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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學家， 

你的神學觀會影響你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例如：禱告。 

1. 什麼是禱告？為什麼要禱告？如何禱告？
神如何回應禱告？ 

2. 依據你對禱告的神學觀，如何應用在你的
生活裡？ 

3. 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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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禱告的神學觀：一位弟兄分享禱告的五種特質 

1. 關係。我們與神的關係，加4：5-6節，我們得著
兒子的名分，稱神為『阿爸父』；所以，我們是
以兒子的身份向神說話。 

2. 心態。我們禱告的時候，是一個專注、集中注意
力的心智狀態。 

3. 交託。我們以坦然透明的方式，毫無掛慮的，向
神傾訴心裡一切的話。（腓4：6） 

4. 認識。藉著禱告，我們越來越認識神，越來越知
道神的心意。（歌羅西1：9） 

5. 成聖。聖靈是我們禱告的幫助（羅8：26），禱
告是追求成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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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馬丁路德認為人需要禱告，有三個原因。 

1. 神希望我們禱告。保羅在提摩太前書2：8節告訴
我們，我願男人要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2. 神應許要垂聽我們的禱告。路11：5-13。 

3. 禱告是屬靈的爭戰。我們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
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林後10：3-4）我們每天的生活，每一個意念，
每一個決定，都是屬靈的爭戰，只有藉著禱告，
才能得著神的能力和幫助。 

 禱告不是神職人員的特權，而是每位信徒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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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禱告與生活的關係： 
 

• 『祈禱的決定性準備，不在祈禱本身，卻在祈
禱以先的生活。』… 許革勒，《虔誠生活》 

• 換句話說，神不是回應我們的禱告，神回應我
們這個人『我們的整個生命。我們對神所說的，
不能與我們所想的、所感覺到、所定意要做的
分開。』… Bingham Hunter,《The God Who 
Hears》 

• 什麼是禱告？為什麼要禱告？如何禱告？神如
何回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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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禱告的神學觀及教導 

 聖經66卷書，只有3卷書，就是雅歌、俄巴底亞書、
和那鴻書，沒有提到禱告；其他每卷書都記載與
禱告有關的經文或是教導。 

 聖經是禱告最好的參考書，聖靈是禱告最好的教
師。 

 禱告需要先對禱告的對象有正確的認識（認識神，
保羅禱告神學的特點）。 

 學習從聖經中掌握所有有關禱告的教導，建立正
確的禱告神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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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禱告的神學觀及教導 

 舊約聖經對於禱告是怎麼教導的？ 

申命記、詩篇、以賽亞書、…。 

摩西（出33:13）、 

大衛（詩51:1-2）、 

所羅門（歷下6:14-42）、… 

有那些禱告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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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禱告的神學觀及教導 

 新約聖經對於禱告是怎麼教導的？ 

福音書、保羅書信、其他書信、…。 

耶穌（太6:9-13）、 

彼得（彼前1:3-5）、 

雅各（5:14-16）、 

約翰（約一5:14-15)、 

保羅（弗1:16;3:1,14;帖後1:11-12）、… 

有那些禱告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禱告不是只有向神求這求那、向神要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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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學家， 

你的神學觀會影響你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1. 人心之所思是真我的表現。是慎思後而有的想法，
是撕開外表面具後，內心裡面真正的想法。你口
裡所說的不見得是你心裡的意思。箴言4：23。 

2. 可能擁有健全的神學思想，但是卻過著不健全的
生活。健全的神學思想不足以使我們生活敬虔。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入心！ 

3. 但是，健全的神學思想，則是過敬虔生活的必要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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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學習神學？     
1. 問題不在於你要不要學習神學，因為你已經擁有

了你自己的神學觀！ 

2. 研讀系統神學， 

• 可以幫助我們更正錯誤的想法。 

• 可以幫助我們作一個成長的基督徒。 

• 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傳講福音及教義。 

• 不只是知識的累積，更是生活應用。 

3. 從你的神學觀，分享下面這兩句話有何不同？ 

• 主耶穌是我的救主。 

• 主耶穌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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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學習神學？     
 太28:18-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

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若是你對聖經的教導和神，還是模糊不清、一知
半解，如何『教訓別人遵守』呢？ 

 你怎能作忠心的僕人，忠於主所託付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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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如何學習神學？     
1. 帶著禱告的心。 

 詩119：18，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
法中的奇妙。 

 林前2：14，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屬靈的
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2. 存著謙卑的態度。彼前5：5。 

