予我们可感的实事，就是感官的实事呢？还是一个文学体裁用来教
导属灵的实事。当然，我们不该，也不能在这两者之间设立严格的界线。毕竟上帝
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两者应该彼此不相矛盾的。但是，当我们把创世记一章当
成是科学性的书籍，或把它视为是讨论创造含义和本质的角度，这的确会导致我们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113. 对于早期教会，以及他们对使徒信经的使用，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信徒承
认唯有上帝，在圣父的带领下，创造了并护理整个世界，包括属灵的领域和物质的
范畴，所有的实体和被创造物。
114. 利未人在尼希米记 9 章 6 节中强调同样的思想，经文这样说，
你，惟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
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军也都
敬拜你。
这里我们读到，惟独上帝创造了宇宙，惟独上帝赐生命给存在的万物，护理祂所创
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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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很重要一点需要指出，即使圣父在创造和护理天地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三
位一体以各样的方式都参与了这些创造的工作。例如，圣子是圣父创造世界的手段
或工具，而且祂仍然需要圣子的参与来护理它。
116.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8 章 6 节这样描述创造之工，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
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
是藉着他有的。
这里，保罗解释圣父是创造之本，万物都是【本于】祂，但是万物是【藉着】圣子
而有的，我们持续存在是因为圣父藉着祂儿子维持我们的生命。
117. 圣经清楚的提到圣灵参与创造之工的地方比较少，在旧约中的一些经文中只
要以含蓄的方式提到圣灵的创造工作。在旧约时代，没有清楚地启示出来圣灵是上
帝的一个独特位格。然而，新约教导说圣灵已经在世界中积极地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一些经文中，象马可福音 12 章 36 节，可以看到圣灵默示旧约的作者们，使徒
行传 2 章 2 节到 17 节，彼得教导说预言和属灵的恩赐都是来自圣灵，即使在旧约
时代也是这样。
因此，我们读旧约中关于上帝的灵的记载，自然就推断他们预示了以后更清
楚的启示，圣灵是一个独特的上帝的位格。
118. 例如，在创世记 1 章 2 节和 3 节，这样记载，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的灵】这几个字，表面意义上指上帝所有的位格，但是从新约的角度，我们
能够看见里面强调圣灵这个位格的活动。
119. Panel: Goodness of Creation 已经看了圣父在【创造之工】中【创造主】
的角色，我们接下了要集中在上帝的【创造物】都是【美好的】这一面。
120. Host
很多宗教和哲学都宣扬说，物质世界是道德中性的，也就是说，既不
美善，也不邪恶。而有一些则说，世界是邪恶的。例如，早期基督教会遇到了很多
外邦哲学，他们宣称物质世界是堕落的，因此，真正得救的人必须脱离他们自己肉
身的捆绑。这种负面的世界观也成为使徒信经强调上帝创造天地的其中一个原因。
圣经中，世界是上帝一个美好的创造，反映了他美善的特点。
121. 创世记 1 章 4、10、12、18、21、25 和 31 节，总共七次，都告诉我们上帝
创造的美好，而且最后一节，圣经记载一切所造的不仅仅是“好”，而且“甚
好”。
122. 就如摩西在创世记 1 章 31 节中说，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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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不幸的是，上帝创造世界不久，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犯了罪，吃了分别善
恶树上的果子。人类犯罪的结果，上帝使整个创造物都处在咒诅之下。
124. 提到这一点的一段经文是创世记 3 章 17 节到 19 节，上帝这样咒诅亚当，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
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
糊口。
因为亚当的罪，地被受咒诅，以致使种地变得艰难，使得亚当和以后的人类努力工
作才得食物。
125. 对地的咒诅不是只局限于种地，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各个方面，保罗在
罗马书第 8 章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透过耶稣基督信徒所得的救赎，最终使整
个受造物得蒙救赎。
126. 保罗在罗马书 8 章 20 节到 22 节这样写到，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
制，……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保罗教导说，对于地的咒诅影响到了受造物的每一个层面。
127. 但是，尽管上帝的咒诅，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受造之物不再美好。是
的，人类的堕落犯罪毁坏了受造之物，但是，这仍然是上帝的世界，根本上还是美
好的，保罗在写到婚姻持久的有效性，以及基督徒可以吃任何食物时，提到了这一
点。
128.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4 章 4 节中的话，
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注意保罗这里所说的，他没有说凡上帝所造的物曾经是好的，而是说，凡上
