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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註冊修讀的好消息聖經學習電子課程，你可以拷貝或儲存來學習及做測驗，你
也可以與別人分享這傳福音的工具，以至鼓勵他們註冊修讀這課程。
若要取得學分的話，你一定要在網上註冊（www.goodnewsbibleseries.com）。你在
網上登記之後會在你提供的電郵收到有關通知。
任何在網頁上未能提供答案的問題都可電郵以下：jotis@reformati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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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 消 息 聖 經 學 習
基礎課程，第一部分
關 於 神
（電子版）
歡迎你！這就是你或你的朋友索要的課程。這套課程的編寫，是為了幫助你瞭解在以
下幾個方面，什麼是神希望你知道的：關於祂（神），關於你自己，關於基督，以及你怎樣
才能與祂和好。你選擇本課程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如果你能夠勤奮地學習並完成本課
程，你會更加的聰慧。
課程指引
學習本課程你需要一本聖經。如果你沒有聖經的話，找個基督徒或是教會，他們肯定
會借一本給你。大多數已出版本的聖經（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都可使用。（不要使用紐約守
望臺聖經書社出版的 《新世界聖經》。那裏面有不少錯誤。）你所用的聖經必須包含新約
和舊約。由於許多人在使用英王詹姆斯（King James)欽定版聖經，我們在編寫本課程的時
候考慮到了這個因素。這個版本裏的一些用詞要難於一些現代譯本，因而我們對那些較難的
辭彙做了一些解釋。
如果你是個聖經的初學者，可以諮詢一個基督徒朋友，請他教你如何使用聖經。這是
非常簡單的。在本書冊的第 3 頁你將會看到“讀《創世紀》1：1”，《創世紀》是聖經裏的
第一本書。你可以在聖經前面的目錄列表中根據它所在的頁碼數找到它。“1：1”意思是第
一章，第一節。在大多數的聖經裏，章數出現在每頁的頂部，而節數則可以在經文中找到。
在第四頁，會要求你“讀《詩篇》148：2－5”。這是指《詩篇》，第 148 章，第 2 節至第 5
節。接著是《希伯來書》，第 11 章，第 3 節。
你可以跟其他人結伴學習，但必須確定的是：自己的功課要自己完成。在每一頁答題
紙上，你要簽署一個沒有抄襲他人答案的聲明（這是要求）。只要認真學習，大多數人都能
夠通過這個課程，所以沒有必要去互相抄答案。這個學習指南是供課程後的測驗作為參考。
這是第一課——關於神。這個基礎課程共有五課。當你完成此部分並通過最後的測驗
後，你就容許繼續下一課直至完成所有五課，之後你就會收到一張完成的證書。
這個課程不像一般的聖經函授課程，它需要你真的花費時間去學習，尤其當你還是個
聖經初學者時。慢慢地來。一定要閱讀完所有的書面資料，然後才答題。所有的問題都可以
在學習指南或聖經的經文中找到答案。仔細回答所有的問題。大多數的問題都有多種可選答
案。在要求單一答案的問題中，要確定你選擇的是最佳答案。評分是會很公正的，但是你需
要答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題目才能過關。你只有通過此課的考試後，才會收到下一課的學習
材料。你有兩個月的時間來完成本課程的第一課的學習。逾期的話，你可能會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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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耶穌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復活以來，世代交替，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因聽信耶穌基督
的福音(好消息)而改變了。當聖靈打開了那聽到福音之人的心扉時，這相同的福音仍在改變
著人的生命，令他們對福音產生神所命定的回應。
這個學習指南的出爐，是為了幫助你與他人分享真確而合符聖經的福音。當完成此課
程的學習之後，你應該邀請其他人也來學習，好讓他們也能聆聽到這來自真神的古舊福音。
這個系列學習的前提是：你真心信仰神，並且尊聖經為神賜給人的成文之道——以便
你可以知道祂所希望你知道的一切。
為了明白神的福音，你需要先瞭解一些基礎知識，諸如：神是誰？祂是怎樣的？ 世
界各地的人們都相信神的存在——那位萬物之主。他們常想知道神是誰，以及更多關於祂的
事情。
在你開始學習之前，先花一些時間向這位獨一的真神禱告，祈求祂幫助你明白這套聖
經學習材料所教你的，關於祂的事情。
你禱告了嗎？

