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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根基
「信心的根基」是國際學園橋樑事工（Bridges International）
發展的慕道材料。透過聖經查考，帶領人認識基督信仰的基礎。

本繁中版本，乃綜合<Foundations for Faith>與< Foundational 
Teachings of the Bible>的精華，並配合當代閱讀習慣，精簡為
五課的改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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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聖經描述神是怎樣的神（上）

一、有關聖經的一些基本概念
整本聖經由六十六卷書組成，分舊約及新約兩大部分。其中舊約有　　　卷，新約

有　　　卷。整本聖經的內容都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就是　　　和　　　的關係。

二、我們對神的認識
當你看到或聽見「神」這個字眼時，你想到的是什麼？

三、聖經描述的神：創世記 1：1 ~ 2：31

讓我們透過經文和以下題目，思考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1. 你對這段經文描述的神，有什麼總體的印象？根據這段經文，你會怎樣形容祂？

2. 第 1節提到神是何時候創造天地的？這讓我們看到神是怎樣的存在？

3. 神在這段經文裡都做了些什麼？這顯示祂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4. 神是用什麼方式創造天地萬物？這讓你對神有什麼認識？

5. 每當神完成一項創造之後，祂有何評價？（第 4、10、12、18……節）

1經文說明	
創世記的原文（Genesis）的意思是「開始」。創世記第 1章中：
	 1節：「天」在這裡是指天空中的一切。因此，「天地」是指整個物質宇宙。
	 3、4節：注意從本節起，有些短語一再重複：「要有……」以及「神看著是好的」。
	 5節：在舊約的希伯來語中，一「日」可以指 24小時，或指長度不明確的一段時間。

26節：「形像」在某些方面與本尊相像，但不是在所有方面都相同。例如，照片可以像一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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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沒有本尊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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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個創造過程的高潮是神創造了人類（26 ~ 31節）。神創造的人與其他受造物
有何區別？

7. 神說人是按祂的樣式造的（1：26），你認為人在哪些方面得到神的屬性？在哪
些地方與神不同呢？

8. 觀察第 28 ~ 30節，神如何對待祂所造的人？請注意這幾節經文用到的動詞：這
些動詞如何讓我們更多認識這位神？

9. 為什麼神有權告訴人他們應該做什麼？

10. 	請把聖經中的神與其他有關神的論點比較看看，有何不同：
a. 有人認為自然就是神，如太陽、月亮等等。
b. 有人認為萬物都是神。
c. 有人認為神是一種信則有，不信則無的神秘力量。
d. 你還有想到其他的說法嗎？

11. 創世記第一章中呈現的神，是一個有生命、有位格、創造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的神。
若是這樣，你會怎麼形容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人對神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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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橋樑事工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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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聖經描述神是怎樣的神（下）

詩篇 139 篇：神與我
從創世記第一章我們看到神不是受造之物，相反，祂又真又活，不但是萬物的創造

者，還是一切生命的源頭。現在讓我們看看，聖經裡是如何描述這位造物主與我們的關
係。

大多數的宗教都是人在尋找神或某種寄託，但根據聖經，是神在尋找人，詩篇 139

篇 2清楚地顯明這一個真理。

一、詩篇 139：1 ~ 6：請留意神對人的了解

1. 根據這些經節，神對我們有怎樣的了解？

2. 這位無所不知的神對作者做了什麼？（第 5節）

a. 如果有人把手放在你身上，你有什麼樣的感受？什麼情況會令你感覺良好？
什麼情況會令你感到害怕和緊張？

二、詩篇 139：7 ~ 12：請留意人對神的反應

1. 7 ~ 12節告訴我們，詩篇作者試著逃避神。你認為人為什麼會想要逃避神？

a. 他想了哪些可能逃避的方法？為什麼他每次都失敗了？

b. 這又顯明神的哪些屬性？

2經文說明：詩篇是一卷詩集。詩篇 139篇是一首關於神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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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我們所處的世代環境中，人試圖用什麼方式來逃避神？

2. 從 1 ~ 12節中可以看出，神看見人一再設法逃避自己，祂如何回應？神用祂的
「手」做了什麼事情？（第 5、10節）

詩篇 139：23 ~ 24

3. 從這兩節中我們看到作者的態度有什麼改變？

a. 他現在要求神做什麼？

b. 與第 7、12節相比，他所求的有什麼改變？

c. 參考第 13 ~ 16節，你認為是什麼改變了他？

4. 既然神全然識透每一個人，你認為作者為何還要求神去鑒察並了解他？

如果神的確是像聖經中呈現的樣子，你對這樣的神有什麼感覺或想法？這樣的一位
神，會令你避之唯恐不及，還是渴望邀請祂來帶領自己？如果你願意的話，現在可以花
點時間把你心中所想的告訴神。

