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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但看着今天基督教有

那麼多不同的宗派，他們似乎高舉不同的教義，對很

多聖經經文又有不同的解釋，甚至在歷史上有嚴重的

分歧。到底基督教有没有一套完整和統一的要義，是

不同的宗派所共同相信的信念，一旦偏離了便不再是

純正的基督信仰呢 ?

到底基督徒信甚麼?



這張鈔票是真的嗎?

真正的問題是：你見過真正的 1000 SEK 紙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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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課程會透過研習聖經經文和思考討論，去了解

統一的基督教基本信仰。在第1季的六課中, 我們

會探討以下六個題目和相關的問題:

1.神：三與一 (11/9)

2.人：美好與墮落 (9/10)

3.耶穌基督：神與人 (13/11)

4.救恩：恩典與责任 (11/12)

5.死後的生命 :延續與斷裂 (8/1)

6.天國：已然與未然 (12/2)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並造有形無形的萬物的主。
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在萬世之前，為父所生，從上帝出來的上帝，
從光出來的光，從真上帝出來的真上帝，
受生的，不是被造的，與父一體的；
萬物都是藉著主受造的。
主為要拯救我們世人，
從天降臨，由聖靈感孕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取著肉身，並成為人，在本丟彼拉多手下，
為我們釘十字架；被害，埋葬；
照聖經第三日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
將來必有大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他的國無窮無盡。
我信聖靈，為主，並賜生命的根源，
從父子出來的，與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榮，曾藉著先知傳言。
我信唯一聖而公之教會，眾使徒所傳者。
我認為赦罪設立的獨一洗禮。
我指望死人復活，並來世的生命。阿們。

尼西亞信經 (325 & 381 A.D.)



Mary, did you know? (1984)

…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walked where angels trod?

…

When you kiss your little baby

You kiss the face of God

…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Is Lord of all creation?

…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one day rule the nations?

…

That sleeping child you're holding is the great 

“I Am”!

你知道你的男嬰曾走過天使走過的地方嗎？
…
當你親吻你的小寶寶時你親吻的是上帝的
臉龐
…
瑪利亞，你知道你的男嬰是萬物之主嗎？
…
瑪利亞，你知道你的男嬰有一天會統治萬
國嗎？
…
你抱著的那個熟睡的孩子就是那偉大的
「我是」!

瑪利亞，你知道嗎？



耶穌是神、與父神全然平等、 具相同的實體

約翰福音 8:58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Very truly I tell you,” Jesus 
answered,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以賽亞書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
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希伯來書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歌羅西書 2: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那麼神的兒子是什麼意思? 





五問：上帝是獨一的嗎？
答：上帝是獨一無二，又真又活的。

六問：上帝有幾個位格？
答：上帝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1）；這三個位格是同一上帝，同質，
同權，同榮（2）。

繼續看威斯敏斯特小教理問答:問題 5,6

Quest. 6. How many persons are there in the Godhead?
Ans. 6. There are three persons in the Godhead;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God the same in substance, equal in power and glory.

Quest. 5. Are there more Gods than one?
Ans. 5. There is but One only, the living and true God.

申命記 6:4
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 ─ 我們神是獨一的主。”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1. 三位一體是 「救恩的奧秘」

• 沒有它，基督教就變成了另一種一神論的宗教。它失去了作為福音的獨特身份，因為對道成肉身
和神聖的三位一體的信仰是相輔相成的。正如早期教父們從不厭其烦地強調，我們只是能靠神被
拯救，如果耶穌基督不是神，我們就還沒有得救。

• 救恩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三位一體的所有三個位格的共同作為。天父啟動創造和救贖之工；聖
子救贖回創造之工；聖靈則將救贖應用在信徒身上，使人重生、成聖。三位一體就是“救贖的奧
秘”

