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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根基
“ 信心的根基 ”是国际学园桥梁事工（Bridges International）

发展的慕道材料。透过圣经查考，带领人认识基督信仰的基础。

本版本乃综合 <Foundations for Faith> 与 <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的精华，并配合当代阅读习惯，精简为
五课的改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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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圣经描述神是怎样的神（上）

一、有关圣经的一些基本概念
整本圣经由六十六卷书组成，分旧约及新约两大部分。其中旧约有　　　卷，新约

有　　　卷。整本圣经的内容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就是　　　和　　　的关系。

二、我们对神的认识
当你看到或听见“神”这个字眼时，你想到的是什么？

三、圣经描述的神：创世记 1：1 ~ 2：31

让我们透过经文和以下题目，思考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1. 你对这段经文描述的神，有什么总体的印象？根据这段经文，你会怎样形容祂？

2. 第 1节提到神是何时候创造天地的？这让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存在？

3. 神在这段经文里都做了些什么？这显示祂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4. 神是用什么方式创造天地万物？这让你对神有什么认识？

5. 每当神完成一项创造之后，祂有何评价？（第 4、10、12、18……节）

1经文说明	
创世记的原文（Genesis）的意思是“开始”。创世记第 1章中：
	 1节：“天”在这里是指天空中的一切。因此，“天地”是指整个物质宇宙。
	 3、4节：注意从本节起，有些短语一再重复：“要有……”以及“神看着是好的”。
	 5节：在旧约的希伯来语中，一“日”可以指 24小时，或指长度不明确的一段时间。

26节：“形像”在某些方面与本尊相像，但不是在所有方面都相同。例如，照片可以像一个人，但它是平的，而人不是。形像通
常在某些方面不如原本的那位（即没有本尊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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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个创造过程的高潮是神创造了人类（26 ~ 31节）。神创造的人与其他受造物
有何区别？

7. 神说人是按祂的样式造的（1：26），你认为人在哪些方面得到神的属性？在哪
些地方与神不同呢？

8. 观察第 28 ~ 30节，神如何对待祂所造的人？请注意这几节经文用到的动词：这
些动词如何让我们更多认识这位神？

9. 为什么神有权告诉人他们应该做什么？

10. 	请把圣经中的神与其他有关神的论点比较看看，有何不同：
a. 有人认为自然就是神，如太阳、月亮等等。
b. 有人认为万物都是神。
c. 有人认为神是一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神秘力量。
d. 你还有想到其他的说法吗？

11. 创世记第一章中呈现的神，是一个有生命、有位格、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神。
若是这样，你会怎么形容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人对神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Simplified Chinese under  the title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Bridges International,  CRU. Revised Edition @ 2013 GradCru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Questions are adapted from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Lorraine Fleischman and Virginia Bowen and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by  Glenn Kenadjian.
Traditional Chinese <Foundations for Faith 2.0> @ 2021 Taiwan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You may make copies for personal ministry use only. Permission is not granted for any mass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r sale. 

国际学园传道会桥梁事工授权   台湾学园传道会出版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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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圣经描述神是怎样的神（下）

诗篇 139 篇：神与我
从创世记第一章我们看到神不是受造之物，相反，祂又真又活，不但是万物的创造

者，还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现在让我们看看，圣经里是如何描述这位造物主与我们的关
系。

大多数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找神或某种寄托，但根据圣经，是神在寻找人，诗篇 139

篇 2清楚地显明这一个真理。

一、诗篇 139：1 ~ 6：请留意神对人的了解

1. 根据这些经节，神对我们有怎样的了解？

2. 这位无所不知的神对作者做了什么？（第 5节）

a. 如果有人把手放在你身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情况会令你感觉良好？
什么情况会令你感到害怕和紧张？

二、诗篇 139：7 ~ 12：请留意人对神的反应

1. 7 ~ 12节告诉我们，诗篇作者试着逃避神。你认为人为什么会想要逃避神？

a. 他想了哪些可能逃避的方法？为什么他每次都失败了？

b. 这又显明神的哪些属性？

2经文说明：诗篇是一卷诗集。诗篇 139篇是一首关於神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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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我们所处的世代环境中，人试图用什么方式来逃避神？