總結：聖經裡描述的神是造物之主，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祂關心人並要帶領
每一個人。但如果祂真的存在，為何我們的世界卻是如此的不完美？我們從下週起要討
論這個內容。如果你想更多了解神是怎樣的一位神，可以閱讀詩篇 103篇、以賽亞書
40章和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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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橋樑事工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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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神既然存在，為何我們的世界如此不完美？ 

根據創世記 1：31，神所有的創造物都是「甚好」的，但我們當今的世界卻似乎並
非如此。這個「好」的世界出了什麼問題？如果神知道一切並關心人類，為何祂不阻止
像戰爭、犯罪等等壞事情發生？神是否無力掌控祂所創造的一切？讓我們一同來看聖經
是怎麼說的。

一、創世記第二章 3：好的世界
這一章的經文裡描述了那「甚好」的世界，當我們讀出 4 ~ 25節時，請留意神跟

人之間關係的描述。
1. 根據我們讀出的這段經文，你認為人在伊甸園中的生活如何？他與神的關係又是
如何？

2. 神給予了人類什麼？從這些事情上可看出神看重什麼？

雖然神影響並關心祂所造之物，但祂並沒有把人造成像是一臺只會按指令運作的機
器；神按祂自己的樣式造人，使人具有獨立的思想及自由的意志，神也期望人善加運用
自己的思想與意志。這點在第 19節中，神要亞當幫動物取名，可以看出。

3. 神把人放在一個十分舒適宜人的環境，接著在 16 ~ 17節，神給了人第一個命令，
告訴他人所能做的事情是有一個明確界線的，若你被禁止做什麼，你有什麼感
受？愛與限制之間有什麼關聯？

a. 如果人願意遵守命令（即使不清楚原因），這表示他對神的態度是怎樣的？

3經文說明：	
從創世記第 2章開始，作者提供了更多關於人類被創造和人類原始情況的細節。
	 7節：在希伯來語中，此處「氣」和「靈」是同一個字。
	 10 ~ 14節：所提到的四條河流中，有兩條是今天可以辨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這顯示伊甸園應在現代伊拉克的某個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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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人不願意遵守命令，他對神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

4. 你認為違背命令的結果為何這麼嚴重？

二、創世記第三章 4：問題的出現
讀創世記 3：1 ~ 6時，請記住在第二章（16 ~ 17節）中讀到的命令。

1. 聖經上其他地方解釋這「蛇」就是撒但 5。撒但是如何誘惑女人犯罪的呢？我們一
起來分析牠跟女人的互動。

a. 撒但如何「開啟話題」？你認為這個問題如何影響女人？

b. 撒但如何為女人提供一個誘人的願景，讓女人想去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c. 根據撒但的說法，神不讓人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的原因是什麼？

2. 你認為女人決定吃果子的動機是什麼？

3. 吃果子這個決定顯露出她心中對神（和祂的話）的態度是什麼？

4經文說明
	 創世記第三章，照一般正統的看法，這是神在考驗亞當。他既已得到了一切，他會選擇信任和順服，還是不信任和不順服？他可以
在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然而，神曾明確表示，如果他背棄神，不順服神，他就會死。
5「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啟示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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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3：7 ~ 246接著記錄了亞當夏娃悖逆了神的命令後的結果。
4. 第 7節提到，吃了果子之後，他們的眼睛就「明亮了」，也就是說他們對這個世
界有了跟以前不同的看見和互動。請觀察他們犯罪的後果。

