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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講   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

獨一真 神

約翰福音第十七章3節：「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

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這個「永生」應當翻譯成「永生

之道」，即「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之道。」所以我們要講到宇宙諸天萬有這個來源，解釋

這個奧秘，得要先從認識獨一的真 神開始，這是第一個。

神是靈

對於獨一的真 神，我們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原來在「無始的

永遠」中，就是在宇宙萬有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有一位「獨一的真

神」。那麼這位獨一的真 神是個靈，所以約翰福音第四章24節說：

「 神是個靈」。沒有別的靈，什麼都沒有，就是這個「靈」，所以

用「個」這字，「 神是個靈」，靈是單獨的，在無始的永遠中有位

獨一的真 神，祂是「靈」。

所以我們看這裏有幅圖畫，我們寫下來，在無始的永遠中有位

獨一的真 神，祂是「靈」，祂是一個靈。那麼這個靈是哪兒來的

呢？不是哪兒來的， 神在出埃及記第三章13節說：「我是自有的永

有的」，這裏我們寫下來了，「自有的永有的」。在約翰一書第二

章說：「 神是從起初原有的」。這三處聖經的說法我們必須得要懂

得， 神是自有的永有的，是從起初原有的，都寫在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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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在詩篇第三十六篇9節：「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

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神也是生命的總源頭， 神是能力的源

頭， 神是慈愛的源頭。所以聖經有的地方翻譯成「 神就是愛」，

那個原文是「愛源」、「愛的源頭」、「愛的究竟」。所以 神是能

力、慈愛、生命的源頭。

神是智慧知識的源頭

在羅馬書第十一章33節又有一個說法，說到 神是什麼呢？「深

哉！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說 神的智慧和知識是深不可測的，

也就是說 神是「智慧、知識的源頭」。所以加起來， 神是能力、

智慧、生命、慈愛、知識等等的總源頭。因為到了羅馬書第十一章

36節說：「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萬有就是世

界一切所有的東西，那個根本都在 神裏邊， 神有這一切，「萬有

之本，萬福之源」。萬有的根本，所以萬有都是本於祂。

自隱的  神

好了，我們對這個獨一的真 神有一點認識了，獨一的真 神是

在無始的永遠中自我存在的；祂是一個靈，祂是靈，但是祂靈裏

邊豐富得不得了；因為祂是靈，所以是大的，是無窮大的，是自隱

的；祂是靈，這裏邊我們再加以解釋，因為祂是自隱的，所以什麼

都沒有，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不知道，自隱的，隱藏的，祂是

靈，靈也是看不見的，祂是大， 神是大，無窮大，大也看不見，所

以 神是不能看見的。

神是大

這位獨一的真 神在無始的永遠中祂是個靈，自我存在，祂是自

有的永有的，祂不是從哪兒來的。可是這位 神裏邊非常豐富，有無

窮大的靈，我們還要說祂是「大」，大得不得了。詩篇第一百四十

五篇3節說：「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神

是大， 神是靈，還有一個就是 神是「自隱的」，這下邊我們寫個

自隱的。

神是靈， 神是大， 神是自有永有的，從起初原有的， 神是自

隱的，自來就是隱藏在那裏的，不是顯明的，是自隱的。這個在聖

經裏，我們要查考的時候要把它查出來，要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

神是能力總源頭

但是這位 神裏邊卻是豐富得不得了，怎麼樣豐富呢？「能力」。

神裏邊滿了能量，滿是能量，所以 神的名字叫「以利」，大寫的

E L，這個以利在聖經裏是描寫 神的一個最恰當的、最原始的一個

稱呼，所以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也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

大尼？」以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能力的總源頭。跟詩篇第六十二

篇11節是一個意思，「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

屬乎 神」。

神是慈愛與生命的源頭

下邊一節說：「主啊，慈愛也屬乎你」，所以 神不只有能力，

還有慈愛。這個我們也寫在這裏，慈愛。然後 神也是「生命的源



438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第 49 講   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    439

