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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09 年五月 24 日 

我信上帝 

證道：王瑞珍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 延伸神學教育部部長） 

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林永仁；編輯：李裔軍，皮敦文 

經文 

出埃及記三十四章 5-6 節：「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裡，宣告耶和華的

名。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

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禱告 

主阿！我們今天開始希望透過使徒信經，能夠深知基督的奧秘，也能夠了解你聖經的寶

藏。主阿！求你自己聖靈的恩膏在每一堂裡面來教導我們。；阿！與我們同在，主阿!

每一位在你面前都有豐盛的領受，也體會到你話語裡面活潑的功效，我們恭敬的仰望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前言 

使徒信經是教會早期四大古信經之一，也是最短的信經。這信經雖叫做使徒信經，但不

一定是使徒直接定的。然，稱之為使徒信經也沒有錯，因為它是根據使徒的教訓編出來

的。 

使徒信經十二條的架構是：第一個主題是第 1 條的神論，第二個主題是第 2 至 7 條的基

督論，第三個主題是第 8 條的聖靈論，第四個主題是第 9 條的教會論，第五個主題是第

10 至 12 的救恩論。因救恩的重要性，有人也把救恩論合併在基督論裏面。或者，我們

也可以將使徒經簡化成，第 1 條是聖父，因這裏講全能的父，第 2 至 7 條是聖子，第 8

條是聖靈，第 9 條是聖會，因教會是分別為聖的聖會，最後通通為聖，叫做聖恩。聖父，

聖子，聖靈，聖會，聖恩等乃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的五個重點。 

我們今天要從神論開始，即從聖父開始。雖然這裏強調的是聖父，但是我們要先特別講

三一神論；第一條也講到創造天地的主，所以我們也講神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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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名 

「我信上帝」，英文是四個字，中文也是四個字，但拉丁文只有三個字，Credo in Deum。

Credo in 就是「我信」，Deum 就是「上帝」。我們要從上帝的名字開始講起。舊約出現

上帝的名字主要有兩個字，第一個字出現在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起初神創造天地」，

