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中有关圣父与圣子的问答

“唯有圣父与圣子被高举”

(YI 1898年七月第二部分)

1. “  我们蒙召要相信几位神明  ?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　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 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

音14:1-3

2. 我们的救恩计划中有几位神明参与？  

 

“大声喊著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启 7:10

 

3. 我们需要相信几位神明才得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 17:3

这见证就是　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约一5:11 

我们也知道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

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　神，也是永生。 约一5:20 

4. 我们应该向几位神祷告？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太6:9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徒7:59

5. 有几位神明同时拥有一灵？  

如果　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

督的。 罗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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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导的，都是　神的儿子。 罗8:14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　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林前

2:11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　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　神的灵来。 约一4:2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

的时候。 彼前1:11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注：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阿爸，

父！ 加4:6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酥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腓 1:19

6. 多少位神明拥有肉体的形体  ?  

天父的形体：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

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但 7:9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约5:37

圣子的形体: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象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象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

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启 1:13-16

7. 有几位神明坐在宝座上？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启22：1，3

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 启7：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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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8. 多少神明拥有一个天国？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分

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弗 5：5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太6：33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

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 18:36

9. 有几位神明拥有他们自己的荣耀？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

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路 9:26

10.  有几位神明彼此沟通？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太3：17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太17：5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

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  太

26：39，42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约 11：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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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

耀。” 约12：28

11.在整个创造里，有几位神明彼此被称颂?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

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启5：13

12.有几位神明被人恨恶？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

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约15：23，24

13.逼迫者逼迫信徒是由于他们未认识有几位神吗？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上帝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

识父，也未曾认识我。 约16；2，3

14.有几位神明参与创造大工？

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 来 1:2, 

参读约1：1-3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弗 3；9 （注：

KJV版英文圣经是：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藉着耶稣基督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

秘是如何安排的，）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

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西 1：16

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

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箴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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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几位神明之间筹定和平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

平。（注：两职英文译为两者）亚 6：13

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

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亚 13：7

16.有几位神明参与审判？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象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但

7：13

17.有几位神明在永远福音中被提及？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

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

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 约3：16-18

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上

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约一4：9，10

18.信徒要与几位神明相交？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的。 约一1：3

19.谁的名字要写在信徒上面？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

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

面。启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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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罪人要躲避几位神明的面？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启

6：16

21.使徒保罗·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他们写给众教会书信的问安中，告诉我们恩惠和平安来

自几位神明？

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林前1: 13 

(参阅林前1;2,加1;3，,弗 1：2，腓 1：2，西 1：2-3，帖前1：3，帖后1：2，提前 1：2，提

后1：2，提多 1：1，4，腓利门 1：3，雅 1；1，彼前 1：2，彼后 1：2，约一 1：3，约二 1：

3，犹 1:1，启1;1)

22.敌基督者否认几位神明？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约一2：22

23.奉几位神明之命，保罗成为使徒？ 

奉我们救主上帝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提前１：１

24.保罗在几位神明之前嘱咐提摩太？ 

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

偏心。 提前５：２１

25.有几位神差遣圣子？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

差来的。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像。  约５:３６

－３８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约6：57

参阅 约 7:28-29,33; 8:18,42;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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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谁住在谁的里面？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

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约14：10，11

27.耶稣爱几位神？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

 

28.  有几位神爱耶稣？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

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约 15：9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

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约17：23，26

29.有几位神明彼此原为一？ 

我与父原为一。” 约10：30

30.有几位神与耶稣同在？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8：29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

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约16：32

31.耶稣在世时曾说荣耀几位神的名？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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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约12：28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约 17：1

32.谁把自己的工作交付给耶稣？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约9：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约17：4

33.有几位神明一直都在工作着？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5：17

34.谁把道传给耶稣？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但要叫世人知

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约 14：24，31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以后我不

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

经都告诉你们了。  约 15：10，15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

信你差了我来。 约17：8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17：17

35.耶稣行完了几位神的旨意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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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

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约6：38-40 

36.耶稣教导谁的道理？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约7：16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约8：28

37.是谁的天父上帝？ 

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罗15：6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 林后1：3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上帝知道我不说谎。 林后11：31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弗 1：3

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西 1：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

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前1：3

38.耶稣是谁的儿子？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太16：16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 约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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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约6：69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

约10：36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

命。约20：31 

39.耶稣奉谁的名来到这世界？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约5：43

40.不虔诚的人，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几位神明 40.不虔诚的

人，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几位神明？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

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

的，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或作和我们）主耶稣

基督。 犹 3,4

41.这个世界的国度将要成为几位神明的国度？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

远远。 启11：15

42.有几位神将要复临时显现？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或无“和”字）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多

2：13

43.有几位神明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 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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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44.十四万四千人作为初熟的果子归给几位神？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

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上帝和羔羊 启14：4

45.在天国的殿里有几位神？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

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启21：22，23

在读完这45个圣经问答后，你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是有三个位格或两个位格的上帝呢？

“唯有圣父与圣子被高举” 

(YI 1898年 7月第二部分)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