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論基督論 第四課第四課……

基督的位格：永恆聖子基督的位格：永恆聖子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基督的位格：永恆聖子基督的位格：永恆聖子

我們思想福音書所記載的耶穌族譜的時候，得到這樣的總結：

聖潔的神成為罪人的子孫

使得人的犯罪歷史成為神的救恩歷史

關於基督的工作的宣告背後，

還有 個關乎基督位格的真理還有一個關乎基督位格的真理 –
神成為人，而祂之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

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 是完全的人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

祂是真神、是真人

但我們所信的不是兩位基督 是 位基督但我們所信的不是兩位基督、是一位基督，

也就是說基督不是兩個位格 –
祂不是聖子的位格、還有拿撒勒人的位格的合體祂不是聖子的位格、還有拿撒勒人的位格的合體

祂是一個位格，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

聖子的位格，就是約翰筆下所講的那位道 –聖子的位格，就是約翰筆下所講的那位道

永恆自存的道、上帝

位格，英文 person、希臘文 hypostasis，
希臘文原文的意思比較模糊希臘文原文的意思比較模糊，

不同的哲學流派在使用這名詞時，會有不同的意思

基督教神學最早沿用這個希臘哲學的名詞的時候，基督教神學最早沿用這個希臘哲學的名詞的時候，

這個字還有「本質」的意思

當教父開始用這個字來形容當教父開始用這個字來形容

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時，

就必須區分「位格」還有「本質」，就必須區分 位格」還有 本質」，

因為上帝是三個位格卻是一個本質 –
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一位上帝，又是三位、三個位格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位上帝 又是三位 三個位格

「本質」就是一個事物之為那個事物的必要條件，

三角形的本質：三個角、三個邊、內角總和180°三角形的本質 角 邊 內角總和

這個概念，是由三角形之外的概念來定義的，

它由邊、角、內角的角度，

這些概念所定義。

神之為神，不是由其它的事物定義的，

神的本質是由神自己所定義的神的本質是由神自己所定義的，

所以祂向摩西顯現時，摩西詢問祂的名字，

耶和華回答：「我是那自有永有的耶和華回答：「我是那自有永有的」，

原文的意思：「我是那我之所是 I am that I am」
上帝的本質就是上帝自己 祂是自我定義的上帝的本質就是上帝自己，祂是自我定義的，

在神學上把這個叫做「上帝的自存性」

祂是自存的、永恆的、聖潔的、公義的、祂就是愛，祂是自存的、永恆的、聖潔的、公義的、祂就是愛，

祂在祂一切的屬性上面是永恆而不改變的

聖父、聖子、聖靈，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聖父、聖子、聖靈，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

上帝是一個本質、不是三個本質，

聖父永恆、聖子永恆、聖靈永恆聖父永恆 聖子永恆 聖靈永恆

祂們同為一永恆者

這樣來區分位格跟本質，基督教神學使用位格 Hypostasis時，這樣來區分位格跟本質 基督教神學使用位格 Hypostasis時
跟希臘哲學其他流派的用法不太一樣的地方。



基督教的三一神論、基督論發展成熟以後，

用 個字來解釋「位格 的概念 英文翻譯 S b i t用一個字來解釋「位格」的概念，英文翻譯 Subsistence –
意思是「存在主體」，不只是 existence 存在而已

一件事物的存在是有一個主體的，一件事物的存在是有一個主體的，

我們需要講到一個具體的東西的存在，

否則這個存在狀態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否則這個存在狀態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有一首流行歌：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