那個「神」字的希伯來文是”Alohim”；第二次是上帝自己在出埃及記宣佈自己的名字叫

「耶和華」。這兩個名字在舊約裏面最為常用，出現幾千次之多。中文聖經有的譯成「上

帝」，也有的譯成「神」。 

其實，「耶和華」這個名字是猜出來的。這名在舊約裏面只有四個子音，用英文字母來

拼就是 YHWH，這名字的意思知道，但唸不出來，因子音若沒有母音是沒辦法唸的。

有些學者說那是叫「耶和華」，我們中文聖經就因此翻譯成耶和華；後來，另外一些學

者說，不，這個 YHWH 應該唸「雅威」比較對。 

實際上，舊約聖經寫這四個字時是故意不寫母音。十誡說，「不可妄稱耶和華的名」，所

以以色列人讀到這個 YHWH 的時候，不去猜到底是雅威，還是耶和華，他們乾脆不唸，

而唸另外一個字就是 Adoni，這字的意思是「主」。 

我們講了三個字，Alohim，Adoni，以及 YHWH，其中意思有什麼不一樣呢？Adoni 是

比較簡單，就是「主」；雅威，或者耶和華，是「HE IS」，有時候用第一人稱「I AM」。

那，到底有什麼意思？也不知道。上帝當然有資格說，我是一切，祂也沒有解釋，祂是

一切。 

上帝的兩大屬性：慈愛與公義 

出埃及記解釋上帝有兩個很重要的屬性，一是祂的慈愛，另一是祂的公義。十誡解釋上

帝的慈愛是很長遠的，對愛祂的人，順從神的人來講，直到千代。「直到千代」是形容

詞，你不一定真的能夠用數學去算，那表示說，這個更久遠了。十誡也提到背逆神的，

上帝說追究；不但追究，而且還禍延子孫，直到三、四代。而神斷不以有罪為無罪，這

要表達神的公義，祂是很公義的。 

然，講慈愛比較多，而且比較長，甚至到千代，但講禍延子孫就是三四代。為什麼禍延

子孫呢？的確，我們看社會的現象都知道，父母或祖宗的錯真的會影響三四代。我們蒙

恩以後的影響其實是蠻深遠的，對我們子孫的影響是很深遠，這是指那真正愛主敬虔跟

隨神的人，那個福是可以長長遠遠的臨到子孫。 

所以，出埃及記第 34 章乃是介紹上帝的兩個屬性，一個是他的慈愛，又浩大、又長遠

的；另外一個是他的公義，主要祂斷不以有罪為無罪，祂一定要追究。一方面，按祂的

公義，祂一定要追究；另一方面，按祂的慈愛，我們向祂悔改，接受基督，祂會赦免我

們，而且祂的慈愛會臨到我們的。 



我信上帝-3- 

 

約翰福音一章 14 節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恩

典講慈愛的那一面，而真理講公義的那一面，所以，耶穌把那看不見的上帝展現出來，

「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現出來」。耶穌是怎麼表明的？

就是他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滿滿的表現慈愛和公義。 

上帝的兩方面的屬性：不可傳遞的與可傳遞的 

接下來，上帝的屬性分兩方面：一是不可傳遞的屬性，另一是可傳遞的屬性。不可傳遞

的屬性是只有上帝才有的，我們受造之物並沒有得之。祂只將可傳遞的屬性分享給我

們，特別是人類。中間劃一條虛線，因為我們人類很像上帝，祂有，我們也有；但是，

有一些是祂才有，我們沒有的。剛剛談到的公義跟慈愛其實是不可傳遞的屬性第四點這

裏。 

上帝不可傳遞的屬性 

總體來講，上帝有七方面屬性是不可傳遞的。 

第一，祂是自有的 

「自有」的屬性當然是只有上帝才有的，因為我們都是後來受造才有的。講義大綱的註

腳第一點提到約翰福音五章 26 節，「父在自己有生命，他兒子照樣在自己有生命。」聖

子耶穌是在自己有生命，他的生命不是另外有一個來源。 

有一些人問，你們基督教說，萬物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又是誰造的呢？你們說，一切

都是從上帝而來，上帝又是從何而來呢？我們回答的標準答案是，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但，保證他們聽不懂。其實 這問題本身有邏輯上的錯誤。如果，上帝需要從一位而來，

祂還好意思做上帝嗎？上帝之所以是上帝，祂就是不需要從另外一位而來。從另外一位

而來的是受造之物，上帝不是受造之物，怎麼要求從另外一位而來呢？ 

聖嚴法師年輕時寫一些文章批評基督教，其中也講這一點，他說，你們就是想不出萬物

從何而來，所以就創造出一個上帝，他說上帝是我們創造的。他還說，他們佛教比較高

級，緣起論，眾生由因緣而來，因緣由眾生而來，兩者大相逕流(?)，互相循環。 

他們認為這樣比較高級，其實這也不過是古代波羅門教的一個講法，這講法因為沒有比

較高明的證據，他們當作絕對真理就這樣接受了。這講法好像狗尾巴沾了飯團，然後牠

咬飯團不到，就一直打轉。不要跟他這樣講，他會生氣，他會打轉，沒有更高明的證據，

他自己以為比較高明而已。 

哲學家羅素寫一本書「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他提到，他小時候也是到教會，後來為

什麼不信上帝，因為他也提同樣的問題。「你們都說，萬物都是從上帝而來的。上帝從

誰而來呢？」他認為這是基督教的錯誤，所以就不信了。羅素是位偉大的哲學家，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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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這麼簡單的邏輯都想不懂，犯這麼大的邏輯錯誤，竟然相信上帝需要從另外一位而