a. 與自己的關係

b. 與神的關係

c. 與彼此的關係

d. 與環境的關係

5. 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沒有觀察到類似的互動模式或態度？

6. 神給人命令時，說了他們吃的日子「必定死」（2：17）。這段經文（3：7 ~ 24）
如何呈現這個結果？

6經文說明
	 7節：「他們的眼睛就明亮了」是一個成語，意思是他們以一種具有新的意義的新方式，來看待事物。
	 9 ~ 13節：即使父母知道孩子不服從，仍然可以問孩子是否不服從，以便看孩子做何反應。孩子會承認自己的錯誤，還是會撒謊，
或者找藉口？
	 16節：「戀慕」或許意味著渴望控制的欲望。第 16節可能預見婚姻中雙方會爭控制權。在 12節，當亞當指責夏娃時，這些爭吵
可能就開始了。
	 22節：當一個人從未經歷過黑暗時，對於光的概念是無法理解的。同樣地，亞當和夏娃不知道善與惡，因為他們從未經歷過惡——
他們只經歷過善。而現在，他們就像神一樣，知道善與惡了。然而，他們上當了，因為他們對惡和善的了解是通過他們做惡而來的。
然而，神可以不做惡而知道善惡，因為祂有無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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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按祂的形象造人，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讓人具有自由的意志，有能力做選擇。但自
由與責任是分不開的；每個人在做選擇的時候也必須承受其結果（舉例來說：我們有自
由選擇要不要喝毒藥，但選擇喝了之後卻不能決定是否中毒）。

亞當和夏娃的墮落是從不願意把神當成他們的主開始（想要自己作主），也因此不
相信祂所說的，聖經稱其為「罪」。從古至今，罪是人類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所有其他
罪惡與問題的根源。因為人雖然有選擇不跟從神的自由，卻不得不為這決定付出代價；
因為神是生命及一切美好事物的來源，所以當我們選擇與祂斷絕關係的時候，自然地，
下場就會是死亡和痛苦。

根據聖經的描述，人被造時本性是良善的，但因為悖逆神之後就敗壞了，也因此我
們對生命源頭的神來說是死的。羅馬書 3：10說：「沒有義人（按照神創造時的樣式
生活），連一個也沒有。」根據你對現今社會的觀察和內心深處的自省，你支持這種說
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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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橋樑事工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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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神為我們的罪提供什麼解法？

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了解到創造萬物的神賦予人類生命，祂想與人類有親密的關
係。但人卻選擇拒絕、違背神，因此失去了與這位生命之源的直接聯繫。人對其自身的
死亡負有全部的責任，但神卻早已準備好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預言這位救世主將會
在某個「女人的後裔」中出現。

當人悖離神，因此與神分離並走向死亡時，神必然十分傷心，但祂對人的愛仍不改
變，因此祂願意拯救我們，使人能恢復與神和好的關係。聖經告訴我們，耶穌便是神為
我們的罪所提出的拯救辦法。在這一課中，我們將看到耶穌是誰，還有神如何透過耶穌
與我們對話。

一、太初的「道」：耶穌基督

1. 首先讓我們思考一下什麼是「道」（Word）？「道」的功用是什麼？然後來查
考聖經裡所講到的「道」。

約翰福音 1：1 ~ 4、10 ~ 117

2. 在 1 ~ 4節裡，我們看到了這「道」有何特別之處？

3. 根據 10 ~ 11節，世人如何回應對這位「來到世上的人」？

7經文說明
	 約翰福音第 1章，呼應了創世記第 1章。創世記 1：1說，「起初（Inthebeginning），神創造天地。」在這裡，約翰為「太初」
（Inthebeginning）添加了一些新的內容。
	 請注意，本段聖經中，「道」始終在指「祂」。
	 約翰是四位福音書作者中最有哲理的。「道」（Logos）在古希臘哲學中也很重要。在該哲學中，它可以表示宇宙的理性治理原則。
「道」這個字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也很重要。聖經中此字的獨特之處在於，「道」有人的特徵，就是成為肉身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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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14 ~ 188

4. 這「道」以什麼形式來到世上？（參考第 14節）

5. 在他成為人以後，這「道」（耶穌基督）顯明了什麼？

6. 為什麼要用「道」來稱呼耶穌？

約翰福音以「道」的闡述引出了耶穌基督的介紹。約翰把耶穌稱為「道」，實際上
是把祂等同於造物之神，祂成了肉身，是為了表明神與人交流。約翰福音還把耶穌稱為
基督（救世主），這是宣告祂就是所應許的那位「女人的後裔」，祂要戰勝撒但，解決
人的罪及因其產生的問題。

許多的歷史記載都確認耶穌大約在兩千年前來到世上，生活了約三十三年，並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但祂是否只是一個普通人呢？

約翰福音 12：44 ~ 46

7. 這裡耶穌告訴我們祂是誰？還有祂來到世上的使命是什麼？

約翰福音 14：6 ~ 11

8. 人們常常嘗試用各樣的方法來尋找神。在這裡耶穌提到我們要怎麼到神那裡去
（參考第 6節）？你認為祂為什麼這麼說？

9. 耶穌怎樣描述祂與父神之間的關係？

8經文說明
	 14節：請注意，耶穌說「我就是道路」，而不是說「我會告訴你道路在哪裡」或「我會教你如何走那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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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0：33 ~ 34