3. 運用理性的推理。通例與特例。 

4. 藉著別人的幫助。林前12：28。 

5. 靠著自己的努力。作功課。 

6. 發出喜樂與讚美。羅11：33-36。 

9/4/2016 12 



系統神學的定義 
1. 『神學』的定義就是『一門關於神的研究或科學』 

2. 『系統』的定義就是『嚴謹有序的整理各主題』 

3. 『系統神學』就是對於任何一個主題，回應整本
聖經今日對此主題的教訓之研究。換言之，乃是
系統性的整理闡述神在聖經裡所啟示的某一個教
義或是真理。 

4. 系統神學是在生活每一方面的應用。每當基督徒
在信仰上有問題，研讀整本聖經，整理出答案，
應用在生活裡，這個應用就是系統神學。 

5. 神學的目的是要我們把它活出來，禱告出來，並
且歌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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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陳述的例子 

1. 可能你每天、每週都在說這些話，但不是
用嚴謹有序的方法整理出來。 

 聖經說，每一個信耶穌基督的人都會得救。 

 聖經說，耶穌基督是唯一通向神的道路。 

 聖經說，耶穌還會再來，是救恩的完成。 

 聖經說，人得救是本乎恩、因著信，不在於自
己的行為。（因信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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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的主要教義簡介 

1. 啟示論 

• 我們的神是那位啟示的神，我們的神不是一位
沉默的神，我們的神是那位會說話的神。 

• 神不只能透過一般的創造來啟示他自己，同時
神也透過祂的話語，來啟示他自己，神也透過
祂的愛子耶穌來向我們啟示祂的愛。 

• 一般啟示及特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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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的主要教義簡介 

2. 聖經論 

• 聖經是神的默示、聖經的本質及權威性。 

• 聖經正典的形成（舊約、新約）。 

• 聖經的詮釋、個人釋經。 

 

3. 神論 

• 我們對神的認識，包括祂的名、祂的屬性、祂
的創造、祂的旨意、祂的定命（預定和揀選）、
祂的護理。 

• 三位一體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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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的主要教義簡介 

4. 基督論 

• 主耶穌必須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 

• 耶穌基督的救贖、死而復活、升天。 

• 耶穌基督的職份：先知、祭司、君王。 

 

5. 聖靈論 

• 聖靈的位格及神性。 

• 聖靈的角色及工作。 

• 聖靈的洗、重生、充滿。 

• 聖靈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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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的主要教義簡介 

6. 人論 

7. 罪論 

8. 救恩論 

9. 教會論 

10.末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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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與稱義-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1. 神與亞當立恩典之約（創3:15） 

2. 神與挪亞立約（創9:8-17） 

3. 神與亞伯拉罕立約（創15:1-7） 

4. 神與以色列在西奈山立約（出19-24） 

5. 神與大衛立約（撒下7:11-16） 

6. 神立新約的應許（耶31:31-34;結36:24-29） 

7. 耶穌在最後晚餐立新約（太6:28;路22: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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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福音建立在神的應許上 

古時代在中東地方的立約儀式包括把動物切開.   

• 古時中東的人用“切”約，不是“簽”約. 

 

1.“切”約的過程：（第一部份）  

 儀式之前：寫立約的合同 

• 歷史背景：過去立約的兩方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情？有甚麼背景引致要立這約。  

• 條件（要求）：立約的兩方有什麼責任。   

• 祝福（賞賜）或咒詛（懲罰）：毀約有甚麼懲
罰，繼續接受祝福有甚麼條件。  

9/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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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福音建立在神的應許上 

2.“切”約的過程：（第二部份）  

 “切”約的儀式：  

• 把動物拿來切成兩半。 

• 立約的兩方牽著手走過被劈開的動物中間。 

• 他們指著自己的神起誓：假如他們違背約的條文
就叫他們的神待他們像被劈開的動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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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福音建立在神的應許上 

3.“切”約的過程：（第三部份）  

 儀式之後：保存立約的合同 

 立約的文件有兩份 

• 在西乃山上頒布的十誡有兩份，都存在約櫃
裡。  

• 一份屬耶和華，另外一份屬以色列的神（也
是耶和華）。 

 每一方都把立約合同保存在自己的神的殿裡，
意思就是由他的神來監管、審判這事。   

 規定約的條文偶爾要公開誦讀，來提醒每一方
和他們的後裔要履行協定（在舊約裡有“重申
”立約儀式。 9/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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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福音建立在神的應許上 