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的，所以就不用再回答了。受造之物才需要一個來源，怎可要

求上帝變成是受造物呢？這是邏輯的錯誤。 

聖經不多談這個事情，上帝直接宣佈祂是自有永有，祂自己就是自己的來源，自己在自

己有生命。我們其他萬物都是本於祂，從祂得到生命，我們都不是在自己有生命，我們

都是從父母生的，父母是阿公阿嬤生的，一直追追到最後，亞當是上帝的兒子，我們沒

有一個是自己有生命。 

第二、上帝是永有的 

祂不但自有的，而且祂是永恆的。我們人類很像上帝，我們人也都非常嚮往永生，耶穌

應許我們，信他的，有永生。請問耶穌的永恆跟我們的永恆什麼地方不一樣？耶穌沒頭

沒尾，我們有頭沒尾；他是從永遠到永遠，我們是在某一刻被生出來，而信主的人可以

延續到永生。耶穌與我們好像同是永恆，但其實是不一樣的，他是從永遠到永遠，我們

是從某一刻誕生了可以延續到永遠。永生是可傳遞的，他傳給我們，但是那個從永遠到

永遠是不可傳遞的，只有祂自己的。 

第二、上帝的無限 

接下來，談到上帝的無限，我們最常看到的三個字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英文用 omniscience 就是無所不知，omnipotence 是無所不能，omnipresence 是無所

不在。 

人真是像上帝，我們不斷地發現研究，人的頭腦好像一生都裝不滿。我 2000 年底第一

次買隨身碟時僅 64M，卻花了 3400 元，現在 340 元可以買好多好多 G。比 G 更高的

是什麼？我們腦袋是多少 G？裝不完，一直裝，一直裝，除非你放棄你的大腦不去用它，

不然你一直用，用到老還可以裝東西。但我們人因此有一個錯覺，好像是無限者一樣，

其實只是因為我們有上帝的形像，我們很像上帝。我們可以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思考研

究，發現很多新的東西。我們比其他一切的動物能夠知道的更多，超過它們。但實際上，

我們不是上帝，我們是有限的，只是因為很像神，所以似乎是無限的，我們不是真的無

所不知， 

上帝也是無所不能的。我們有很多的潛能，不斷開發不斷開發，有新的本事可以產生出

來。但不要誤解我們是無所不能的，以前大家都講「人定勝天」，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人

敢講了。新竹有一個部落被土石流把整個村莊都沖走了，其中可有塊石頭上面還寫著「人

定勝天」；要大山低頭，要大河讓路，這麼大的口氣，但一陣水就把他們的村莊沖走了，

蠻諷刺的。人不是無所不能的，尤其經過 20 世紀，很多的苦難之後，人是比以前謙卑。 

只有上帝是無所不能的，這個能力是不可能傳遞的。但請注意，「無所不能」這四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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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有語病的。請問，上帝有什麼不能？祂不能犯罪，祂不能違背祂自己；不能犯罪，

不是祂無能，而是祂的能力，聖潔就是永遠聖潔，這也是他的能力，祂能夠保守自己完

全在公義裏面。 

有一次，我老二小學一年級問我一個問題，誰能改變歷史？我說，小孩子問這大題目幹

什麼？我仔細想一想，不知道答案。然後，他就跟我說，歷史學家會改變歷史，因為他

們發現很多歷史的錯誤就把它修正了。其實，連上帝都不能改變歷史，這也是上帝的法

則，祂不會違背祂自己的法則，過去的事，上帝也不回頭去改變。 

中世紀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上帝是無所不能的，但祂能不能造一個石頭，大到一個地步，

連自己推不動？這問題跟前面一樣，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我讀華神的時候，教神論的黃

義航老師(?)，談到這個石頭問題時寫了一頁 A4 的講義，二三十行講了一個小時。他的

結論是，上帝不會做這麼無聊的事情。其實這是一個邏輯的錯誤，石頭是有限的，再大

的石頭都是有限的。最大的石頭就是天上的星星，上帝一定推得動，因為那石頭是有限

的東西。有沒有一個石頭大到一個地步上帝推不動？沒有。無限大就不是石頭，沒有這

種東西存在，所以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去回答，不可能有這樣的石頭存在。所以，有人

