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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课程大纲 

第一课：导论和圣经论·上 

第二课：圣经论·下 

第三课：神的属性·上 

第四课：神的属性·下 

第五课：神的创造·上 

第六课：神的创造·下 

第七课：神的护理·上 

第八课：神的护理·下 

第九课：人的问题——罪 

第十课：基督的位格·上 

十一课：基督的位格·下 

十二课：基督的工作·上 

十三课：基督的工作·下 

核心课程：系统神学 
第三讲：神的属性·上 

一、导论  
 

 

二、神的存在 
A. 圣经的预设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说我们相信神真的存在因为神向我们这样

启示了祂自己： 

 

 

B. 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 

1. 对两者的定义 

普遍启示：在所有的时空中，无论一个人身处何地、生在何时都可

以知道的关于神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神毫无差别地赐给所有人类

的，透过在受造世界普通、日常的生活就可以获得。 

 

特殊启示：神透过特殊的行动或者言语所启示的自己，尤其是神透

过写下来成文的特殊启示（圣经）和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所启

示的自己。 

 

2. 普遍启示启示了什么？ 
诗篇 19篇，罗马书 1:18-32，使徒行传 14:14-18，使徒行传
17:16ff 

 

 



三、神的属性 
1. 神的独立性和自存性（约 5:26，徒 17:24-26）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约 5:26）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

万人。（徒 17:24-25） 

 

 

 

2. 神的不变性（民 23:19，撒上 15:29，诗 102:26，玛 3:6，来 6:17-
18,13:8）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

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民 23:19）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也不致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

不后悔。（撒上 15:29） 
 
 
 
 
 

3. 神的无限性（诗 90:2-4, 耶 23:23-24, 赛 57:15, 箴 15:3, 诗 139:7-10, 
145:3）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诗 13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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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 
•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列王纪上 8:27） 
•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

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赛亚书 66:1） 
• “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

华说：‘人岂能在隐密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耶利米书 23:23-24） 

•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

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

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使徒行传 17:27-28） 
无限性 
•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

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

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篇 90:2-4） 
•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

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以赛亚书 57:15） 
•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箴言

15:3） 
•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

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

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

手也必扶持我。”（诗篇 139:7-10） 
•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诗篇 145:3） 
认识神 

•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约伯记

11:7） 
• “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

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约伯记 26:14） 
• “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

（约伯记 30:26） 
•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以赛亚书

40:18） 

•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

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

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马书 1:19-20） 
普遍启示 

•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

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篇 19:1-2） 
•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

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罗马书 2:14-15） 
•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

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

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

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

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

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使

徒行传 17:24-28） 
神的独立性 

•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出埃及记 3:14） 
•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

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

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

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

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 50:8-15） 
•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诗篇

33:11） 
• “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诗篇

115:3） 
•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以赛亚书

40:18） 



•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 
• 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

呢？”（但以理书 4:35） 
•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

命”（约翰福音 5:26） 
•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

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

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

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 11:33-36） 
• “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

物，赐给万人。”（使徒行传 17:25） 
•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

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

4:11） 
自存性 
•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

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

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

更。”（诗篇 90:1-4） 
•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

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 
• 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

篇 102:25-27） 
•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

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

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

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 40:28-
31） 

•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

命。”（约翰福音 5:26） 
•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

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启示录 4:10） 
不变性 

•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诗篇

33:11） 
•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篇 102:27） 
•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玛拉基书 3:6） 
•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

的，就起誓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

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希伯来书 6:17-18） 
•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

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

各书 1:17） 
无私欲（或作“无欲”） 

•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

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何西阿书

11:9） 
神是磐石 

•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

神，又公义，又正直。”（申命记 32:4） 
•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申命记 32:18） 
•  “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申命记 32:37） 
•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

神。”（撒母耳记上 2:2） 
•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

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

暴的。”（撒母耳记下 22:3） 
•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

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 19:14） 
•  “惟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

摇。”（诗篇 62:2） 
• “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

在乎神。”（诗篇 62:7） 
•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

分，直到永远。”（诗篇 7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