2. 从 1 ~ 12节中可以看出，神看见人一再设法逃避自己，祂如何回应？神用祂的
“手”做了什么事情？（第 5、10节）

诗篇 139：23 ~ 24

3. 从这两节中我们看到作者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a. 他现在要求神做什么？

b. 与第 7、12节相比，他所求的有什么改变？

c. 参考第 13 ~ 16节，你认为是什么改变了他？

4. 既然神全然识透每一个人，你认为作者为何还要求神去鉴察并了解他？

如果神的确是像圣经中呈现的样子，你对这样的神有什么感觉或想法？这样的一位
神，会令你避之唯恐不及，还是渴望邀请祂来带领自己？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可以花
点时间把你心中所想的告诉神。

总结：圣经里描述的神是造物之主，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祂关心人并要带领
每一个人。但如果祂真的存在，为何我们的世界却是如此的不完美？我们从下周起要讨
论这个内容。如果你想更多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可以阅读诗篇 103篇、以赛亚书
40章和使徒行传 17：22 ~ 3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Simplified Chinese under  the title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Bridges International,  CRU. Revised Edition @ 2013 GradCru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Questions are adapted from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Lorraine Fleischman and Virginia Bowen and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by  Glenn Kenadjian.
Traditional Chinese <Foundations for Faith 2.0> @ 2021 Taiwan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You may make copies for personal ministry use only. Permission is not granted for any mass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r sale. 

国际学园传道会桥梁事工授权   台湾学园传道会出版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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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神既然存在，为何我们的世界如此不完美？ 

根据创世记 1：31，神所有的创造物都是“甚好”的，但我们当今的世界却似乎并
非如此。这个“好”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如果神知道一切并关心人类，为何祂不阻止
像战争、犯罪等等坏事情发生？神是否无力掌控祂所创造的一切？让我们一同来看圣经
是怎么说的。

一、创世记第二章 3：好的世界
这一章的经文里描述了那“甚好”的世界，当我们读出 4 ~ 25节时，请留意神跟

人之间关系的描述。
1. 根据我们读出的这段经文，你认为人在伊甸园中的生活如何？他与神的关系又是
如何？

2. 神给予了人类什么？从这些事情上可看出神看重什么？

虽然神影响并关心祂所造之物，但祂并没有把人造成像是一台只会按指令运作的机
器；神按祂自己的样式造人，使人具有独立的思想及自由的意志，神也期望人善加运用
自己的思想与意志。这点在第 19节中，神要亚当帮动物取名，可以看出。

3. 神把人放在一个十分舒适宜人的环境，接着在 16 ~ 17节，神给了人第一个命令，
告诉他人所能做的事情是有一个明确界线的，若你被禁止做什么，你有什么感
受？爱与限制之间有什么关联？

a. 如果人愿意遵守命令（即使不清楚原因），这表示他对神的态度是怎样的？

3经文说明：	
从创世记第 2章开始，作者提供了更多关於人类被创造和人类原始情况的细节。
	 7节：在希伯来语中，此处“气”和“灵”是同一个字。
	 10 ~ 14节：所提到的四条河流中，有两条是今天可以辨认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显示伊甸园应在现代伊拉克的某个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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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人不愿意遵守命令，他对神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4. 你认为违背命令的结果为何这么严重？

二、创世记第三章 4：问题的出现
读创世记 3：1 ~ 6时，请记住在第二章（16 ~ 17节）中读到的命令。

1. 圣经上其他地方解释这“蛇”就是撒但 5。撒但是如何诱惑女人犯罪的呢？我们一
起来分析它跟女人的互动。

a. 撒但如何“开启话题”？你认为这个问题如何影响女人？

b. 撒但如何为女人提供一个诱人的愿景，让女人想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c. 根据撒但的说法，神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原因是什么？

2. 你认为女人决定吃果子的动机是什么？

3. 吃果子这个决定显露出她心中对神（和祂的话）的态度是什么？

4经文说明
	 创世记第三章，照一般正统的看法，这是神在考验亚当。他既已得到了一切，他会选择信任和顺服，还是不信任和不顺服？他可以
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然而，神曾明确表示，如果他背弃神，不顺服神，他就会死。
5“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启示录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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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3：7 ~ 246接着记录了亚当夏娃悖逆了神的命令后的结果。
4. 第 7节提到，吃了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世
界有了跟以前不同的看见和互动。请观察他们犯罪的后果。

a. 与自己的关系

b. 与神的关系

c. 与彼此的关系

d. 与环境的关系

5. 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没有观察到类似的互动模式或态度？

6. 神给人命令时，说了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2：17）。这段经文（3：7 ~ 24）
如何呈现这个结果？