說上帝沒有辦法造一個石頭大到一個推不動的地步，其實不是上帝不能，而是沒有這個

東西存在，假的命題就不要浪費時間。 

第三、無所不在 

人類也很像上帝的無所不在。人類雖然可以遍佈全球，但卻是分身乏術。我來這裏，我

就不能陪我的孩子；我去上班時，就不能陪太太了。我們雖然可以到處跑，可以上班，

可以休閒，可以觀光旅遊，可以旅行到處出差；我們有本事坐飛機到處跑，乘太空梭跑

到別的星球上去，實際上我們每次只能在一個地方，我們是分身乏術。 

可是，上帝是分身有術，祂才能夠真正的存在每一個地方。當說「每一個地方」的時候，

中文的語病又出現了，有人因此鑽牛角尖，雞蛋裏挑骨頭，說，上帝不能與罪惡在一起。

我們講上帝的無所不在乃是講祂的屬性，不是講祂沒有辦法跟罪惡同在。上帝不是沒有

辦法，祂有辦法消除罪惡，讓罪惡消失，祂仍然在那裏。約翰福音第一章「光照在黑暗

裏，黑暗卻不接受光」，那原文也可以翻譯成「黑暗不能勝過光」。上帝沒有辦法和黑暗

同在的這句話是有毛病的，上帝可以把黑暗消除，然後祂在，黑暗不在了。所以我們不

能犯「上帝是聖潔的，跟黑暗混在一起，就不是上帝了」邏輯上的錯誤。 

第四、完全的愛、完全的義 

我們人很像上帝，人有豐富愛情的表達，很多的歌唱愛情唱不完的，一直唱，不斷的創

作，好的可以流傳很久很久。周杰倫雖然那麼有才華，可是他的歌有幾首可以傳 10 年？

有幾首可以傳 100 年？連 10 年都沒有，不要講 100 年了。有一些情歌可以唱幾百年，

像我們這樣的五六十歲年紀的人，有時候還會唱五十年前的老式情歌。這些情歌真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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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聽，蠻耐唱的。人的感情雖然很豐富，但我們的愛也有很多缺陷。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這是父母講的，其實沒有一個父母是真正完全的。愛情更別談

了，愛情好的是很好，可是輕微一點就是失去起初的愛心，起初很好後來比較冷淡了，

更糟糕的變心了，變成負心的人；當初愛的要死，後來恨的要死。所以，人類有偉大的

愛情，可是並沒有像上帝那樣的完全，有可能變心，有可能冷淡退後。友情親情愛情都

很美好，但是都不完全，只有上帝的愛是完全的愛。完全的愛是上帝獨有的，上帝的愛

在我們身上，我們學習有上帝的慈愛，這是可以分享的，可傳遞的。 

我們人類有沒有公義呢？這不是很簡單的是非題。當我們指責別人時都很有公義，你看

那些責備政府的政論節目，都滿腔義怒滿腔正義，表示人類好有正義感。可是，人是墮

落以後，離開神，我們的正義常用在別人身上，比較不會檢查自己。 

我今天看蘋果日報第一版，（我很少看蘋果日報，因為浪費時間），說盧武鉉他很虧欠連

累很多的人，然後他就說我現在不曉得怎麼寫下去了，這封遺書不曉得怎麼寫下去，可

是他寫下去了，寫到最後有點亂亂的，他前面覺得很虧欠連累很多人，認罪的樣子。可

是，他寫到最後一段，他又說他是清白的，一邊拿錢，一邊認為自己是清白。他已經承

認自己連累很多人了，他也承認他拿錢，以前就承認了，可是他還是不認錯。所以，人

在責備別人的時候都很有正義感，但是在面對自己的時候常常找一大堆藉口來掩飾自己

的錯，這表示我們的公義，並不是完全的。我們離開上帝以後，我們還有正義感，但是

很不完全。 

反過來說，如果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沒有犯罪前，他們的公義跟上帝一樣嗎？想一下，

上帝是完全的公義，亞當夏娃是不是完全的公義？當然也是，但是跟上帝的公義還是不

一樣，上帝的公義是自足的，而亞當夏娃如果不順從上帝，不依靠上帝，他的公義是會

失落的；後來果然失落了，離開上帝就變成不完全了。所以人類的公義，跟上帝完全的

公義是不能比的，這完全的公義是上帝的屬性。 我們有正義感，這是可傳遞的屬性。 

第五、創造 

我們人類雖然說自己也創造很多，嚴格說起來，我們是「發明」很多東西，不應該隨便

說創造，因為我們發明的東西都是上帝創造的原料與上帝給我們的智慧去做出來的。以

電腦為例，我們發明它，我們並沒有創造它，所有的材料都是上帝給的原料去改造，加

上上帝給我們的智慧去製造，把很多因素集合在一起，軟硬體在一起，就產生很好的資

訊的工業了。 

所以，我們人類很像上帝，可以發明這麼多，其他動物有沒有這麼厲害。其他動物有沒

有一些可傳遞的屬性呢？有，但是人類最多，因為人是神的形像，人最像神，其他動物

他也很聰明很多本事，可是他們的本事永遠就是那麼多。猴子幾千年，或者說幾十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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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它到底有沒有真正的進步呢？猴子吃香蕉吃了幾千年，幾萬年，現在還吃同樣的

