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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究竟将谁比 神？ 
以赛亚书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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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神性 
 

了《诗篇》50中的那恶人之外，许多人似乎对待 

神就好 祂是个人一样。这在今日是一个可怕而不

断加增的危险：它侵害了 神的创造工作和按祂意旨所定

的整体秩序，并带来了完全的混乱。《圣 》的权威遭

到损害，福音被剥夺了它的荣耀，并且不和谐代替了庄

严的和谐。除非 神被承认为 神，否则一切都在混乱之

中，一切都崩溃了。以赛亚以虔诚的热心问道：“你们

究竟将谁比 神？”并且 神自己重复了这一深刻的问题

（赛40:18,25）。如果对 神有更多的敬畏，对祂的荣威

有更好的认识，一切会是多么的不同！神在祂的一切属

性里是完全的，在祂各属性（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全体的

属性）的完整性里是完全的。祂的属性中没有一个会缺

少，没有一个有缺陷。我们就拿知识来说吧：祂知道一

切。我不能完全的学习知识，甚至是知识一个分支中的

一小部分：祂却不能对任何时间与空间内的事情一无所

知。我们都会忘记很多学过的知识：而祂永远不会 历

这种失败。也不是祂在逐渐获得知识：从亘古祂就知道

所有祂子民的名字，并且知道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愿望

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所有的罪孽

都归在基督身上——没有一件排除在外。 

 

与祂相比，我们对于“时间”的概念是不足的：

（甚至在大地没有定形之前），过去，现在，和将来在

祂的面前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们不能测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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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139:6），但任何其它的观点都是愚蠢的，并且会

侵犯到祂的神性，和祂对自己的启示，并带来矛盾与不

可能性。神不仅知道既有的一切和将要有的一切，而且

知道在其它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太11:21）。所有人的

内心想法，以及他们脑海里对任何发生或可能发生事情

的反应，都在祂的面前。一旦我们意识到： 
 

• 个人的 个当前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性

格，他所处的环境和他人的可预料或不可预料的举

动所影响， 

• 而性格本身却由成千上万的环境因素所塑造， 一

个因素同时又被他人数不清的举动所改变， 

• 并且一个人的环境，从出生开始，已是 神意旨的结

果，这意旨作用于无数的、不被人知的细节之中， 
 

我们就会有数不清的难题，除非我们完全地认识到那有

着完全与无限知识的一位——祂绝对是 神。因为所有这

些受影响或起到影响作用的环境，和其“关联的”原

因，影响不顺从之心的 一个道德品质的程度以及与它

相联的惩罚程度。属人的判决离不开结果与近似。一个

人杀了他人，他就是个杀人犯；另一个人没有杀人，因

为出于惧怕惩罚而自我抑制；但是另一个人受到护法人

员或者那位会是他牺牲品之人的有力阻拦，而没有杀

人。这样一来，属人的判决怎能公正地分清罪责呢？ 

 

但是您说：“一个接近近似的判决是足够了。”对

人来说，是的，但对绝对的公义来说则不是。若我们决

定任何事到其万分之一那部分是非常正确的，那么余下

的不确定性是可以忽略的，但对 神来说 一件事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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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的，否则就不是“公义与诚实”（启15:3）；细

微的变动都不允许。全球70亿人： 
 

• 以数以亿计的方式行事， 

• 并且他们自己受到过去近6000年以来和当代数以亿

计之人的影响， 

• 以及同样来自那些看不见的力 （诸如天使与鬼

魔）的影响； 
 

是对除 神以外所有人来说，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祂完全

的知识紧密联系与完全的智慧，和基于公义的完全的审

判，因此我们看到了祂的所有属性之间不可或缺的“和

谐”。没有一个可以从另一个中分离出来。我们感到惊

奇，并敬拜祂。在此，我们也意识到基督的绝对神性，

因为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与祂（约5:22,23）。 

 

正是这一不同属性之间的融合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人类的历史与其中可见的不平等之处则会压倒一切，并

终归带来不公正的混乱，如果没有一位： 
 

• 有着无限的知识，同时有着无限的智慧、公正与权

能， 

• 知道 一个秘密心意的倾向，以及在 一个可能的

情况下， 个人内心的潜力， 

• 在 种情况下，都能引来一个完全正确的目标， 

• 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要么是叫祂的子民得益处

（罗8:28），要么是为了一个公正的报应，这样，即

便人的忿怒也要成全祂的荣美（诗76:10）。 

 

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任何事情缺少绝对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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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和谐于真正的神性，也不会消除关于公正与近