 是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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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是創造主
當一個人看到一所房子時，他知道有別人建造了這所房子。當一個人看見另外一個
人，群星，地球，或者樹木和動物時，他其實就是看見了一些關於那位創造主的東西。這些
東西告訴他，不管是誰創造了這些東西，祂一定是非常，非常得偉大。
讀《創世記》1：1。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１ 起初 神創造天地。
1. 誰是那位非常，非常偉大的天地的創造之主？（只選一項）
 A. 天
 B. 神
 C. 沒有誰

 D. 無

2. 誰活著和存有在萬有之前？（只選一項）
 A. 沒人
 B. 善和惡

 D. 不知道

 C. 神

當神創造萬物時，祂並沒有像人類製造東西那樣基於現存的物質（如木頭，石頭，化
學品）。神的創造是從無到有。
讀《詩篇》148：2－5（尤其是第五節）

２ 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他的諸軍都要讚美他；
３ 日頭、月亮，你們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你們都要讚美他。
４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們都要讚美他。
５ 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3. 神怎樣創造萬物？（只選一項）
 A. 讚美
 B.什麼也沒有做

 C. 命令

 D. 思考

讀《希伯來書》11：3

３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
來的。
4. 神的話語籍著什麼樣的材料創造了這些可見的事物？（只選一項）
 A. 話語
 B. 化學品
 C. 灰塵
 D. 可見的物質
 E. 不可見的東西  F. 信心
當神創造萬物時，祂並不像人類造物那樣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讀《出埃及記》20：11

11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
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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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用了多長時間造出了天地及其中萬物？（只選一項）
 A. 七天
 B. 1,000,00 年
 C. 六天

 D. 沒人知道

當神完成所有創造之工後，一切都是完美無瑕的。神沒有出過任何的差錯。
讀《創世紀》1：31

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6. 神如何看祂所創造的一切？（只選一項）
 A. 所有的
 B. 早上和晚上

 C. 蠻好

7. 神創造的東西有多少是“甚好”的？（只選一項）
 A. 所有的
 B. 很多東西
 C. 有些東西

 D. 甚好

 D. 沒有

讀《啟示錄》4：11

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
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8. 為什麼神配得我們的榮耀和尊崇？（只選一項）
 A. 祂喜歡被討好
 B. 祂創造了萬物
 C. 因祂自己的榮耀和崇高
 D. 祂是自私的

B. 神掌控一切——祂是主宰者
神創造了整個世界，宇宙以及所有的動物和人，祂是一位偉大的神。聖經一再地告訴
我們，神統管世界。祂是全能的。祂命定所有的事物。祂不會犯錯。一切都在祂的掌控之
下。祂不僅創造了萬物，而且作為主人來掌管他們，作為王者來統治他們。一定是這樣的，
否則祂便不是神。神要麼是他們的掌管者，要麼是被掌管。祂要麼是隨己意而行，要麼為自
己不能心想事成而氣惱。
讀《歷代志上》29：11

11 耶和華阿，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
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1. 神是__________的首領。（祂掌控著什麼？）（只選一項）
 A. 一些事物
 B. 大部分事物
 C. 萬有

 D. 烏有

讀《但以理書》4：34－35

34 日子滿足，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聰明複歸於我，我便稱頌至高者，讚美尊敬活
到永遠的神。他的權柄是永有的。他的國存到萬代。
35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
無人能攔住他手，或問他說，你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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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在哪里施行祂的旨意？（只選一項）
 A. 在天上和地上
 B. 在天上