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128.5 Strauss 2.11
物质世界是美好的这一事实，其实是上帝自己的宣告。这对我们有许多实际的含
义。比如说，我们需要保护环境。我们是被造界的管家。还有，终极而言，上帝在
时刻保护这被造界。他在重新再造万有，有一天被造万物都要复兴复原，而不是被
毁灭。我们会永远活在新天新地中。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物质世界。我们的物质身
体——我们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美好的。
129. 因此，无论我们谈到婚姻，或是食物，或是上帝造的任何之物都是好的，我
们确定相信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创造这一切的圣父是美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
在罗马书 1 章说，透过受造之物，人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美好。这也是为什么诗
篇 19 篇能够宣告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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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十八世纪的约翰卫斯理在他的著作【创造中上帝的智慧之概述，第三部，第
二章】中描述所造之物的美好时说，
整个世界是一幅画，其中显示了神性的完美。不但展现了上帝
的存在，而且还有祂的合一，祂的能力、祂的智慧、祂的独立
和祂的美好。
世界透过本身自然的美好展示了上帝的美好，世界拥有美好因为是美好的上帝所创
造的。
131. Thomas 2.11
上帝的创造反映了他自己的美善。他首先告诉我们创造自身没有恶，就是说
恶并不是起初就在物质世界中的。反之，圣经却告诉我们在上帝创造世界的初期，
他造的是很好的。在创造中的一切都为美。但是，现在堕落的后果使得这个美好被
损害。自然界的荆棘和蒺藜与人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都表明上帝的创造已经被扭
曲。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开始一个历程，更准确的讲，上帝和我们一起已经
开始这个复原的历程。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新的创造，正如一个圣诗作者说的，作
为基督徒我们能看到一些是没有信靠基督的人无法查验的事。我们开始看出创造是
上帝的杰作。因此，我们基督徒会把艺术，美学，结构，和谐，整合与创造界融为
一体。这也是我们期待在新天新地中具有的特质，到那时上帝的创造将进入一个全
新的境界，我们必将能够按着上帝原本要让我们享受创造界的方式，全然地享受他
的创造。
132. Panel: Authority over Creation 对【创造之工】和【创造的美好】有了理
解，我们接下来准备讨论圣父上帝对【创造之物的权柄】，这是创造主所拥有的。
133. Bullet: Absolute 关于圣父上帝作为创造主的权柄，有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讨
论，但是我们只集中在三个基本的特征上：祂的权柄是【绝对的】、【独有的】和
【彻底的】。我们会仔细地逐一查看这三个观念，首先从圣父上帝作为创造主权柄
的【绝对性】开始。
134. 圣父的权柄是绝对的，意思是他有【绝对的自由】对所造之物任意而为，圣
经常常用窑匠对器皿的权柄来比较上帝的绝对权柄。在【以赛亚书 29 章 16
节】、【以赛亚书 45 章 9 节】、【耶利米书 18 章 1 节到 10 节】和【罗马书 9 章
18 节到 24 节】这样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135. 保罗在罗马书9章20节和21节中，这样提到上帝的权柄，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
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
皿吗？
当然，保罗用的是反问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主，
祂有自由和【权柄】对所造之物做任何祂愿意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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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D. Johnson 2.12
我想当有人听到圣经教导上帝对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有终极的权柄，他们或许
会感到自己受到限制或威胁，他们会感到心里不满。然而，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想
到上帝是谁的时候，都应该感到难以形容的感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与生命都
在这位全智、全能、全爱的天父手里，他为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自己
的独生爱子。特别是在艰难中，在我们对自己人生迷茫徘徊，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时
候，这实在能带给我们难以述说，无法形容的安慰。
Schreiner 2.12
即便我们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只要你属于耶稣基督，上帝就是爱你
的天父。无论你经过什么样的情形，他爱你、保护你。人生在世实在会有一些难以
描述的痛苦。但是无论你的情景怎样，他仍旧掌管。 不知你能否接受即便是你人
生的最难时刻，这仍然是为你的好处的缘故。为了你的成圣，他将我们人生中的仇
敌改变，他将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使我们在他对我们的爱中全然得胜。注意我们
仅仅只是得胜，而是透过爱我们的基督，全然得胜。因此，上帝会使用试炼和艰难
来使我们成圣，塑造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模样。他安排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好使