命、有慈愛、有知識等等，這麼奇妙、這麼豐富的一位 神，但是祂

是自隱的，自隱的就等於沒有。

子從父生出來

那麼聖經裏就有一個啟示，說這位自隱的 神要把自己顯明出

來，祂要把自己這個看不見的、自隱的要顯明出來，祂由自隱的狀

態變成一個顯明的狀態，要把祂裏邊這一切的豐盛都表明出來，祂

就有一個計劃，祂就自己有一個預定的美意，祂要把自己一切所有

的都變成顯明的，把祂的榮耀、把祂奇妙的能力和智慧、把祂裏頭

一切的豐盛都顯明出來。那怎麼辦呢？這就開始從祂裏邊、從祂無

窮豐富的本體、 神的本體中生出一個子來，子就從父裏邊出來。

這就是聖經所說到的「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

穌基督」。耶穌基督就是 神懷裏的獨生子，在太初，在宇宙萬有什

麼都沒有的時候，這個子就從父裏邊出來了，這個無窮大的、看不

見、自隱的靈裏邊就生出一個子來。

子是  神的發表

「子」，大家看這個「子」，「父有什麼，子就有什麼」，但

是子是從父出來的，是首生的。諸天萬有什麼都沒有造，就先有

「子」出來了，「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

了我」，叫「智慧」。所以「子」出來了，祂是一個智慧，祂從父

裏邊出來。為什麼說第一個出來的是智慧呢？因為祂第一個出來，

祂叫智慧。

那麼另外一個， 神也是能力的總源頭， 神的能量特別高。像

宇宙中， 神注入的能量，根據現在科學家們說，是1032 K，有這麼

大的能量，這麼大的熱度，是 神注入宇宙的。那人是不能看祂的，

就是「大」看不見，「靈」看不見，自隱的看不見，同時也是不能

看見的。你不可以看見 神，你若看見 神，因為 神這麼至高的能量

你就化了。像現在我們世界上有好多輸送電的高壓線，大概通常高

壓線都是66000Ｖ，那個不能靠近的，一靠近把人都吸進去了，人

電死了就燒乾了，才66000Ｖ而已。

一般火葬場的焚化爐燒人屍首的都是3000度，把人擱在裏邊，

一開電門，所有的噴火嘴噴出火來，我們的血肉之體在3000度的熱

度裏邊大概20分鐘就燒化了。燒的時候人還會坐起來，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筋抽起來，人一乾了，筋一抽就坐起來了，再燒一會就斷

了，筋斷了，「啪」又躺下去了，所以焚化爐的那個屍首多半都要

坐起來一下。

 神是這麼大的能力，無窮極限的能量， 神注入這個宇宙的能

量是1032Ｋ，這不過是祂注入這個宇宙的總能量，祂自己本身的能

量是無窮無限的，因此 神是大能者，是全能者， 神的能量高得不

得了，我們就不能看祂。聖經有個描寫，就是在詩篇第九十七篇5

節說：「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如蠟熔化。」

整個的地球看見 神， 神要來到地球，這個地球就化了，化得像蠟

一樣，這麼大的能量，所以人不能看見。

至高的能量，所以叫大能者、全能者，這都是聖經告訴我們

的。這位創造宇宙的 神，一切的能量都出乎祂，一切的能力都屬乎 

神，那麼這位 神又是自隱的，祂雖然裏頭有能力、有智慧、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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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原為一

可是這個「子」還沒有從父裏生出來之前，祂與父叫做「原為

一」。宇宙中只有一位獨一的真 神，在無始中自我存在，沒有任何

的東西，只有一位獨一的真 神，祂自我存在，祂是自有的永有的，

祂也是自隱的，但是祂是宇宙萬有的總根本，一切都是從祂出來

的，在這圖畫裏我們就有這樣一個介紹。

那麼等到祂一出來以後，爆發祂的能量，祂裏邊滿有能力，我

們要再唸一處聖經，在歌羅西書第一章15節：「愛子是那不能看見

之 神的像（這個自隱的 神，不能看見的。「像」就是顯明，愛子

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顯明），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祂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什麼都沒有，祂就先出來了。