 C. 在地上

 D. 無處

當今很多人談到神時，仿佛祂是一個在天上的老公公，隨時在聽候祂的受造物的吩
咐。他們吩咐什麼，祂就做什麼。另一些人則以為祂對世間所發生的事情很沮喪生氣。他們
承認神初創的世界是好的，但是後來一切都失控了。他們想像神在四處奔波，乞求大家繼續
讓祂作他們的神。
讀《詩篇》22：28 並填寫下麵的空格。

28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3. 神是_______________的掌管者和統治者。
 A. 萬國
 C. 全地

 B. 天上的
 D. 沒有任可地方

祂既可設立國度，又可廢黜帝王，並掌控著所有政權，令他們按祂喜悅的而行。甚至那些壓迫
人的政府也在服務於祂。神使用它們來審判那邪惡之國的罪行。
讀《羅馬書》9：14－15 並回答下列第四個問題。

14 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難道神有什麼不公平嗎？斷乎沒有。
15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關於人們從罪惡和懲罰中得救，聖經也告訴我們，是神在掌控。
4. 神賜_________________憐憫和體恤。 （只選一項）
 A. 世間的每一個人
 B. 基督徒們
 C. 那些貧窮的人
 D. 那些祂揀選的人

C. 神是永恆的
這意味著神永恆地存在於過去和將來。由於我們所知道的其他所有事物都有開始和終
了，因此，我們很難理解神怎麼會沒有起始。祂一直都存有，並將存到永遠。
讀《啟示錄》1：8

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阿拉法”是希臘字母中的首字母；“歐米茄”是希臘字母中的末字母。）
讀《詩篇》90：2

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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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誰在神之前就存在？（只選一項）
 A. 天使
 B. 不確定，但是有人或物存在
 C. 亞當和夏娃
 D. 沒有誰
2. 誰創造了神？（只選一項）
 A. 神創造了自己
 C. 人在頭腦中臆造了神

 B. 天使們
 D. 神不是被創造的；祂一直都存有

3. 神會死嗎？（只選一項）
 A. 會

 B. 不會

 C. 無法知曉

D. 神從不改變
任何人或事物在改變的時候，要麼是變得更好，要麼是變得更糟。如果神曾改變過，
並變得更好，那就意味著祂從前並非是完美的；因此，祂也就不真是神。如果神曾改變過，
並變得更糟，那麼祂也不可能是神，因為祂並非是完美的。如果祂因為自己有什麼過失，或
者是得到了新資訊，而改變了主意；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神全知，且從不出錯。
讀《瑪拉基書》3：6

6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滅亡。
1. 關於神，這一節經文說了些什麼？（只選一項）
 A. 祂是雅各之子
 B. 祂是不改變的
 C. 祂在改變
 D. 這節經文沒說什麼
讀《雅各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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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神，這一節經文談到什麼？（只選一項）
 A. 祂是不改變的
 B. 當祂犯錯誤時，祂會改變
 C. 當人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時，祂就會改變
 D. 當人犯錯時，祂會改變祂的心意

E. 神知道一切事情
神知道人心裏在想什麼。
讀《歷代志上》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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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兒所羅門哪，你當認識耶和華你父的神，誠心樂意地事奉他。因為他鑒察眾人的心，知
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尋求他，他必使你尋見。你若離棄他，他必永遠丟棄你。
1. 這一節經文說，神知道關於人的什麼事情？（只選一項）
 A. 他所說的一切
 B. 他所做的一切
 C. 他所有的罪
 D. 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心裏所想的事情

讀《詩篇》139：2

2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2. 神知道哪些關於我們的事情？（只選一項）
 A. 所有的思想和行為
 B. 幾乎所有的事情
 C. 只有那些我們告訴過祂的事情
沒有任何思想能夠瞞得住神。祂甚至知道你現在在想什麼。你現在在想什麼呢？（停
下來想一想）神甚至在你想之前就已經知道了。因此，祂知道你日夜的每一個時刻都在想些
什麼。祂知道你的好思想，也知道你的壞心思，而且祂不會忘記任何點滴。神明了你說的每
一個字。
讀《詩篇》139：4

