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論 — 上帝的屬性，簡單說就是上帝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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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自有的
聽過自有永有，
兩點其實不 樣
兩點其實不一樣，
我們分開來看。
約五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祂兒子
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父神就是生命的本體、生命的來源，
不像其他萬有是受造之物
不像其他萬有是受造之物，
耶穌基督是造物主，祂也是自有的
 自有是不可傳遞的，
人這麼像上帝，但不是自有的，是被造而有的


屬性通常是講必要的特性。
椅子最必要的特性 — 讓我們可以坐下去，
 到底是三根腳、四根腳、五根腳，
金屬、木頭、塑料做的，都不是必要的屬性
屬 木
料
都不
屬
 要有穩固的腳可以坐下去，是椅子最重要的屬性
上帝的屬性，分為
 不可傳遞的屬性 — 上帝獨有的，沒有傳給我們
 雖然人類最像上帝、是上帝的形象，
上帝把最多屬性傳給人類，仍有一些是祂獨特的
 我們有一些領受是很像祂，但不等於祂
 可傳遞的屬性 — 上帝傳給受造界，人類領受最多
一個個來看就可以明白這兩個的區別，
個個來看就可以明白這兩個的區別
也可以對上帝的屬性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 永生
永有
上帝的永恆

信耶穌得到永生

人類如果不要墮落 — 吃生命的果子，也可以永遠活著的…
創三22 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

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伸
摘 命
子
永遠活著 」
人的永恒跟上帝的永恒一樣嗎？不一樣，
 我們的永有有起點 — 都有一個生日，是有始無終的
都有 個生日 是有始無終的
 上帝的永恆是無始無終的，從永遠到永遠的
我們領受永生，這是可傳遞的屬性，
 上帝那種從永遠到永遠的永恆，是祂獨有的
上帝那種從永遠到永遠的永恆 是祂獨有的
 我們也可以有永恆，卻不等於上帝的永恆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無所不知 om’niscience → 智慧 science
無限 無所不能
無
無所不在
在
science 翻成科學，用科學方法來研究，
翻成科學 用科學方法來研究
 人類也有 science，有各科的學問，
也有各種的知識和智慧 很像神
也有各種的知識和智慧，很像神
 人類的腦容量有多大呢？ 比很大的硬碟還要大很多，
人 直學 直學 學到老學到死 都還裝不滿
人一直學一直學，學到老學到死，都還裝不滿
人類智慧真的很像上帝，可是不等於上帝，
人類
慧真的很像 帝 可是不等於 帝
 人的容量再大還是有一定的容量
 上帝呢？
上帝呢
那是沒辦法計算的，祂是無所不知的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無所 知
無所不知
無限 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 omnipresence → 遍佈 presence
上帝所造的人類是超過其他萬物的
上帝所造的人類是超過其他萬物的，
只要有水、可以活得下去的地方，都有人類，
尤其是中國人最厲害，可以跑遍全世界。
但實際上並不是真的無所不在，
 天空中很多的星球，
天 中很多的 球
人類努力半天最多只是登陸到月球，
要再更廣大遍佈在各星球 那還早得很
要再更廣大遍佈在各星球，那還早得很
 只有上帝祂可以無所不在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無所 知
無所不知
無限 無所不能 om’nipotence → 能力 potency
無所不在
人的能力高過一切受造之物，不斷製造、發明新的東西，
人的能力高
受造之物
斷製
新 東
 人有誤解 — 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
 可是人類製造的問題
可是人類製造的問題，大過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過解決問題的能力
上帝能夠造一顆石頭大到一個地步，連祂自己都推不動嗎？
 再大的石頭還是有限的物質，上帝一定推得動
再大的石頭還是有限的物質 上帝一定推得動
 大到上帝推不動，就不叫物質了…
上帝能不能犯罪？當然不能！
提後二13
提後二
3 我們縱然失信
我們縱然失信，