6经文说明
	 7节：“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是一个成语，意思是他们以一种具有新的意义的新方式，来看待事物。
	 9 ~ 13节：即使父母知道孩子不服从，仍然可以问孩子是否不服从，以便看孩子做何反应。孩子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是会撒谎，
或者找借口？
	 16节：“恋慕”或许意味着渴望控制的欲望。第 16节可能预见婚姻中双方会争控制权。在 12节，当亚当指责夏娃时，这些争吵
可能就开始了。
	 22节：当一个人从未经历过黑暗时，对於光的概念是无法理解的。同样地，亚当和夏娃不知道善与恶，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恶——
他们只经历过善。而现在，他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与恶了。然而，他们上当了，因为他们对恶和善的了解是通过他们做恶而来的。
然而，神可以不做恶而知道善恶，因为祂有无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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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按祂的形象造人，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让人具有自由的意志，有能力做选择。但自
由与责任是分不开的；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也必须承受其结果（举例来说：我们有自
由选择要不要喝毒药，但选择喝了之后却不能决定是否中毒）。

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是从不愿意把神当成他们的主开始（想要自己作主），也因此不
相信祂所说的，圣经称其为“罪”。从古至今，罪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
罪恶与问题的根源。因为人虽然有选择不跟从神的自由，却不得不为这决定付出代价；
因为神是生命及一切美好事物的来源，所以当我们选择与祂断绝关系的时候，自然地，
下场就会是死亡和痛苦。

根据圣经的描述，人被造时本性是良善的，但因为悖逆神之后就败坏了，也因此我
们对生命源头的神来说是死的。罗马书 3：10说：“没有义人（按照神创造时的样式
生活），连一个也没有。”根据你对现今社会的观察和内心深处的自省，你支持这种说
法吗？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Simplified Chinese under  the title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Bridges International,  CRU. Revised Edition @ 2013 GradCru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Questions are adapted from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Lorraine Fleischman and Virginia Bowen and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by  Glenn Kenadjian.
Traditional Chinese <Foundations for Faith 2.0> @ 2021 Taiwan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You may make copies for personal ministry use only. Permission is not granted for any mass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r sale. 

国际学园传道会桥梁事工授权   台湾学园传道会出版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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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神为我们的罪提供什么解法？

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了解到创造万物的神赋予人类生命，祂想与人类有亲密的关
系。但人却选择拒绝、违背神，因此失去了与这位生命之源的直接联系。人对其自身的
死亡负有全部的责任，但神却早已准备好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预言这位救世主将会
在某个“女人的后裔”中出现。

当人悖离神，因此与神分离并走向死亡时，神必然十分伤心，但祂对人的爱仍不改
变，因此祂愿意拯救我们，使人能恢復与神和好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便是神为
我们的罪所提出的拯救办法。在这一课中，我们将看到耶稣是谁，还有神如何透过耶稣
与我们对话。

一、太初的“道”：耶稣基督

1.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什么是“道”（Word）？“道”的功用是什么？然后来查
考圣经里所讲到的“道”。

约翰福音 1：1 ~ 4、10 ~ 117

2. 在 1 ~ 4节里，我们看到了这“道”有何特别之处？

3. 根据 10 ~ 11节，世人如何回应对这位“来到世上的人”？

7经文说明
	 约翰福音第 1章，呼应了创世记第 1章。创世记 1：1说，“起初（Inthebeginning），神创造天地。”在这里，约翰为“太初”
（Inthebeginning）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请注意，本段圣经中，“道”始终在指“祂”。
	 约翰是四位福音书作者中最有哲理的。“道”（Logos）在古希腊哲学中也很重要。在该哲学中，它可以表示宇宙的理性治理原则。
“道”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很重要。圣经中此字的独特之处在於，“道”有人的特徵，就是成为肉身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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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1：14 ~ 188

4. 这“道”以什么形式来到世上？（参考第 14节）

5. 在他成为人以后，这“道”（耶稣基督）显明了什么？

6. 为什么要用“道”来称呼耶稣？

约翰福音以“道”的阐述引出了耶稣基督的介绍。约翰把耶稣称为“道”，实际上
是把祂等同於造物之神，祂成了肉身，是为了表明神与人交流。约翰福音还把耶稣称为
基督（救世主），这是宣告祂就是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祂要战胜撒但，解决
人的罪及因其産生的问题。