4 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3. 這一節經文告訴我們，神知道我們的哪些事情？（只選一項）
 A. 我們舌頭所吐出的每一個字
 B. 只有我們的詛咒
 C. 贓話
 D. 我們所說的好話
讀《馬太福音》10：29－31

29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4. 這段經文通過哪兩件事情，來向我們表明，神知道所有發生的事情？（選出最佳的兩項）
 A. 麻雀的價值
 B. 你掉了多少根頭髮
 C. 掉在地上的麻雀數目
 D. 你一共有多少根頭髮
5. 對神來說，誰比麻雀更有價值？（只選一項）
 A. 所有的一切
 B. 耶穌向其說話之人
 C. 你頭上的頭髮
讀《箴言》15:3

3 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都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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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的眼目能看到什麼？（只選一項）
 A. 所有的善與惡
 C. 所有的善

F.

 B. 所有的惡
 D. 祂錯過了很多東西

神滿有智慧

神不僅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知道行事的最佳方法。
讀《箴言》3:19

19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1. 主用什麼創造了大地？（只選一項）
 A. 祂的手
 B. 祂的腳

 C. 智慧和聰明

讀《羅馬書》11：33

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2. 人能夠完全理解神嗎？（只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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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祂從不犯罪，因為祂絕不會想去犯罪。）祂的
力量永無止境。沒有什麼能夠改變或是阻止神的力量——撒旦不能，人也不能。
讀《民數記》23：19

19 神非人，必不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致後悔。他說話豈不照著行呢？他發言豈不要成
就呢？
1. 當神說要做什麼的時候，祂會__________________。（只選一項）
 A. 在多數情況下完成
 B. 完成它
 C. 有時候完成
通過閱讀以下這些經文，學習一些神所做過的神奇大能之事。把經節和與其相對應的
事件進行對照，並把事件前面的字母填在相應的聖經經節前的下劃線上。
2. _____ 《路加福音》1：30－35

A. 一個已斷絕生育的女人在年老時生產

3. _____ 《路加福音》1：36－37

B. 創造天地

4. _____ 《約翰福音》11：38－44

C. 全球範圍的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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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____ 《創世紀》1：1

D. 童貞女馬利亞孕育嬰兒耶穌

6. _____ 《創世紀》7：11－12

E. 在巴別塔時代製造多種人類的語言

7. _____ 《創世紀》11：1，7－9

F. 使一個已經死了四天的人復活

H. 神無所不在
讀《詩篇》139：7-12

7 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裏逃躲避你的面。
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
9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
10 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11 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12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沒有地方是神不臨在的。神是靈，不像人一樣有形體。祂在任何時刻，任何地方都臨
在。

1. 什麼地方人能到達而神卻不臨在？（選出所有正確的答案）
 A. 天堂
 B. 地獄
 D. 沒有這樣的地方
 E. 黑夜裏

 C. 海水中
 F. 地極

儘管神無所不在，但祂卻不像很多印度教徒相信的那樣，存在於一切物品之中。如果
神跟祂所創造的一切一樣的話，那麼祂也就創造了自己——但這是不可能的。神與祂的所造
之物是區分的。而且，如果神與祂的所創之物一樣的話，那也就是說神也可能是有罪性的，
因為祂的許多創造之物現今都是罪惡的。但是神不可能既聖潔完美，同時又有罪性。

I. 神是聖潔又完美的
讀《利未記》11：44

44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
物污穢自己。
由於神是聖潔的，祂一定毫無罪惡。神不會犯罪，也不會引發任何罪。神是絕對聖潔
的。祂不會做任何罪惡之事，在祂裏面也毫無罪惡。
10