彼得前書 1: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
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 它不是推測、宇宙命理學或教條，而是「神為我們」的表達。任何認真看待神在耶穌基督裡道成
肉身以拯救世界和神在萬物中至高無上的人，都必須領會並承認三位一體的奧秘。

到底是否一定要相信三位一體的教義, 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呢？



從無到有(creatio ex nihilo)

創世記 1
1起初，神創造天地。

2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以賽亞書 44
24 從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贖主 ─ 耶和華如此說：我 ─ 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張
諸天、鋪開大地的。誰與我同在呢？

使徒行傳 17
24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25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28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
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創世記 2

7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當。

現代中文譯本

7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了人，把生命的氣息吹進他的鼻孔裡，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
7 Then the Lord God formed a man from the dust of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

希伯來語的人 (Adam) 聽起來很像並且可能與希伯來語的地 (adamah) 相關；它也是亞當名字的。

那聖經中哪裡說人類有靈魂呢?



上帝沒有造一個身體，把一個靈魂放進去，就像把一封信放進一個塵
封的信封裡。而是他用塵土造了人的身體，然後通過將神性的氣息吸
入其中，使塵土的身體活了起來，也就是說，塵土沒有體現靈魂，而
是變成了靈魂 - 一個完整的生物。

在創世記 2:7 和貫穿整本聖經，“活的靈魂”指的是“活的人”

因此，在聖經的觀點中，一個人不是有一個靈魂，而是他本身就是一個靈魂。



1. 人類有物質的身體和非物質的靈魂。
2. 人類是二元一體的(duality)。基督教拒絕希臘的二元論(dualism)觀念。
3. 人體是上帝美好創造的一部分。雖然它和靈魂一樣墮落，但兩者都不是天

生的邪惡。
4. 人的靈魂不是自然永恆的。它必須由上帝創造和維持。

基督徒的靈魂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igCcWAM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igCcWAMAM


傳道書 12:7
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7 Then shall the dust return to the earth as it was: and the spirit shall return unto God who gave it.

約伯記 34

14上帝若決定收回自己的靈和氣，15所有生靈將一同滅亡，世人也將歸回塵土。(現代
中文譯本)
14 If it were his intention and he withdrew his spirit and breath, 15 all humanity would 
perish together and mankind would return to the dust.

馬太福音 10:28
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 魂都滅在地獄裡的
，正要怕他。

路加福音 23
46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中。」說完，就斷氣了。
46 Jesus call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Father, into your hands I commit my spirit.”[a] When he had said this, he 
breathed his las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3%3A46&version=CCBT;NIV#fen-NIV-25982a


神和我們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神是有智慧且有德性的實存，我們也是擁有思想、
心靈、感情、意志的道德主體。這些能力使我們能夠反映出神的聖潔，那原是我
們最初的使命。

雖然我們在墮落中失去了反映神聖潔的能力，但我們仍然是人，我們仍然有思想，
有心靈、感情、意志有德性。我們身上仍然帶著造物主的印記。

神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Hans-Joachim Eckstein 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

樣式、像，是無形力量的有形表達，是隱藏的最早形像的可識別體現。
“The image is the visible expression of an invisible force, the recognizable embodiment of an invisible 

entity, the perceivable mirror image of a hidden primordial image.”



肉體（sarx）這個詞有時在新約中被用作身體（soma）的虛擬同義詞。然
而，當這個詞與精神（pneuma）形成鮮明對比時，它通常指的是身體以外
的東西。在這裡，肉體通常是指墮落人類的敗壞本性。

所以，肉體與靈的爭戰，不是肉體與魂的爭戰，乃是我們墮落的罪性（舊人）
與重生的本性（新人）之間的爭戰。

羅馬書 7

18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 (sarx)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18 For I know that good itself does not dwell in me, that is, in my sinful nature.[a] For I have the desire 
to do what is good, but I cannot carry it out.