似比率之间的误差，而这些误差，若累积起来，就能颠

覆一切。认识到神性的绝对，即 神的主权，打开了锁的

一环，并且与 神的完全的神性相适合，因此同时解决

了两个难题，并且更加清楚地显明了对它如此的 述是

多么的恰当。而那本独自启示这一点的书必须是那本唯

一无矛盾的书。在此《圣 》的默示恰好被神圣的阐明

出来。所有的思想汇聚得如此精确，并且我们有了一个

揭示，它在属灵方面适合一切，不论在敬畏、敬拜，还

是在感恩之心上，它都唤醒并吸引 一个谦卑与相信的

心灵。我们越看这个主题，就越意识到：一切都是一致

的，并且集中在同一个和谐点上，而且那正确地荣耀 神

的事带领人到达真实与适当的态度，唯独这样的态度才

是满有祝福的。这是对不知矛盾之真理的最充分的检

验。 

 

大自然阐明了对 神的绝对性的需要。自然界里没有

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神用智慧造了一切。月球依靠

地球，地球依靠太阳，而太阳依靠什么呢？当我穿过一

个房间的时候，有多少其它的运动伴随在其中，不被我

所知，或至少不被我感觉到呢？但是 神已 决定了个体

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指定的自然规律——不论

已知或未知，作用或反作用以防止大自然的崩溃解体，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因为自然界在不同的领域中，也有

表明罪入侵的证据，但是毁坏被约束了，否则会带来整

体的毁灭。“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伯38:11）。 

任何单纯的进化学说都会缺乏和谐，从而在自然界

会引发内战，进而使它全部解体；无数力 的混杂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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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一点更加不言而喻。假想自然界中数以亿计的盲目

作用力或反作用力，它们且没有人为的管理，或监督，

或计划，或协调（从而使自然事件可以预知到一分钟之

内），将会比其它的一切，更让盲从之心难以相信。一

个有限的神性、或者一种神性对立的多神的理论，永远

不能满足“自然界”这一场合的需要。这唯一的解决方

案是如此的适当与合宜，从而使事实得到了显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历史中，我们也观察到了与

在自然界中相同的两重性，即： 
 

1. 管理与计划，尽管 

2. 邪恶的侵入，连同对它的抑制从而避免一场完全的

灾难。 

 

啊！愿我们如同约伯那样，（假若我们试图去争辩

的话），意识到我们的虚无，并承认我们的罪（伯42:1-

6）；这样我们会觉得在我们试验之中的一切怨言都是在

质疑 神，因而攻击了祂的智慧。这是罪！让我们作为敬

拜者与顺命的儿女活在 神所指定给我们的空间里，而不

是徒劳去寻求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我们是有限

的，而 神是无限的。我们可以无条件地信靠祂。这是属

血气之人不愿做的事，他把 神当成是一个人，和他自己

一样，并且大胆地加以批评指责。而得赎之人的心灵是

谦卑的，并且爱慕 神。身处这样的状态之中是多么有福

啊！这里就是那唯一真正的智慧——它意识到： 
 

• 神是。 

• 神知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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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扶持万有。 

• 神会完美的安排一切。 
 

我们不完全的判断与推论只会带来混乱，并使事态更加

糟糕。 
 

• 罪应使我们羞于争辩， 

• 恩典让自私的愿望沉默， 

• 神圣的救活引我们到达真正的智慧——这智慧看明

属人推断的愚蠢。 

 

请允许我在这方面提及一个根本的谬误好吗？——

“我不会这样做，所以 神也不会。”关于将来 神的审

判，这样的话常被听到，但它们也同样适应于 神在过去

的审判，以及罪从亚当入了世界之时，神对人的审判。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 神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在某些

属性上，诸如知识与审判，暗示祂和我们相似是在篡夺

祂的宝座。仅仅在祂所启示与命定的领域（比如：良

善，参 太5:45），以及在亲爱众圣徒方面（弗5:1），我

们被命定去效仿祂。但是在知识，权力和公正的管理方

面，我们不能、并也不应该成为那些效仿的人。我们要

意识到 神的地位，并虔诚地保持自己的位置。祂在万有

之上；而我们，按着本性，是祂的创造与臣民——按着

无限的恩典，现在成了祂的儿女。 

 

在 神荣耀的这一揭示下，所有的“运气”与“宿命

论”（即：迷信命运）都被置于一旁。 
 

• 正如在自然界，同样的天体在同一时间有着各种各

样不同的运动，但这些运动是规定好的并受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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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以不致产生混乱， 

• 同样 神也将祂旨意的功用与属人意愿的行为（在 

神所允许的领域之内）交织在一起， 
 

在此祂用完全的智慧与公义来对付 一个人和所有的

人。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案是可能的。哲学在此缺于解
释，正如科学在此认识不足一样，但是信 神的人有 神

自己的钥匙所带来的安息，在那里真理坚不可摧。这就

是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立场，却超乎逻辑，我们在祂里面

有信心——“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创

18:25）。 

 

这里正是对祷告的活动和力 的解释。事实上正是

一个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被 神使用，才有了这篇默想： 
 

“我们的祷告改变了 神的旨意吗？ 

还是它们仅仅主观的影响祈祷之人的属灵状态？” 
 