 祝福與咒詛：遵守約與不遵守約的結果。 

• 以色列人不守諾言，去跟隨別神的時候，根據約的條

款他們被懲罰：自然災害、打敗仗、最後被擄（出埃

及的顛倒“reversal”）。 

 神與亞伯拉罕立切約時，誰在劈開的動物中間走過？   

• 只有耶和華！亞伯拉罕睡著了！   

• 神為何使亞伯拉罕睡著了？ 

 這有甚麼意義？  

• 只有耶和華走過，只有神要遵守約的條款。 

• 於是亞伯拉罕的約是一個應許之約。   

• 亞伯拉罕的責任是對神的應許之約有信心。   9/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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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福音建立在神的應許上 

 一個公義的神怎麼可以祝福毀約及得罪祂的以色列人？  

• 加 3:17-18，我要這樣說，上帝預先立好的約，那四百三
十年後才有的律法，不能把它廢掉，使那應許落空。18因
為所承受的，如果是出於律法，就不是出於應許；但上帝
是憑著應許賜給了亞伯拉罕。  

 應許之約由誰來維持？  

• 神與亞伯拉罕立的約是一個應許之約。 

• 亞伯拉罕的責任是對神的應許之約有信心。 

• 因此，只有單方面的耶和華神要遵守約的條款。 

 應許之約如何來維持？由誰流血來持守這個約？ 

• 亞伯拉罕睡著了，只有耶和華神走過切約；所以，究竟是
靠誰流血來持守這個約？ 

• 靠主耶穌在十字架的血，持守神與人所立的應許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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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5: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有罪的，使我們在祂裡
面成為 神的義。  

一個偉大的替換 

“替我們成為有罪的” 
本於恩，除去罪的刑罰 

“在祂裡面成為 神的義” 
藉信心而得到的義 

神的義 

9/4/2016 

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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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約裡認識恩典的福音 
福音建立在神的應許上 

大衛的約和新的約都是建立在亞伯拉罕的約上，都
是建基在神的應許上。   

每一個接著來的約越來越集中在基督和祂釘十字架
上。 

亞當的約：女人的後裔 

挪亞的約：讓救贖的計劃有穩定的生態圈 

亞伯拉罕的約：萬國都蒙祝福 

西乃山（摩西）的約：頒布律法 

大衛的約：彌賽亞要來解決一切困難 

應許一個新的約：赦罪、更新的心、安息 

耶穌：藉著祂的血立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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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凡是全心相信耶穌是神兒子的人，同時也會全心

接受許多連帶事物。他會全然接受基督信仰中，
對神、對人、對罪、對救贖、對神之創造與歷史
所定的旨意。以及對人類之命運等所持的觀
點。… James Orr 

 例證：約拿書，約拿的故事，1:1-17,4:2。 

 今日後現代人的心態，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麼，
但是我仍然要照我的方式去作。大都仍以自己的
主觀觀點為中心，凡是符合他心中所想的才接受，
其他的觀點可以撇棄不顧。因此，所謂的『順服』
成為『順我心者才服之』。 

 值得我們深思，也是這堂課所要學習的，回到聖
經來建立正確的神學觀，活用在每日生活中。 9/4/2016 27 



序言也是結語 

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學家， 

你的神學觀會影響你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1. 人心之所思是真我的表現。是慎思後而有的想法，
是撕開外表面具後，內心裡面真正的想法。你口
裡所說的不見得是你心裡的意思。箴言4：23。 

2. 可能擁有健全的神學思想，但是卻過著不健全的
生活。健全的神學思想不足以使我們生活敬虔。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入心！ 

3. 但是，健全的神學思想，則是過敬虔生活的必要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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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功課 
1. 任選三題回答，在週五前Email給老師或是班長。 

2. 下面這些聖經主題如何成為你的信念，應用在你
的生活裡？請用簡單直接的句子，誠實表述你現
在的想法。不是要你去作研究。 

1) 敬畏神，神是輕慢不得。 

2) 神是愛，活出彼此相愛。 

3) 真理的聖靈使我得自由。 

4) 在主耶穌裡有喜樂平安。 

5) 順從聖靈，結生命的果子。 

6) 遵主吩咐，持守十一奉獻。 

7) 既然因信稱義，為何還要追求聖潔的生活？ 

8) 上完此課，如何改變你對系統神學的看法？ 9/4/2016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