罪就是肉體?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omans%207%3A13-25&version=NIV;CUV#fen-NIV-28110a


18

但耶穌最喜歡怎麼稱呼自己?
馬太福音 8: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馬太福音 11:19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
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
馬太福音 12:8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馬太福音 12:32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
世總不得赦免。
馬太福音 12:40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
馬太福音 13:37
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馬太福音 16:13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
馬太福音 16:27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
的行為報應各人。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8%3A20&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1%3A19&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2%3A8&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2%3A32&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2%3A40&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3%3A37&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6%3A13&version=CUV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20%E5%A4%AA%20%E7%A6%8F%20%E9%9F%B3%2016%3A27&version=CUV


「我該說什麼！我該如何向你描述這個人的出生？因為這個奇蹟讓我感到驚
訝。創造天地萬物之神已經變成了一個嬰兒。坐在崇高的天上寶座上的人，
現在躺在馬槽裡。」

John Chrysostom (347-407)

「基督人性的奧秘，他將自己沉入我們的肉體，是人類無法理解的。上帝的兒
子不想我們去天上尋找看見他。因此，他從天降到這種謙卑之中，以我們的肉
身來到我們這裡，將自己放入他母親的子宮和馬槽中，然後走向十字架。這是
他放在地上的梯子，以便我們可以在上面升到上帝那裡。這是你必須採取的方
式。」

馬丁路德（1483-1546）

「看著耶穌的十字架，我要讚美一位徹底陷入痛苦的神——不僅是肉體上的痛苦
，還有整個世界的破碎、愚蠢、殘忍、不公正和仇恨。那就是神成為人時來到的
地方。」



使徒行傳 1
9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10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11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
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啟示錄 1
7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
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腓立比書 3:20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但以理書 7:13

13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三位一體中的聖子在永恆裡仍然是神和人!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20%E7%AB%8B%20%E6%AF%94%20%E6%9B%B8%203%3A20&version=CUV


救恩到底是甚麼?

耶穌基督通過他的生、死和復活為世界（人類）提供了救恩。

救贖是雙向的交換 : 我們的罪被歸在耶穌身上。祂的義則歸在我們
身上。祂因我們不完美的人性而接受審判，而我們因祂完全的人性
而领受到祝福。



申命記 7
7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
中是最少的。

申命記 9
6 你當知道，耶和華 ─ 你神將這美地賜你為業，並不是因你的義；你本是硬著頸項的
百姓。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15
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
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提摩太後書 1
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
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人的得救是 100% 神的主權揀選



但人的得救也是100%人自由相信和接受

以弗所書 2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
備叫我們行的。

馬可福音 1
15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申命記 30: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
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羅馬書 1
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
人必因信得生。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94%B3%20%E5%91%BD%20%E8%A8%98%2030%3A19&version=CUV


總結:
救恩是100%神的主權揀選、
也是100%人自由相信接受

救恩是一份完全是出於神恩典的恩
賜 (禮物 ) -不是我們配得的或賺取
的。但同時，它也是藉著我們的悔
改和信心，存著感恩的心去領完的。

神

人

神

人



信心與善行有着一種可以區分但絕不會分割的關係。雖然我們的
善行並沒有給我們在上帝面前的信心增加任何功效，雖然我們稱
義的唯一條件是我們對基督的信心，但如果我們的信心表明沒有
善行，這便顯明了我們沒有稱義的信心。

「我們是惟靠信心稱義，但卻不是靠著沒有行為的信心稱義。」

We are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but not by a faith that is alone.



希臘/斯多葛主義 猶太-基督教



復活 = 死後去天堂? 