神預定的美意

祂出來那個時候做什麼呢？按照聖經秩序說祂是智慧，還沒有

彰顯能力，祂就按照 神的計劃替 神做設計的工程。所以在箴言書

第八章29至31節那裏就說祂在 神那裏作工程師，要按照 神的計劃

創造，「踴躍在祂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祂

創造的時候就埋下了一個特別的計劃，祂不光要創造人類，祂還要

道成肉身來到人類中間，祂要住在人的中間。

這就是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獨一的真 神祂為什麼自我存在，

祂為什麼要生出一個子來，要創造萬有，要發表祂一切的內容，要

創造諸天萬有，祂要把自己由自隱的變成顯明的，這是永古隱藏不

言的一個大的奧秘。這聖經一步一步地就解釋，這也就是永生之

說「我智慧以靈明為居所」，以靈明為居所，祂先天地而生，

祂從父裏面生出來。祂生出來後叫做「子」，叫「父懷裏的獨生

子」，又叫什麼呢？又叫「道」。所以這就是聖經裏說的「太初有

道」，祂就是道。道又是什麼意思呢？「Logos」，就是 神的發

表。因為 神是自隱的， 神是看不見的， 神為了把自己表明出來，

祂要來一個自我發表。自我發表是什麼呢？就是 神的道。

萬物藉子所造

道（Logos）的意思就是發表， 神要把祂自己發表出來，祂

先發表的是智慧，然後就是能力，以後就是生命，再以後就是愛，

這個智慧、知識、聰明是先發表，然後就是能力注入，然後就是生

命、慈愛就都出來了，一樣一樣地就都出來了。所以這個「子」一

出來以後，這個原來的靈就叫「父的靈」，這個出來的靈叫「子的

靈」，因為父、子是一個對稱的，若沒有子就沒有父，那麼有了子

一定有父，子是從父出來的。

我們知道在聖經裏論到子，這個子要用到生命上來說就叫種

子，那麼父就是根本。要用到倫理稱呼，父就是父親，子就是兒

子，這是按照人的倫理說。可是按照生命說，父就是根本，子就是

結出來的果子，這我們就懂了聖經裏的說法。

那麼道出來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把 神這一切的豐盛內容發表

出來。所以又叫「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這個道一發表，萬物是藉著道造的，這個宇宙萬有中一切

的物質，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這個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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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有歸於一

創始的時候是道，是把這個能量注入，產生物質、產生空間。

等到最後 神要把這些在「基督裏同歸於一」，這叫「歸於一」，

那麼這個萬物都是「出於一」，所以聖經裏有「原為一」、「出於

一」，最後還要「歸於一」，這是這個圖上所表明的。當歸於一的

時候，這個「物質的」都變成「靈性的」，叫「那宇宙」，「暫時

的」都變成「永遠的」，「必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必死

的」變成「不死的」，這「可變化的」變成「永恒的」。

道，到永遠去，這不是現在世界上的道路，這個永古隱藏不言的奧

秘， 神這個計劃，我們所說的是為了永遠。

耶穌基督創始成終

那麼這個能量一發表以後，能力就變成物質，先有一個設計的

藍圖，就先有一個 神的預定的美意，有一個預定的、設計好的一個

安排，能力一出來就造成物質，應當說能力一出來，先有時間，因

為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然後有了時間，能力出來了，有

了振動，有了動能，有了能量，能力出來就產生頻率，這個頻率就

產生時間了，這個叫什麼呢？這個叫創始。

所以耶穌基督祂就是「原始」，祂是首先的，祂是阿拉法，祂

是初。 神就創始，就有了時間，然後「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

因為這個能力到一個時間就產生氫、氦，又經過一段時間就產生

鈹、鋰這些元素。那麼這些物質根據這個時間一樣一樣地生成了。

這些物質就散播，然後就變成空間，這就是「能力」、「時間」、

「物質」、「空間」就逐漸地出來了，就擴張。

道就是 神的一切能力發表出來了，按照祂預先所設定的，按照

預先的美意，就按照時間一步一步地出來了，這個就是 神創造「這

宇宙」。「這宇宙」是什麼呢？是物質的，是暫時的，是必朽壞

的，是必死的，是可變化的，這我們在下一個圖畫裏再詳細解釋。

不過這個時間創始以後，最後有一個東西叫「成終」，「要照所安

排的，在時候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

面同歸於一」的時候，那就叫「成終」。



444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