好消息聖經學習—基礎課程（第一部分：關於神）
1. 是誰說“我是聖潔的”？（只選一項）
 A. 摩西（《利未記》的作者）

 B. 神

 C. 爬行物

由於神是聖潔的，所以祂不可能與任何罪惡之人或物相交（做朋友或夥伴）。
讀《羅馬書》3：23

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由於所有的人都犯過罪，是邪惡的；而神又是一位聖潔的神，所以人類就有了一個真
正的問題：一位聖潔的神是不會與有罪的人相交的。福音告訴我們，神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的。
《使徒行傳》17：25 中告訴我們神不依靠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事物。只有神是完
全的和獨立的。因而，祂是完美的；因為只有那不需要任何人或物的，才是完美的。這意味
著神並不需要我們，也不需要我們的愛。但是，在聖經中的其他許多地方，神確實說過，祂
想要我們的愛和順從。但不要以為神是需要我們的愛和順從。也不要認為祂不願要它們。祂
命令我們去愛祂和順服祂。因此，我們必須愛祂順服祂；因為祂要求我們如此行。而且，我
們應當想要去愛祂，因祂曾向所有人彰顯過祂的慈愛和美善。（《馬太福音》5：44－45；
《詩篇》145：9）。
2. 聖經中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其中包括你嗎？（只選一項）
 A. 包括
 B. 不包括

 C. 不確定

J. 神是信實可靠的
神總是言出必行。祂信守承諾。
讀《帖撒羅尼迦前書》5：24

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1. 這節經文說了關於神的哪兩件事？（只選兩項）
 A. 祂是信實的
 B. 祂並非總是言出必行

 C. 祂會言出必行

在《出埃及記》34：7 中，聖經說道神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在聖經的其他很多經節
裏，神說到祂必用死亡來懲治罪惡。這樣，如果對我們喜歡聽到的事，神是信實確定的；那
麼，對那些我們不想聽到的事，神也必是信實確定的。因此，當神向我們承諾什麼時，祂會
說到做到。祂必信守祂的諾言。當祂承諾我們：如果我們信靠祂的兒子並認罪悔改的話，祂
就會給我們永生；祂必言而有信。然而，若我們不信祂的兒子並不思悔改的話，那麼，祂勢
要以永不熄滅之火來懲罰我們；對此，祂也是言出必行的。不要忘記，神信守祂的諾言。
2. 神的哪一個承諾給予了你希望？（只選一項）
 A. 承諾永生給所有相信耶穌基督並認罪悔改的人
 B. 承諾永遠的地獄刑罰給那些拒絕耶穌或抗拒祂旨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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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神是愛
人們所崇拜的很多（假）神都是充滿仇恨的神。而聖經中的神卻是充滿愛的神。祂將
愛賜給祂所揀選的人，然後通過祂的子民，以及其他不同的方式，向世間彰顯祂的愛。在舊
約時代，祂的子民是以色列民。如今，祂的聖約之民是基督徒。雖然很多人都聲稱他們有
愛，但只有神才能給出真正的愛，因為唯有祂才是愛。
讀《約翰一書》4：8－16

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9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借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11 親愛的弟兄阿，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
全了。
13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
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15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
在他裏面。
1. 神如何向基督徒（祂的新約子民）表明祂的愛？（只選一項）
 A. 神是愛
 B. 透過愛他們
 C. 透過賜予他們生命
 D. 透過派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讓他們可以賴祂（基督）而活。
2. 是誰首先愛的？（只選一項）
 A. 人
 B. 神
3. 詞語“挽回祭”的意思是“平息神因我們的罪而對我們的怒氣” 。誰平息了神對基督
徒的罪的怒氣？（只選一項）
 A. 天父
 B. 信徒們
 C. 聖子
 D. 他們共同所為

L. 神是真理
讀《羅馬書》3：4

4 斷乎不能。不如說，神是真實的，人都是虛謊的。如經上所記，你責備人的時候，顯為公
義。被人議論的時候，可以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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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總是真實的嗎？
 A. 是的