许多的历史记载都确认耶稣大约在两千年前来到世上，生活了约三十三年，并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但祂是否只是一个普通人呢？

约翰福音 12：44 ~ 46

7. 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祂是谁？还有祂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

约翰福音 14：6 ~ 11

8. 人们常常尝试用各样的方法来寻找神。在这里耶稣提到我们要怎么到神那里去
（参考第 6节）？你认为祂为什么这么说？

9. 耶稣怎样描述祂与父神之间的关系？

8经文说明
	 14节：请注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而不是说“我会告诉你道路在哪里”或“我会教你如何走那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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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10：33 ~ 34

10. 耶稣在这里预言将来会发生在祂身上的事。如果这些预言应验的话，代表什么？
如果预言不应验的话，又代表什么？

约翰福音 20：1 ~ 9、19 ~ 20、24 ~ 319

11. 约翰看见并“相信”了（第 8节），你认为他相信了什么？

12. 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29节）。你认为约翰为何特别记载此话？
根据第 30 ~ 31节，约翰写这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

13. 如果圣经中关於耶稣的教导是真实的，这对你、我、以及我们所面对的罪的问题
带来什么影响？

圣经中告诉我们许多关於耶稣的奇妙事迹，并且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身处的环境状
况是好是坏，透过基督，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令人满足、与神同行的永生。但是，我们
要如何知道这一切是真是假？

二、问题与反思

1. 如果你愿意，请分享你认为圣经中关於耶稣的一切，有哪些是让你较难相信的？

2. 相反地，有哪些证据支持圣经中关於耶稣的一切？

9经文说明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现在跳过耶稣被捕、审判、鞭打、公开处决和埋葬在坟墓里的故事。当约翰使用“生命”这个词时，他通常表
达一个与神同在的永恆、丰盛的生命。例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
翰福音 3：16）“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 10：1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Simplified Chinese under  the title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Bridges International,  CRU. Revised Edition @ 2013 GradCru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Questions are adapted from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Lorraine Fleischman and Virginia Bowen and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by  Glenn Kenad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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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为什么耶稣必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历代以来，人们做了许多研究来确认这些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些研究也都有其价
值。但是耶稣自己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请读约翰福音 7：16 ~ 17。
耶稣说如果我们想知道祂的教训是否出於真神，我们该怎么做？这是什么意思？

经过前面的学习，我们了解到神按祂的样式造人，使人与祂有紧密的关系，但人却
选择了犯罪，这罪就使人与神隔绝。出於爱，神主动为人预备了救法，祂曾应许有位
“女人的后裔”会成为人类的救世主。我们也看到耶稣自称为那位应许中的救主——弥
赛亚，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祂行出许多神迹，并多次预言自己的死及復活。

祂既然是神，能从死里復活不算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但关键在於祂为什么要死？
祂死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读出罗马书 6：23，并留意其中的对照。

一、耶稣的死——预言及应验
自创世记 3：15起，旧约圣经里多处预言到将要来解决人类问题的弥赛亚，我们

在此查考其中的两处经文，然后与耶稣比较。

旧约圣经——但以理书 7：13 ~ 14

1. 但以理的时代在耶稣之前约六百年，他的异象当中揭示了“人子”怎样的属性？

2. 耶稣常称自己为“人子”，但根据马可福音10：45，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这与但以理的描述有哪两个区别？

以赛亚书 52：13 ~ 53：310

3. 以赛亚的这一预言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约七百年的时候写成的，他对弥赛亚的描述
给人的印象与但以理的描述完全不一样，在 52：13节祂被称为什么？

10经文说明
	 从创世记 3：15开始，旧约中就有许多关於弥赛亚的预言：有朝一日，弥赛亚会来，祂将解决人类悖逆神后所导致的问题。以赛
亚是一位犹太先知，他大约在西元前 700年写下这段对弥赛亚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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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 53：2 ~ 3，祂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怎样待祂？

这些预言看上去好像不大一致，但它们却指出了耶稣使命的两个重大层面：既是君
王又是仆人。这些预言同时描写了耶稣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工作，其中包括一些将来要
发生的事。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赛亚的预言及耶稣在马可福音 10：45节所说的
如何在历史中应验。