香蕉，它有沒有想有一天烤一個香蕉蛋糕，變化一下？從來沒有。所有動物都在重覆它

們老祖宗的事，沒有任何進化。我年輕的時候，新竹動物園出了一個大新聞就是，裏面

的猴子會畫抽象畫。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去動物園寫生，有一天猴子拿到了水彩盒，樹枝

學畫畫的人，亂畫一通，動物園的管理員，拿白紙給牠畫畫，但是每次畫的都是抽象畫。

抽象畫的意思是你可以顛倒看也很好看，那就是抽象畫。猴子只能畫抽象畫，你自作多

情，以為牠是畫家，實際上牠只是模仿人類拿個筆，沾個原料在紙上亂塗。 

只有人類才有創意，因為人是神的形像，人很像神，所以人很有創意。如果再有一千年

的歷史，服裝設計師，賣皮包的還會搞新的花樣來，讓你掏幾萬，幾十萬塊出來。人雖

很有創意的，但只有上帝可以無中生有，不斷會產生新的設計；人雖有創意，但只有上

帝才能夠真正的創造無中生有，而且能夠把無生命變成有生命。進化論說，無生命可以

變成有生命，小分子變大分子，再變成有機體。他們想像，簡單的生命可以變成複雜的

生命，但是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上帝可以把沒有生命的變成有生命，上帝可以用泥

巴造亞當，上帝可說有就有，說有就有。無中生有就是創造，把泥巴變成亞當變成一個

男人，這個是間接的創造。亞當不是泥巴而已，從他的鼻孔吹氣，人不是只有身體，有

他的靈在裏面。其實這個直接或間接的創造，人都做不到，我們沒辦法無中生有，沒有

辦法把沒有生命變成有生命。我們的複製乃是利用上帝的生命去複製。 

上帝創造人類把陸海空交給人類管理，你認為亞當夏娃比較有本事，還是現代人比較有

本事？我們總認為現代人有本事，因為創造發現很多的工具。的確，發明了很多偉大的

工具，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已經失落很多天然的本事。應當上帝把陸海空都交給他管理。

華神老院長林道亮院長教創世記時說，伊甸園兩隻獅子吵架時，亞當說，停，獅子就會

停。我相信他講的是真的，因為上帝說陸海空都交給亞當管理，亞當有本事教兩隻獅子

停止吵架。但，現在我們連一隻蚊子都管不好。其實我們失落了很多，人類以為自己不

斷在進化，但實際上，可能起初沒有犯罪的時候可能本事最高強的時候，每個人都有特

異功能，知道嗎？我們其實萎縮很多了，那當然科學進步很多我們有創意，所以最高主

權那無限的權柄，只有上帝才有，我們人類是一神之下，萬有之上，我們只要恢復上帝

兒子的地位，我們也很有權柄的，我們可以來管理這一切，應該管理這一切，上帝給我

們文化使命。 

第六、不變 

人類實在太善變，但是我們也可以學習上帝的不變，我們應該要有一貫作人的原則，堅

持一些真理的法則，我們再學習向上帝那樣不變。這個不變不是不動，上帝不是偶像，

這不變是 immutable，就是說，上帝不會隨時間變老，也不會隨時間變的更聰明，更有

本事；上帝是很活潑的，但祂是不變的，這些屬性都是永遠到永遠非常完美。我們來學

習這樣一致，我們真理的法則，做人的原則，希望有祂的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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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神論 

第一、無神論 

這個其實不是這麼重要，你看一件事實就知道了。蘇聯與中共超過 50 年的時間，對全

部的人民做無神論的教育。可是，當 1992 年蘇聯解體、1978 年中國開始開放時，很多

人就轉向神那裡，教會有很大的復興。當然有些人跑到伊斯蘭教，有些人跑到佛教，道

教那裡去了，其實人有神的本能在裏面，羅馬書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時候，神的事情我們