我们更像基督。希伯来书12章，作为仁慈、智慧和良善的天父，他管教我们。我
想信心的挣扎往往就是不断在这点上重复磨练。我们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上帝关
心我，即使是我不能明白一切，但他把这事那人带入我的人生，一定是为了我的好
处，我的圣洁和我的救赎。
137. Bullet: Exclusive 圣父上帝除了有【绝对的】权柄之外，祂对一切所造之物
的权柄是【独有的】。
138. 圣父上帝作为创造主的权柄是独有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创造物拥有这样绝
对的权柄】。绝对的权柄只属于创造主，而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
除此之外，我们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时，圣父对三位一体的其他二个
位格拥有权柄。
139. 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 5 章 26 节和 27 节中，这样说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
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140. 耶稣教导说祂审判世界的权柄是父赐给祂的，这个权柄终极来说在父里面，
是祂独有的特权。但是父委托子代表祂来实行审判。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24 节，
我们看到相似的观念，耶稣对世界的王权服从于上帝的更大王权。
对于圣灵，也是相同的真理，一些经文象约翰福音 16 章 13 节，罗马书 8
章 11 节，和彼得前书 1 章 2 节等，都教导说圣灵也遵行圣父上帝的旨意。
141. 正如圣子的权柄和圣灵的权柄是从圣父那里来的一样，被造之物的权柄也是
从圣父上帝下来的，灵体，天使、地上掌权的，甚至一般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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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但是所有这些类型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因此【圣父的权柄】总是【超越被
造之物的权柄】。
142. Bullet: Exhaustive 圣父的权柄除了是【绝对的】和【独有的】之外，他对
世界的权柄也是【彻底的】。
143. List: 我们说上帝的权柄是彻底的，意思是上帝的权柄覆盖祂所创造的一切，
事无巨细。这一点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应用，第一，【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权柄之
下】，没有任何人或其它的创造物没有义务不顺服上帝。
144. 忠信于圣父上帝的天使和人类承认并愿意顺服上帝，但是魔鬼和不忠信的人
类反抗并拒绝顺服上帝的命令，即使如此，圣父的道德审判适用于每一个人，不管
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是谁，也不管我们是什么文化或宗教，我们都得对上帝交帐。
145. List: [Everything is under God’s Authority]第二，【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权
柄之下】，上帝的权柄延伸到所造之物的方方面面。
146. 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创造物的任何一面都不是道德中立的，上帝创造一切
都是有目的的，并且赋予其道德性，这意味着不管是什么物体，不管是看到的是事
物的那个方面，没有道德中立的。任何创造物要么是行使上帝所赋予的功能，因此
就是美善的，要么违背上帝，因此就是邪恶的。
147. 现代世界中，很多基督徒倾向于把生活分成属灵的层面和属世的层面，我们
大多数人认为“属灵”的事情，象教会、敬拜、传福音和圣经学习，是在上帝的权
柄之下，我们在我们家里或者道德的选择上也努力认定上帝的诫命，但是很多基督
徒趋向认为上帝的诫命不支配所谓的“属世”的事情，比如政治、教育和工作。但
是，现今这种属灵层面和属世层面的区分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些经文象箴言 3 章 6
节，传道书 12 章 14 节，和提摩太后书 3 章 16 节到 17 节都指出，上帝讲到人类
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祂的权柄延伸到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
147.5 Vibert 2.12
按着这个世界的标准，权柄常常被看成是负面的概念，上帝的权柄对基督徒
来讲，却是一个伟大的确信，因为上帝仍然爱着这个世界，上帝仍然在掌管着它，
上帝从起初就知道世界的结局，上帝是那位将来要审判万民的主宰。这一切应该带
给我们良好的感受，因为我们可以确信有一位主，全然知道他正在做的什么，我们
对未来的确信和信靠都在他身上。
148. Signpost: conclusion 这一课是关于【圣父上帝】，我们已经仔细查看了使
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我们讨论了这个信条里面所蕴含的【上帝】的概念，我们提
到了作为上帝第一位格的【全能的父】，我们也探讨了圣父上帝作为天地的【创造
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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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Host
理解圣父上帝的位格，对所有的基督教神学都是最基本的。除非我们
认识并敬拜圣经中的三一真神，否则我们就是敬拜假神。认识并尊崇圣经称呼圣父
上帝的位格是真敬拜中最重要的部分。圣父上帝是圣子和圣灵都顺服并尊崇的，他
们所做之工就是要增加圣父上帝的荣耀。所以，祂应该也是我们顺服、尊崇和荣耀
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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