二、耶稣的死——所发生的事：马可福音 14：50 ~ 15：39

正如以赛亚所描述的，耶稣最后的结局是“众叛亲离”。
1. 众人是怎样欲置祂於死地的？（参考 14：55 ~ 65，15：16 ~ 20、29 ~ 30、

31 ~ 32）

2. 耶稣是怎样被离弃的？被谁离弃？（参考 14：50、66 ~ 72，15：33 ~ 34）

三、耶稣的死——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 53：4 ~ 1211

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被处死的经过，却没有解释耶稣为什么要死，但我们可以在以
赛亚书里找到答案。

1. 根据 4 ~ 6节，祂受难的原因是什么？

2. 祂所受的惩罚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3. 谁安排了这一切？

11经文说明
	 “过犯”和“罪孽”都是罪的同义词。请注意，第 5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中“受害”的英文原文是刺伤，这事当耶稣被钉在
十字架上时的确发生了——耶稣肋旁被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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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稣之死的意义
回忆罗马书 6：23，我们已经知道死亡是人选择违背神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来看

看如何借着基督得到生命的恩赐。
1. 让我们先分析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a. 神——创造者，应许解决罪的问题。
b. 人——按神的形像造的，违背了神，导致并经历死亡。
c. 罪——使人与神隔绝，使人无法经历神。

2. 神的其他属性：
a. 圣洁（以赛亚书 6：3）
b. 公义（申命记 32：4）
c. 慈爱（约翰壹书 4：8）

根据神的这些属性，祂会怎样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首先，出於祂的圣洁，祂必须远离罪人，因圣洁与罪恶是互不相容的；其次，出於
祂的公义，祂必须惩罚罪恶；其三，出於祂的慈爱，祂希望能原谅人的罪，与他重新和
好。从表面看起来，这三者自相矛盾。圣经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一个人如何表明他爱其他人？绝佳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多大
的牺牲”。在思量神的爱时，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段圣经章节中看出神是如何为我们作
出牺牲的。

腓立比书 2：6 ~ 8

1. 为了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放弃了什么？

正如我们读到的，耶稣本有神的形像，但祂却放弃这个地位，反倒取了人的样式；
祂从受人服事的成为服事人的；不但放弃生命死去，且是死在又痛苦又羞辱的十字架上。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的两段经文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彼得前书 2：24

2. 根据这节经文，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什么？

3. 在这里祂代表了谁？又替代了谁？ 12

12请参看以赛亚书 53章清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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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壹书 2：2

4. 根据这节经文，神认为基督的死有什么功效？

“挽回祭”一词代表了所有神的属性都得到了满足，即使有些人认为这是很愚拙的
方法而不愿相信，神却认为基督的死足以替代普天下人的罪。

所以我们从基督的死可以看见，许多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1. 我们与神隔绝的罪得以洗清，神的圣洁得到满足。

2. 罪得到了惩罚，所以神完成了祂公义的审判。

3. 神现在可以原谅我们，欢迎我们恢復与祂的亲密关系，体现了祂的爱。

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符合祂的标准，祂这样做为世人的救赎提供了可能，为所
有人开了一条通往祂的大道。

五、我们的回应
让我们再来读罗马书 6：23

1. 根据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如何能免除死而得到永生？

你看到了其中两个要素吗？
1. 这是神的恩赐。

2. 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请注意这里用词的变化，称耶稣为“我们的主”，如果祂也是你的主，你也拥有了
这永恆的生命。神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人自由的意志，祂不会违背人的意志，强迫人去接
受救赎，祂的救赎是给世人的一份礼物，而祂正在等待我们回应。

1. 根据约翰福音 1：12，你要怎样做才能拥有这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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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阅读约翰福音 3：16、3：36及 5：24，请留意其中讲到我们应如何运用自由
意志去回应神。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预备了道路，是我们通往神的桥梁，如果
我们接受祂为救主及生命的主，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与神重新和好，成为了祂的儿
女，且得到了永生。然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这意味着除了基督以外别无他途，如果我们拒绝祂为人所做的一切，结
果只有死亡，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上代价。

为结语，让我们一同读出罗马书 10：9 ~ 10，这是神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如果你
已经这样做了的话，你可以马上就感谢祂已救赎了你，将来你还会发现，每当你向他人
分享这福音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会大大地增强。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Simplified Chinese under  the title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Bridges International,  CRU. Revised Edition @ 2013 GradCru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Questions are adapted from <Foundations for  Faith> by  Lorraine Fleischman and Virginia Bowen and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 by  Glenn Kenadjian.
Traditional Chinese <Foundations for Faith 2.0> @ 2021 Taiwan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You may make copies for personal ministry use only. Permission is not granted for any mass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r sale. 