這是能力，
不是無能。

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完全的慈愛 → 愛
聖潔
感性
人類的愛也是很豐富的，
親情 友情 愛情都是人類歌頌不已的
親情、友情、愛情都是人類歌頌不已的，
豐富到超越一切其他動物的地步。
 雖然是這麼豐富
雖然是這麼豐富，好像無限，其實並不是真的無限
好像無限 其實並不是真的無限 —
 人可以愛人類、可以愛動物、甚至可以愛植物、
愛礦物、愛很多沒有生命的物質，
但是並不完全
 人類的愛在離開上帝、
墮落犯罪以後，更是受到很多的扭曲
 跟上帝比起來，只有祂的愛是真正那麼廣博，
也真正在這愛裡面沒有任何缺陷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完全的慈愛
聖潔
完全的義
→ 公義
理性、公義、真理的
人類也是很有正義感的
人類也是很有正義感的，
但是人的公義跟
上帝完全沒有偏差 完全準確 永恆不變的公義
上帝完全沒有偏差、完全準確、永恆不變的公義
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
人類常常是自以為義，尤其是墮落以後，
常常
義 嚴 的標準
人常常用公義、嚴格的標準
來檢驗、要求別人
 對自己呢？常常妥協
所以就知道，這樣就不算真正的公義了


動物雖然有一些很厲害的潛能跟本能，
可是永遠只是在玩上帝原來給它的老把戲，
是永遠 是在
帝 來 它 老 戲
它不會創造發明。
人類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把創意傳遞給人類，
可是人類因為有創意，有時就很驕傲，
以為自己是造物主，這可是嚴重的誤解了！
我們創造、發明，
其實是把上帝所創造的東西、
給我們的智慧拿來組合，產生新的產品，
 硬件，是上帝原來製作的原料
 軟件，是上帝原來就給我們的聰明
不是百分之百創造的，只是發揮神給我們的創意，
這兩個是有界限的。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創造
→ 創意
上帝是造物主

人類是上帝的形象

光看衣服就 道 — 古今中外創造很多新的花樣
光看衣服就知道
今中 創
新
樣
 藝術家 創作很多美好的音樂、美術、建築、雕塑
人類非常有創意 超過 切的動物
人類非常有創意，超過一切的動物


新竹的動物園曾經有一隻猴子牠會用水彩畫抽象畫…
 猴子永遠只會畫抽象畫，沒有真正的創意
 那麼愛吃香蕉，會改變一下、
那麼愛 香蕉 會 變
研究、創造、發明嗎？不會…
蜘蛛照老祖宗教給牠的花樣來織蜘蛛網
蜘蛛照老祖宗教給牠的花樣來織蜘蛛網，
牠不會研究、發明、搞個新花樣，生活比較有趣味…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最高主權
→ 權柄
創 26 上帝照祂的形象造了人以後，
創一26
上帝照祂的形象造了人以後

這個像祂的人類有很高的權柄可以管理
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一切的昆蟲…
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一切的昆蟲
陸、海、空都交給人類管理了，人類的權柄很高的 —
在 神之下 在萬有之上！
在一神之下、在萬有之上！
因為權柄這麼高，有時人類產生錯覺 —
以為自己就是至高者，
 舊約尼布甲尼撒王，就是描寫
約尼布甲尼撒
寫
跟天一樣高、跟至高者平等，這是嚴重的錯覺
 人雖然有很高的權柄，但不等於上帝，
人雖然有很高的權柄 但不等於上帝
最高權柄是上帝獨有的屬性

不可傳遞的屬性 可傳遞的屬性
不變
變
不要解釋成不動

人類善變

是在講上帝的屬性，從永遠到永遠不改變，
 不是說祂的動作、思想、情感都是呆板不動的
 因祂從起初就有各樣不可傳遞的屬性 — 聖潔…
祂一切屬性從永遠到永遠都沒有改變、沒有轉動的影兒
我們雖然會變，但求神讓我們應該持守的真理是不變的，
我們雖然會變 但求神讓我們應該持守的真理是不變的
 有些現代的基督徒，對傳統的信仰、對聖經失去了信心，
用文化 世界的哲學來改變神學
用文化、世界的哲學來改變神學
 神學的應用是可以改變的，
但神學的本身、神的啟示，是不變的
 但神學的本身
神的啟示 是不變的
 做人應該有的一些原則，也應該繼續持守