10. 耶穌在這裡預言將來會發生在祂身上的事。如果這些預言應驗的話，代表什麼？
如果預言不應驗的話，又代表什麼？

約翰福音 20：1 ~ 9、19 ~ 20、24 ~ 319

11. 約翰看見並「相信」了（第 8節），你認為他相信了什麼？

12. 耶穌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29節）。你認為約翰為何特別記載此話？
根據第 30 ~ 31節，約翰寫這福音書的目的是什麼？

13. 如果聖經中關於耶穌的教導是真實的，這對你、我、以及我們所面對的罪的問題
帶來什麼影響？

聖經中告訴我們許多關於耶穌的奇妙事蹟，並且告訴我們，無論我們身處的環境狀
況是好是壞，透過基督，我們都可以擁有一個令人滿足、與神同行的永生。但是，我們
要如何知道這一切是真是假？

二、問題與反思

1. 如果你願意，請分享你認為聖經中關於耶穌的一切，有哪些是讓你較難相信的？

2. 相反地，有哪些證據支持聖經中關於耶穌的一切？

9經文說明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現在跳過耶穌被捕、審判、鞭打、公開處決和埋葬在墳墓裡的故事。當約翰使用「生命」這個詞時，他通常表
達一個與神同在的永恆、豐盛的生命。例如，「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
翰福音 3：16）「我來了，是要叫他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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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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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橋樑事工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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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為什麼耶穌必須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歷代以來，人們做了許多研究來確認這些事情是否是真實的，這些研究也都有其價
值。但是耶穌自己在聖經裡告訴我們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請讀約翰福音 7：16 ~ 17。
耶穌說如果我們想知道祂的教訓是否出於真神，我們該怎麼做？這是什麼意思？

經過前面的學習，我們了解到神按祂的樣式造人，使人與祂有緊密的關係，但人卻
選擇了犯罪，這罪就使人與神隔絕。出於愛，神主動為人預備了救法，祂曾應許有位
「女人的後裔」會成為人類的救世主。我們也看到耶穌自稱為那位應許中的救主——彌
賽亞，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祂行出許多神蹟，並多次預言自己的死及復活。

祂既然是神，能從死裡復活不算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但關鍵在於祂為什麼要死？
祂死的目的和結果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讀出羅馬書 6：23，並留意其中的對照。

一、耶穌的死——預言及應驗
自創世記 3：15起，舊約聖經裡多處預言到將要來解決人類問題的彌賽亞，我們

在此查考其中的兩處經文，然後與耶穌比較。

舊約聖經——但以理書 7：13 ~ 14

1. 但以理的時代在耶穌之前約六百年，他的異象當中揭示了「人子」怎樣的屬性？

2. 耶穌常稱自己為「人子」，但根據馬可福音10：45，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是什麼？
這與但以理的描述有哪兩個區別？

以賽亞書 52：13 ~ 53：310

3. 以賽亞的這一預言是在耶穌降生之前約七百年的時候寫成的，他對彌賽亞的描述
給人的印象與但以理的描述完全不一樣，在 52：13節祂被稱為什麼？

10經文說明
	 從創世記 3：15開始，舊約中就有許多關於彌賽亞的預言：有朝一日，彌賽亞會來，祂將解決人類悖逆神後所導致的問題。以賽
亞是一位猶太先知，他大約在西元前 700年寫下這段對彌賽亞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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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 53：2 ~ 3，祂會是什麼樣子？人們怎樣待祂？

這些預言看上去好像不大一致，但它們卻指出了耶穌使命的兩個重大層面：既是君
王又是僕人。這些預言同時描寫了耶穌在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工作，其中包括一些將來要
發生的事。在這裡我們先來看一看，以賽亞的預言及耶穌在馬可福音 10：45節所說的
如何在歷史中應驗。