基督徒最終的盼望是什麼？

關於死後的生命，許多基督徒心中有的，經常是一幅四不像的圖晝，取材自混雜
的來源。例如希臘神話和哲學、招魂術或甚至佛教的「極樂世界」、瀕死經歷的
記載、部份聖經經文、詩歌、以及通俗文學。
這些與啟示或古典基督教傳統幾乎沒有關係的混雜圖晝將未來的身體復活完全擱
置一旁，並只強烈關注來世領域中，個體的非身體但又完全有意識和可識別的存
在。



任何基督徒聲稱知道天堂的家具或地獄的溫度，或
是對天國將如何在歷史上完成的任何細節過於確定，
都是不明智的。

尼布爾 (1892–1971)

It is unwise for Christians to claim any knowledge of either the furniture of heaven or the 

temperature of hell; or to be too certain about any details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which 

history is consummated.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II: Human Destiny, Page 294.

聖經中關於「死後去天堂」的內容很少，關於地獄的內容也不多。

中世紀的天堂和地獄意象雖然不是但丁發明的，但對西方基督教的

想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死亡

死後兩個階段

身體復活在樂園裡等待



• 當耶穌說他父的家裡有許多房間時，所用的希臘詞是 mone，意思
是暫時的住處。

• 最早的基督徒相信未來會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是死亡和超越它的那
個階段，不管它是什麼，然後是在一個重新創造的世界中一個新的
身體存在。

• 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復活」不是「上天堂」或「死後在天
上光榮美好的生活」，而是死後被喚醒而重新獲得肉身的生命。

”Life after life after death ” (N.T. Wright 韋得)

死了之後之後的生命



But I want them to know that one day, when their bodies have rotted and their 
lives have been forgotten, Jesus will call them out of their graves—not to float 
as disembodied souls in the sky, but to walk in resurrected bodies on the earth. 
The one who called stars into being will also call them from death to life. (p. 
202)

但我想讓他們知道，有一天，當他們的身體腐
爛，他們的生命被遺忘時，耶穌會叫他們離開
墳墓 –不是像沒有肉體的靈魂一樣漂浮在天空
中，而是以復活的身體行走在地上。使星辰產
生的上帝，也會使他們出死入生。

第五課總結: 上天堂=等候復活



耶穌基督再臨地上將天與地聯合

時間 空間 物質



《神的國》不是關於我們死後會發生什麼，或者我們如何逃離這個世

界進入下一個世界，而是關於神的統治將如何「如同行在天上」遍及

這個世界。

在聖經中，天堂不是我們未來的命運，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另一個隱

藏的維度 - 上帝的維度。神創造了天地，最終衪會改變它們，使它們

永遠和自己結合在一起。

天与地 - Heaven & Ear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wS0ENENsM


在耶穌裡，神來
到了世界

叫神在萬物之上，為
萬物之主

福音



以賽亞書 11:6-9
6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
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7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8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
上。
9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
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哈巴谷書 2
14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上帝將成為一切。這一刻還沒有到來。只有當邪惡，尤
其是死亡，最終被擊敗時，它才會到來。



啟示錄 21
1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
齊，等候丈夫。
3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
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示錄 7
16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
17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
一切的眼淚。

彼得後書 3
13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到底救恩、神的國、天堂、永生，

與我們今天有甚麼關係??



但最重要的不是天堂和地獄。這是基督徒希望的核心驚喜之
一。 緊隨舊約後塵的新約堅持認為，關鍵是神拯救和重建
整個世界、整個宇宙的計劃。如果我們正走向一個永恆的、
脫離肉體的永恆，那麼試圖在此時此地把事情做好是沒有意
義的。而是那些相信神創造了一個一切都與衪復和的新世界
的人現在已經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動力來為這個世界工作。

那麼，救恩不是去天堂，而是在神的新天和神的新地中復活。
救恩是關於整個人，而不是關於靈魂。這是關於現在，而不
僅僅是未來。它是關於神通過我們所做的，而不僅僅是關於
衪在我們身上和對我們所做的。如果我們以此為出發點，我
們也會發現教會的使命是什麼。

韋得 (N.T. Wright)



基督教的希望指向一個新的終極目標，指向耶穌
基督復活的上帝對萬物的新創造。

《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 1964）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



今天我們要如何為神的國度工作?

當下的行為和工作

進入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