 B. 不是

讀《約翰福音》15：26

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2. 真理真正源於哪里？（只選一項）
 A. 源於天父（神）
 B. 源於大學
 C.源於先知
 D. 源於科學家
神是真理，真理的靈源於祂。祂導引了聖經的著成（《提摩太后書》3：16）。聖經
是神的道，是真理（《約翰福音》17：17）。耶穌基督也是源於神，並說過祂是“真理”
——離了神就沒有真理（《約翰福音》14： 6）。神是由神的靈透過聖經和耶穌基督來啟
示——兩者都是那“真理”。

M. 神是審判者
讀《創世紀》18：25

25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
行公義嗎？
1. 這節經文說神是_______的審判者。（只選一項）
 A. 惡人
 B. 義人

 C. 全地

2. 其中也說到作為審判者，祂的審判總是___________。（只選一項）
 A. 不公正的
 B. 公正的
 C. 還好
讀《詩篇》19：9

9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3. 這節經文說神的審判是__________。（只選兩項）
 A. 真實和全然公義
 C. 潔淨及存到永遠

 B. 有時真實及有時公義
 D. 令人驚怕及公正的

神是一位完美的審判者，祂的判決從不會出錯。祂就是那位審判者；你將來要站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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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像自己打碎了別
人家的窗戶，被帶上了法庭，然後發現你所打破的正是那審判官家的窗戶嗎？不幸的是，你
和神的關係正是如此。你違背了祂的律法，祂就是那位要判決你的審判官。你曾思考過這些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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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啟示錄》11：18

18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
了。
4. 神將會怎樣對待祂的聖徒們（耶穌基督的信徒們）？（只選一項）
 A. 生他們的氣
 B. 獎賞他們
 C. 毀滅他們
 D. 把他們打入煉獄
5. 神要給那些不懼祂名的人（不信耶穌基督的人）什麼刑罰？（只選一項）
 A. 獎賞他們
 B. 把他們打入煉獄
 C. 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D. 毀滅他們，因他們毀壞了世界

N. 神是靈
神雖無形體，卻仍存在。因為祂是神，祂不需要軀體。神是靈，有著無限的權能。而
一個軀體會局限神。
讀《約翰福音》4：24

2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1. 這節經文說神是什麼？（只選一項）
 A. 靈
 B. 一個身體

 C. 一個人

2. 我們應如何敬拜祂？（只選一項）
 A. 自己用靈性
 B. 以我們自己的方式
 C. 在家中虔誠敬拜
 D. 在靈和真理裏敬拜

O. 神有位格
形成一個位格的三個要素是：
 思想（知道的能力）


情感（感覺的能力）



意志（選擇的能力）

神具備這三個要素，因此祂有位格。祂沒有軀體，因為祂是靈，不需要身體。一個位格
不一定非要有身體才能成為一個位格。神既是靈，又有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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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有知道的能力。神瞭解祂自己，當祂從燃燒著的荊棘中召喚摩西的時候，祂說到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不會說祂像別人一樣，因為祂不像任何他人。祂的表達已經再有力
不過了。神對自己非常確認。並且謹記，祂知道所有的事情（《詩篇》147：5）。
2. 神有感覺的能力。祂能感覺到愛，生氣，憎惡，以及憐憫。（《詩篇》5：4, 5；
《約翰一書》3：16）
3. 神有選擇的能力。《以弗所書》1：4 說神揀選了一些人來獲得永遠的救贖。《詩
篇》115：3 說神隨自己的意旨行事。（還可看《以賽亞書》46：10）

P. 神是獨一的神，但有三個位格
仔細閱讀這一部分。
哥林多前書》8：4

4 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哥林多前書》8：4 表明，聖經教導只有一位神。但是同一本聖經也告訴我們，這
位獨一神是由三個位格組成。這很難理解，但是由於神在聖經中如此教導我們，基督徒就必
須相信。
下麵的例子也許能夠幫助你理解這“一”與 “多”：
一大群人（多）聚在一起叫做一群（一）。