二、耶穌的死——所發生的事：馬可福音 14：50 ~ 15：39

正如以賽亞所描述的，耶穌最後的結局是「眾叛親離」。
1. 眾人是怎樣欲置祂於死地的？（參考 14：55 ~ 65，15：16 ~ 20、29 ~ 30、

31 ~ 32）

2. 耶穌是怎樣被離棄的？被誰離棄？（參考 14：50、66 ~ 72，15：33 ~ 34）

三、耶穌的死——目的是什麼？以賽亞書 53：4 ~ 1211

馬可福音記載了耶穌被處死的經過，卻沒有解釋耶穌為什麼要死，但我們可以在以
賽亞書裡找到答案。

1. 根據 4 ~ 6節，祂受難的原因是什麼？

2. 祂所受的懲罰給我們提供了什麼？

3. 誰安排了這一切？

11經文說明
	 「過犯」和「罪孽」都是罪的同義詞。請注意，第 5節「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中「受害」的英文原文是刺傷，這事當耶穌被釘在
十字架上時的確發生了——耶穌肋旁被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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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穌之死的意義
回憶羅馬書 6：23，我們已經知道死亡是人選擇違背神的直接結果，現在我們來看

看如何藉著基督得到生命的恩賜。
1. 讓我們先分析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a. 神——創造者，應許解決罪的問題。
b. 人——按神的形像造的，違背了神，導致並經歷死亡。
c. 罪——使人與神隔絕，使人無法經歷神。

2. 神的其他屬性：
a. 聖潔（以賽亞書 6：3）
b. 公義（申命記 32：4）
c. 慈愛（約翰壹書 4：8）

根據神的這些屬性，祂會怎樣解決人類罪的問題？

首先，出於祂的聖潔，祂必須遠離罪人，因聖潔與罪惡是互不相容的；其次，出於
祂的公義，祂必須懲罰罪惡；其三，出於祂的慈愛，祂希望能原諒人的罪，與他重新和
好。從表面看起來，這三者自相矛盾。聖經如何解答這個問題？

一個人如何表明他愛其他人？絕佳的衡量標準就是看他「願意為所愛的人付出多大
的犧牲」。在思量神的愛時，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幾段聖經章節中看出神是如何為我們作
出犧牲的。

腓立比書 2：6 ~ 8

1. 為了我們的緣故，耶穌基督放棄了什麼？

正如我們讀到的，耶穌本有神的形像，但祂卻放棄這個地位，反倒取了人的樣式；
祂從受人服事的成為服事人的；不但放棄生命死去，且是死在又痛苦又羞辱的十字架上。
耶穌為什麼要這樣做？下面的兩段經文很好地解釋了這一點。

彼得前書 2：24

2. 根據這節經文，基督在十字架上「擔當」了什麼？

3. 在這裡祂代表了誰？又替代了誰？ 12

12請參看以賽亞書 53章清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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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 2：2

4. 根據這節經文，神認為基督的死有什麼功效？

「挽回祭」一詞代表了所有神的屬性都得到了滿足，即使有些人認為這是很愚拙的
方法而不願相信，神卻認為基督的死足以替代普天下人的罪。

所以我們從基督的死可以看見，許多的問題都得到了解答：

1. 我們與神隔絕的罪得以洗清，神的聖潔得到滿足。

2. 罪得到了懲罰，所以神完成了祂公義的審判。

3. 神現在可以原諒我們，歡迎我們恢復與祂的親密關係，體現了祂的愛。

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符合祂的標準，祂這樣做為世人的救贖提供了可能，為所
有人開了一條通往祂的大道。

五、我們的回應
讓我們再來讀羅馬書 6：23

1. 根據這節經文，我們看到如何能免除死而得到永生？

你看到了其中兩個要素嗎？
1. 這是神的恩賜。

2. 這是在基督耶穌裡的。

請注意這裡用詞的變化，稱耶穌為「我們的主」，如果祂也是你的主，你也擁有了
這永恆的生命。神在造人的時候賦予人自由的意志，祂不會違背人的意志，強迫人去接
受救贖，祂的救贖是給世人的一份禮物，而祂正在等待我們回應。

1. 根據約翰福音 1：12，你要怎樣做才能擁有這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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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閱讀約翰福音 3：16、3：36及 5：24，請留意其中講到我們應如何運用自由
意志去回應神。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耶穌基督的死為我們預備了道路，是我們通往神的橋樑，如果
我們接受祂為救主及生命的主，我們的罪就得到了赦免，與神重新和好，成為了祂的兒
女，且得到了永生。然而，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裡去。」這意味著除了基督以外別無他途，如果我們拒絕祂為人所做的一切，結
果只有死亡，為我們自己的罪付上代價。

為結語，讓我們一同讀出羅馬書 10：9 ~ 10，這是神給我們得救的確據，如果你
已經這樣做了的話，你可以馬上就感謝祂已救贖了你，將來你還會發現，每當你向他人
分享這福音的時候，你的信心也會大大地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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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園傳道會橋樑事工授權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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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
 資源 