后者会是一个宝贵的“仅仅”，但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

完全地探寻祷告的奥秘。我们不仅在祷告里被带到一个

有福的崭新的立场，在那里 神显示并赐予我们，那些原

本在祷告前、在我们之前所处的立场里所没有的；而且

祂仍然倾听一个人的声音，并惊人地回应祷告。然而，

祂没有重新安排祂的旨意，来出乎自己意外地回应祷

告，而是从亘古祂就知道所有，并将属祂之人的祷告并
入到祂意旨的实现之中。有限的知识会让这变得不可

能；上面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生来总是倾向于想从

自己有限的立场去解释任何事情。与其它问题一样，对 

神那绝对的神性的认识会将困难消除。这些问题的产

生，是由于我们用自己的立场去解释 神。那么这样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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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祷告呢？首先，它会加增我们的信

心。如果我们之前认为我们能改变 神的旨意，我们现在

就会害怕去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起作用，就 我们在

一个房间里移动那样，不需要我们去思考宇宙中的其它

诸多复杂的运动，尽管这些运动于我们有份。我们关心

的是穿过这个房间，并为这件事负责；所以在祷告时也

是一样，我们为按照 神所启示的旨意祷告而负责，并按

着我们在此的诚挚专心而得到祂对祷告的回应。祂的许

多工作——对我们来说是秘密，而在祂的权力、智慧、

爱与力 里却是可靠的。它们从来不会妨碍祷告之心与

圣洁的不顾一切的恳求，正如不论 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哪

里，地球与太阳系中其它诸多的运动不会让我们坐着不

动、或者使我们对去那里的行动漫不 心一样。去说：

“我只会让地球来移动我”，或者：“等到我们明白一

切再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活人来说，这简直就是精神

失常；同样对于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活着的人来说，在祷

告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到达了 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的揭示。这

两者被一位交织在一起，祂有着绝对的完全的属性来理

解与交织它们。从属人的立场去看，我们会分割一个或

另一个，并设想出诸多矛盾；而且今日宗教界的趋势就

是将 神排除在外，并把人放在中心。但是 神的超自然

的立场却截然不同。我们不需要埋首于 神所有之前的或

看不见的行动，不论我们（回到之前提及的自然界中指

定的诸多相似之处）是穿过一个房间，还是将基督的福

音带给一个失丧的灵魂。去了解所有运动之间如何协

调，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领会一切；人类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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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释一切；我们也不应如此去做。但是我们被赋予

特权和责任，去敬拜与祷告、去工作和说话，并为带领

灵魂到基督那里而活。我们是诚挚的吗，难道我们不该

这样吗？我们愿意更加虔诚。然而，信靠一位——祂无

限的怜悯达到了我们，是一件乐事，并且祂将这一怜悯

的果子包含在内——让其显明在我们爱心的顺从里，去

带领其他人到达对这位同一救主的同一认识。我们感谢

拣选的恩典，它从来没有妨碍我们敬虔的热心；相反，

我们得到鼓励，不应气馁，因为“祂不灰心，也不丧

胆”（赛42:4；参 约6:37）。 
 

祂的主权在使命上驱使我们， 

祂的主权在应许上复兴我们， 

祂的主权在凡事上满足我们。 

 

有主张：“ 上对人行为的预言（比如：犹大或者
敌基督）削弱了人的这一责任”，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误解。对将会发生事情的预测，对其发生没有必然的影

响，因为声明那事的祂，知道无论如何它将会发生。对

这一点的任何质疑都是在指责祂的神性。如果 
 

• 祂对人们被允许行为的支配，是祂用自己的智慧对

他们因自己意志所产生的结果的管理， 

• 并且 神在 一个人的行为上精确地知道，个人的选

择对导向这一行为的比例的多少， 

• 以及祂知道 一个诱发因素与附带情况之间的关

系， 
 

那么去否认祂对人们的责任的完美表明就是对祂的神性

的无礼侵犯。并且这样做越发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指责

(c) 2018 heshallcom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11 

的那个人分明对个人选择的比例相当无知。因此，一点

深思会带领我们看到，认识 神在祂 一个属性上的无

限，防止了祂行事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任何冲突，并且带

来了一种和谐的可能性，为相信之心所认识，而且这不

单单是一种可能性，更是一种必然性。 

 

因此，与古时 神的仆人一起，被圣灵所感动，我们

会说：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祂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祂， 
使祂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 
倚靠祂，归于祂。 

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远。阿们！” 
 

接着，作为那些凭着基督宝血所赎的人，随后加上

的劝勉充满了我们的心与口：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
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当然的。”（罗11:3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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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神性 
 

 
这篇文章译自上世纪初的一篇属灵作

品，它带我们走近 神的神性和祂主权

的空间，让我们瞻仰到祂的伟大与威

严，并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与卑微。

愿主今日再次使用它来复兴祂的子民，

并让失丧的灵魂得着对祂真正的认识。 

 

 

 
 

 

 

 

 

 

 

更多信息请联系: 
电邮:info.cn@heshallcome.com 

网址:https://www.heshallcom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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