所能知道的，就顯在我們心裡了。很多人說無神論其實是情緒性的逃避或反對上帝，其

實不是真的覺得沒神，只是努力想要否定神而已。 

第二、多神論。 

那麼我們週圍很多。 

第三、泛神論 

泛神論好像跟多神論意思差不多，其實不一樣。泛神論簡單說，我就是神，神就是我。

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很快了解基層的佛教徒是多神論，把菩薩當一個神明來拜。高層

的佛教徒是無神論的，不相信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他們說自己是無神論，但是佛教追求

最高的境界是泛神論，他們說眾生都有佛性有一天都可以成佛，只要歸依只要在佛法

上，不斷精進超越最後徹底的解脫就可以進入那個智慧圓滿，慈悲圓滿，能力圓滿完全

自如自在沒有任何變換無常，而且是不生不滅，不再生，不再死，那成佛涅盤的境界。 

這一些形容詞在我們講過的上帝的屬性，你會不會覺得有點熟悉，智慧圓滿，慈悲圓滿，

能力圓滿，完全自如自在，不生不滅。這是在講什麼？這是在講上帝。他們說自己竟然

可以成為上帝，這就是泛神論。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最近也知道了，最近他們有一個

領袖在電視上佛學講座的時候，他說當我們成佛的時候，我們智慧圓滿，慈悲圓滿，能

力圓滿，完全自如自在，不生不滅，我們自己就是上帝了，所以不需要信靠上帝了。你

看這個馬腳露出來了，背後有沒有魔鬼的詭計，肯定是有的，因為他告訴你，他讓你產

生一種錯覺，我自己就可以成佛了，所以需不需要依靠上帝，其實看我們自己就是上帝

了。佛教最反對討厭貪心了，可是他們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一個字極大，最大的貪心，

以為我做這一點功德累積一些功德，有一天我自己就成為至高者了。這就是泛神論，我

就是神，神就是我的。 

第四、精靈論（Animism） 

我們一般民間信仰大部份都是精靈論比多神論還多，就是相信鬼神的靈通佈在日月星

晨，山川鳥獸，叢林，什麼精靈古怪都拜。一棵樹奇特一點，一顆石頭怪一點，就拿來

當神來拜，這個就是精靈論。 

第五、自然神論 

這個不太流行了，簡單提就好，就是有一些人相信神，可是上帝用自然律管理這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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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那麼人類有聰明才智有道德可以來管理這個人類社會，上帝不管了，上帝雖然還在

可是他不管了這個？不對我們還管不管，還管，所以自然神論不否認上帝，可是上帝用

自然律管理自然律。 

第六、神死論 

你們也不要真的相信他們這些人以為上帝死了，這常常也是情緒性的表達，有些人遇到

很大的委屈的時候冤屈的時候，他會說，上帝死了。如果上帝怎麼會這樣子，那壞人怎

麼會那麼得意囂張，我又沒有幹什麼壞事，怎麼這麼冤屈苦處？有些人是有情緒性的，

當然故意要來證明上帝已經死了。有名的德國哲學家尼采，說上帝死了。這不是真的，

但是上帝說你死了，這倒是真的。 

第七、唯一神格論 

唯一神格論像什麼呢？像耶和華見證人，他們說自己是基督教，實際上是異端，因為不

相信耶穌是上帝。另外像伊斯蘭教，回教，他們也不相信耶穌是上帝，聖靈是上帝，這

就叫做唯一神格論或是神格唯一論。 

末後禱告 

主耶穌雖然我們花了這些時間來學習，實際上對你無限豐富跟偉大的本性，我們還是有

太多還來不及講的。但我們盡力在這個時間，把一些很核心的屬性跟啟示，希望做完整

的介紹，但是你知道我們是多麼的有限，主啊!求你帶領我們在今天，還有以後在每一

次過程越來越認識因為你是豐富的，主啊!你也樂意將你的奧祕將我們顯明，求你保守

我們每一位都能夠持續性的學習下來，也能夠在其中得到裝備，得到更豐盛的生命，奉

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