国际学园传道会桥梁事工授权   台湾学园传道会出版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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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资源 

一些常见问题的补充资料

以下是查经时，组员常提出的问题与参考答案。组长无需主动提及，而是在被问及
相关问题时，再斟酌使用。

1）	如果上帝以祂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这是否意味着上帝有一个身体？
上帝不是物质宇宙的一部分，祂乃是物质宇宙的创造者。约翰福音 4：24说，“上
帝是灵”。人是按照神的属灵形像（有推理、道徳、沟通、创造、统治等能力）
创造的，而不是在物质外观上（如样貌、形体）与神相似。

2）	为什么上帝在创世记 1：26中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圣经中，当上帝以第三人称被提及时，总使用单数词（如：创 1：27），然而，
当上帝在圣经中提到自己时，祂经常使用复数词（如：创 1：26）。圣经很清楚
的说只有一个神，但从神的自称中，也传达出神一体中含有三个位格的奥秘。关
於三位一体，日后在第四课会更多讨论。

3）	进化论难道没有反驳创世记第一章中有关上帝在地球上创造生命的说法吗？
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使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生命。然而，许多人和一些科学家得出结
论，认为用进化论来解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的原因，是有严重问题的。
的确有强而有力的支持，说明生物体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改变和发展（“微观进
化”）。然而，任何断言生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中自行産生的，并且自行发展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不同的生命形式（“宏观进化”）的理论，都难以自圆其说。
这个议题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查看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
和书籍。

4）	为什么上帝创造了撒但？
撒但（Satan）原本是一个天使；一个很好的灵体。然而，它选择反叛神，因此
变为邪恶。有些天使跟随它反叛神，因而成为邪灵（demons）。

5）	为什么上帝让撒但在伊甸园里？为什么要给人们选择权呢？
神透过给人们做错事的选择，也给了他们做对事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给你一
个选择：你可以做我的朋友。”你说：“好的，我不想成为你的朋友。”如果我
接着说，“不，我只给你一个选择：你必须做我的朋友。”强迫必选，根本不是
一个真正的选择。没有选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和爱，像个机器人完全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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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尽管亚当和夏娃选择违背命令，但神知道他们的后代会有人选择信任、爱
和跟随祂，并因而体验充满爱的关系。

6）	神说当他们吃禁果时，他们就必会死。然而，他们直到多年后才死去。是神说错
了，还是神在误导（骗）他们？
他们吃禁果的那天，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就失去通往生命树的机会了。
他们必会死，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从生命树上，吃那让他们能够永远存活的果子了。
此外，你也可以说，当他们不顺服神时，他们的灵命就死了。肉体死亡的人，便
与这属物质的世界完全隔离了。然而，“神是个灵”（约翰福音 4：24），祂没
有身体，我们人类（按着神的形像）被造，在很多方面都像祂，也有灵性的层面。
当神告诉人，如果不听从，就会死，这意味着他将与神完全隔离，断绝了与神的
任何关系。事实就是这样。人与神的关系消逝了。后来（第 19节）出现的身体
死亡，只是不顺服所造成的全部（灵与体）死亡的一部分。

7）	三位一体
圣经中，有多处经文区别耶稣与上帝（例：“道与神同在。”），也有多处经文
将耶稣等同於上帝（例：“道就是神。”“人看见了我（耶稣），就是看见了父。”）
关於圣灵的经文亦有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敘述呢？

历史上，基督徒乃是以“三位一体”的概念来理解这些经文。三位一体（三而一
真神）的意思不易掌握，但基本观念就是，有一位神、以三个位格存在。

一些类比，虽然不甚完美，但可稍微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比如，一个三角形
有三条边，但三条边同属一个三角形。三条边，但是为一个三角形。另一个例子
是 H2O的三个形态：水、冰、水蒸气。水可与冰区别，又与水蒸气不同，但其中
哪一个是H2O呢？它们都是。同样地，父神（上帝）可与子神（耶稣）区分开来，
又可与圣灵区别，但本质上，祂们是一位神。

 H2O：水、冰、水蒸气	 神：父神、子神、圣灵

	



19

8）	耶稣的宣告

9）	关於耶稣復活的各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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