一些香蕉（多）生長在一起叫做一串兒（一）。

這些例子中的每一個都有超過“一個”在其中。它比一多。然而，儘管有許多，卻仍
被算為一。記住，這些例子只是來幫助你理解神為何是獨一的，同時又有三位格（多）。
但，沒有一個例子能夠完全準確地描述神。
《馬太福音》 3：16－17 顯現了三個不同的位格。（每題只選一項）

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子降下，落
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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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 誰從水裏出來？
 A. 聖父

 B. 聖子

 C. 聖靈

2. 誰像鴿子一樣降下來？
 A. 聖父

 B. 聖子

 C. 聖靈

3. 誰從天上說話？
 A. 聖父

 B. 聖子

 C. 聖靈

《馬太福音》28：19 也提到了三個不同的位格。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
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4. 耶穌告訴祂的跟隨者，要以誰的名給門徒施洗？（只選一項）
 A. 以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
 B. 以聖父，聖子和聖靈的這些名
5. “名”是單數還是複數？（只選一項）
 A. 一個（單數——一）
 B. 多於一個（複數——多）
6. 然而這一個名卻含有三個位格（列出祂們）
A.
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

父

一

子

2

1

而

神

三
3

圣灵

《羅馬書》1：7

7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
穌基督，歸與你們。
7. 《羅馬書》1：7 說基督徒從“神我們的________”那裏得著平安。
 A. 我們的父神
 C. 主耶穌基督

 B. 神所愛的
 D. 在羅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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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8

8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8. 在《希伯來書》1：8 中，誰也被稱為神？ _______________。
 A. 聖子，這表示聖子是神。  B. 寶座
 C. 正義的權杖
 D. 國家的權杖

《使徒行傳》5：3－4

3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什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
分呢？
4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9. 在第三節，彼得說亞拿尼亞欺哄了_______________。
 A. 聖靈
 C. 撒但

 B. 彼得
 D. 他自己

10. 在 第 四 節 ， 彼 得 就 欺 哄 聖 靈 這 一 點 上 說 ， 亞 拿 尼 亞 不 是 在 欺 哄 人 ， 而 是 在 欺 哄
_________。
 A. 神，這說明了聖靈即是神  B. 彼得
 C. 人
 D. 他自己
關於這個主題，可以說的還有很多。但是，總而言之，神就是神，我們則不是（我們
是人）。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地瞭解神。人類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讓我們在結束“關於神”的學習之前，再看最後一節經文：
讀《羅馬書》11：33－36 並根據第 36 節經文回答 11 至 14 的問題。（每題只選一項）

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34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
35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
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11. 萬物源於哪里？
 A. 人

 B.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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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無處

好消息聖經學習—基礎課程（第一部分：關於神）
12. 我們是籍著誰得到萬物的？
 A. 人

 B. 神

 C. 沒有誰

13. 萬物為什麼被創造出來？
 A. 為人

 B. 為了神

 C. 沒有因由

14. 這節經文說，你是為什麼而被創造出來的？（只選一項）
 A. 為榮耀你自己
 B. 沒有因由

 C. 為榮耀神

這是一位多麼多麼偉大的神啊！祂真正地配得你的敬拜，讚美和獻身。祂值得你完全
的關注。多麼奇妙的神啊！如果你真的研究過不同宗教裏的不同的神，那麼你就會發現，世
上沒有哪一種宗教的神能夠像這位神一樣偉大。所有其他的神都並非真神，因為它們只是人
為了迎合自己的宗教，而在腦海中構思出來的；然後再將這些信仰傳於他的後代。在這些眾
多的宗教中，的確有一些關於神的真實資訊；但，它們都與那關於祂的完全真理相差甚遠；
祂在祂的聖言——聖經裏，向人啟示了這真理。祂就是那一位獨一真神！
15. 你相信祂希望你能更好地認識祂嗎？
 A. 相信
 B. 不相信
16. 你願投入自己來更多地認識祂嗎？你會祈求祂顯現於你的心中，以致你能夠按照祂的旨
意來敬拜祂嗎? 你決定這樣投入並禱告了嗎？
 A. 是
 B. 否
你已經完成第一部分的學習指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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