一些常見問題的補充資料

以下是查經時，組員常提出的問題與參考答案。組長無需主動提及，而是在被問及
相關問題時，再斟酌使用。

1）	如果上帝以祂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	這是否意味著上帝有一個身體？
上帝不是物質宇宙的一部分，祂乃是物質宇宙的創造者。約翰福音 4：24說，「上
帝是靈」。	人是按照神的屬靈形像（有推理、道德、溝通、創造、統治等能力）
創造的，而不是在物質外觀上（如樣貌、形體）與神相似。

2）	為什麼上帝在創世記 1：26中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造人」？
聖經中，當上帝以第三人稱被提及時，總使用單數詞（如：創 1：27），然而，
當上帝在聖經中提到自己時，祂經常使用複數詞（如：創 1：26）。	聖經很清楚
的說只有一個神，但從神的自稱中，也傳達出神一體中含有三個位格的奧秘。關
於三位一體，日後在第四課會更多討論。

3）	進化論難道沒有反駁創世記第一章中有關上帝在地球上創造生命的說法嗎？
有些人認為上帝是使用進化的方式創造生命。	然而，許多人和一些科學家得出
結論，認為用進化論來解釋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起源和發展的原因，是有嚴重問題
的。	的確有強而有力的支持，說明生物體可以在一定限度內改變和發展（「微觀
進化」）。	然而，任何斷言生命是從無生命的物質中自行產生的，並且自行發展
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不同的生命形式（「宏觀進化」）的理論，都難以自圓其
說。這個議題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查看有關這個主題的
文章和書籍。

4）	為什麼上帝創造了撒但？	
撒但（Satan）原本是一個天使；一個很好的靈體。	然而，牠選擇反叛神，因此
變為邪惡。	有些天使跟隨牠反叛神，因而成為邪靈（demons）。

5）	為什麼上帝讓撒但在伊甸園裡？	為什麼要給人們選擇權呢？	
神透過給人們做錯事的選擇，也給了他們做對事的選擇。	如果我說：「我給你一
個選擇：你可以做我的朋友。」	你說：「好的，我不想成為你的朋友。」	如果
我接著說，「不，我只給你一個選擇：你必須做我的朋友。」強迫必選，根本不
是一個真正的選擇。		沒有選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任和愛，像個機器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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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令而行。	儘管亞當和夏娃選擇違背命令，但神知道他們的後代會有人選擇信
任、愛和跟隨祂，並因而體驗充滿愛的關係。

6）	神說當他們吃禁果時，他們就必會死。	然而，他們直到多年後才死去。	是神說
錯了，還是神在誤導（騙）他們？
他們吃禁果的那天，神就把他們趕出伊甸園，他們就失去通往生命樹的機會了。	
他們必會死，因為他們再也不能從生命樹上，吃那讓他們能夠永遠存活的果子了。	
此外，你也可以說，當他們不順服神時，他們的靈命就死了。肉體死亡的人，便
與這屬物質的世界完全隔離了。	然而，「神是個靈」（約翰福音 4：24），祂沒
有身體，我們人類（按著神的形像）被造，在很多方面都像祂，也有靈性的層面。	
當神告訴人，如果不聽從，就會死，這意味著他將與神完全隔離，斷絕了與神的
任何關係。	事實就是這樣。	人與神的關係消逝了。	後來（第 19節）出現的身
體死亡，只是不順服所造成的全部（靈與體）死亡的一部分。

7）	三位一體
聖經中，有多處經文區別耶穌與上帝（例：「道與神同在。」），也有多處經文
將耶穌等同於上帝（例：「道就是神。」「人看見了我（耶穌），就是看見了父。」）
關於聖靈的經文亦有類似的情況。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敘述呢？

歷史上，基督徒乃是以「三位一體」的概念來理解這些經文。三位一體（三而一
真神）的意思不易掌握，但基本觀念就是，有一位神、以三個位格存在。

一些類比，雖然不甚完美，但可稍微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概念。比如，一個三角形
有三條邊，但三條邊同屬一個三角形。三條邊，但是為一個三角形。另一個例子
是 H2O的三個形態：水、冰、水蒸氣。水可與冰區別，又與水蒸氣不同，但其中
哪一個是H2O呢？它們都是。同樣地，父神（上帝）可與子神（耶穌）區分開來，
又可與聖靈區別，但本質上，祂們是一位神。

 H2O：水、冰、水蒸氣	 神：父神、子神、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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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穌的宣告

9）	關於耶穌復活的各種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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