四、泛神論 Pantheism
 多神論 — 可以算…
算
 精靈論 — 遍佈各處、不計其數
 泛神論 — 神就是我、我就是神，
 我可以變成神、神變成我
 在所有宗教的神祕主義者，都有傾向，
基督教比較神祕主義的，
有時把自己跟神混在一起，搞不清楚了
聖經講我們跟神的合一，並不是泛神論，
聖經講我們跟神的合
並不是泛神論
 祂是頭、我們是身體
 祂是葡萄樹幹
祂是葡萄樹幹、我們是枝子
我們是枝子
 祂是丈夫、我是妻子
但不能說祂就是我、我就是祂，
我們怎麼親密也不能變成神…

七種非基督教的神論…
一、無神論 Atheism
神的存在不是你否定祂，祂就變成不存在
 不是說無神論的國家，從幼兒園開始
給幼兒洗腦，上帝就變成不存在
當然跟聖經的啟示是違背的


二、多神論 Polytheism
世界上多數的信仰是多神論，
當然違背聖經的啟示
三、精靈論
精靈論 Animism — 不是童話的精靈
 在講鬼神的靈遍佈在天地萬物中，
日月星晨 山川鳥獸 都有神
日月星晨、山川鳥獸…都有神
傳統的民間信仰不但是多神論，大部分是精靈論

五、自然神論 Deism — 相信有神，
可是神
可是神已經設定自然律管理自然界，
設定自然律管 自然界
神的代理人就是人類，
用神給他的智慧來管理世界，
慧來管
上帝就不直接管理了 — 這個不對！
聖經所啟示的上帝不但創造，
而且繼續保護、管理，不是讓它自行運作的。
六、神死論 God-is-dead — 上帝已經死了…
這句話在某些時候 是令人同情的
這句話在某些時候，是令人同情的，
有些人遇到極大不公義的事、極大的苦難，
壞人卻很囂張 很得意 就很憤慨的說：
壞人卻很囂張、很得意，就很憤慨的說：
「如果有上帝的話，怎麼會這樣呢？
沒有上帝，上帝已經死了 」
沒有上帝，上帝已經死了。」
這種情感性的神死論者，可以對他有一些同情 。

六、神死論 God-is-dead — 有一種是理智性的，
用理論、用很堅強的意志要來把上帝處死，
意志 來把上帝處死
那這就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最有名的就是尼采德國的哲學家，寫兩本書要消滅上帝，
《上帝之死》又稱《反基督》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尼采用一切的意志要來處死上帝，
他說：「上帝已經死了，
是我們把祂處死的。」
實際上只是一句好笑的話而已，
 對上帝來說
對上帝來說「你說我死了，把我處死」，
你說我死了 把我處死」
難道上帝就真的死了嗎？
 上帝反過來說
上帝反過來說「你死了」，那就死定了！
你死了」，那就死定了！
尼采死了，這倒是真實的。

七、唯一神格論 Unitarianism 或神格唯一論


承認有神，可是

不承認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
 不承認 聖子耶穌是上帝、聖靈是上帝
上帝觀只有一個位格
像伊斯蘭教只承認耶和華是上帝，
當
偉
只把耶穌當先知的一位、穆罕默德是更偉大的先知
 準確的聖經神論 — 耶和華是上帝，
聖父是耶和華 聖子 是耶和華 聖靈 是耶和華
聖父是耶和華、聖子也是耶和華、聖靈也是耶和華


例如耶和華見證人，這樣一個異端，
掛著基督教的招牌，可是不承認耶穌是神。
掛著基督教
這叫唯一神格論或叫神格唯一論，
就是上帝只有一個位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