我的夢裡、我的心裡、我的歌聲裡我的夢裡、我的心裡、我的歌聲裡…
講到了存在的一種狀態，同時講到這樣一個人

怎麼樣存在在歌手的腦海裡、歌手的歌詞裡怎麼樣存在在歌手的腦海裡 歌手的歌詞裡

而這個人，就是這種存在狀態的主體 Subsistence
可以存在於各種狀態中 –存在 各 狀態中

可以作為一個老人、一個年輕人存在著

但是處於在這個存在狀態當中的，

是這個具體的人，他是他存在的主體

在英語的語境中，一個完整的句子

有兩個要素 主詞 述詞有兩個要素，主詞、述詞，

述詞是描述主詞的存在狀態

主詞則是述詞的存在主體主詞則是述詞的存在主體

舉一個例子：I am speaking，我正在說話，

正在說話 是我當下的存在狀態正在說話 – 是我當下的存在狀態

我 – 是這個狀態的主體、是這句話的主詞

所以正在說話這個狀態的主體、主詞就是「我 ，所以正在說話這個狀態的主體、主詞就是「我」，

我是按上帝形像造的人，這是我人之為人的存在狀態，

而且是本質上的一種存在狀態；而且是本質上的 種存在狀態；

就不像我這一刻說話、下一刻可能就不再說話。

所以「我」的存在狀態所以 我」的存在狀態

有一些是屬本質的、有一些是偶然的，

但不論是本質、或偶然的存在狀態，都有一個主體，但不論是本質 或偶然的存在狀態 都有 個主體

就是這些句子當中的那個主詞。

在英文的句型當中，

本質是用述詞來表達的 而位格則是這些述詞的主體本質是用述詞來表達的、而位格則是這些述詞的主體。

在基督論當中，

神性 性 是指基督 為神 為 的 種本質神性、人性，是指基督之為神、之為人的兩種本質

基督所經歷的一切，不是這兩個本性、本質所經歷的，

而是祂的位格所經歷的 因為那個位格才是祂的主體而是祂的位格所經歷的，因為那個位格才是祂的主體

譬如基督在曠野受試探時，飢餓了四十晝夜，

我們或許會說 挨餓的是基督的人性我們或許會說：挨餓的是基督的人性、

而不是基督的神性，因為神是不挨餓的。

這樣子的講法其實在語意上有一些錯誤：這樣子的講法其實在語意上有一些錯誤：

因為人性是人之為人的本質，

這個本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這個本質是 個抽象的概念，

吃飯、睡覺、挨餓、受凍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本質，

吃飯、睡覺、挨餓、受凍、在曠野裡面受試探的吃飯 睡覺 挨餓 受凍 在曠野裡面受試探的

是具體的這個位格。

我們不會說「我的人性睡著了」，

沒有錯 人需要睡覺 這個是人性的 個特點沒有錯，人需要睡覺，這個是人性的一個特點，

但睡著的不是你的人性

是你這個人、人性的主體，你的位格是你這個人、人性的主體，你的位格

所以在基督教神學，位格含有這樣子的主體性，

所以就把「位格」跟「本質」作出了區別。所以就把 位格」跟 本質」作出了區別

漢語把 hypostasis 或 person，翻譯成位格，是很好的翻譯，

每一種事物有每一種事物的格，每 種事物有每 種事物的格，

而人之為人的格是「位格」，我們用「位」這個字，

我們會說：各位先生、女士，我們會說：各位先生 女士

不會說：這位小貓、這位小狗…，

「位」只能用在人身上位」只能用在人身上

在基督教神學當中，人有位格是因為人有上帝的形像，

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而祂將這種位格性賜與人，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而祂將這種位格性賜與人，

因此人有位格，這是人跟動物、一切受造物，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在初代教會定下了存在的主體性，這是基本定義以後，

歷代神學就 直在討論「位格 這個概念歷代神學就一直在討論「位格」這個概念

還有哪些重要的定義，來區分人跟貓狗的不同。

初代教會到中世紀，許多人用「理性 來定義位格，初代教會到中世紀，許多人用「理性」來定義位格，

說：人有理性，使得人成為獨特的受造物。

這樣講是必要的，人有理性，而人的理性的確有別於貓狗這樣講是必要的，人有理性，而人的理性的確有別於貓狗

在中世紀後來的發展當中，位格的定義又加上了「道德性」，

羅馬書說：上帝將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裡，羅馬書說 上帝將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裡

使人或以為是、或以為非，互相較量。

所以人作錯事會有罪咎感，看到人溺水會有惻隱之心；所 人作錯事會有罪咎感 看到人溺水會有惻隱之

但是動物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道德的觀念

總而言之，光用理性、道德來區分人跟動物的不同，總而言之 光用理性 道德來區分人跟動物的不同

為什麼大象不是一位大象、而是一頭大象？

人不會是一頭人、一隻人、一條人，人是一位？不會 隻 條

位格的定義恐怕還要有更深刻的探討。

對於位格的定義，十九世紀的神學、哲學，

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是宗教意識的概念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宗教意識的概念 –
在十九世紀的哲學、神學上，

可以指人對上帝的意識。可以指人對上帝的意識。

唯物論者費爾巴哈都發現：

人跟動物最不一樣的地方人跟動物最不 樣的地方

就在於人有宗教意識、而動物沒有…
我會意識到一位無限者，因為我心裡有無限的概念我會意識到 位無限者 因為我 裡有無限的概念

我會意識到一位絕對者，因為我心中有絕對性的概念

十九世紀的哲學也有 個重要的 正確的發現十九世紀的哲學也有一個重要的、正確的發現：

當我意識到那位絕對者、無限者時，

我心裡會感到敬畏我心裡會感到敬畏

然後對這位意識的對象產生崇拜

這個是人跟動物不一樣的地方這個是人跟動物不 樣的地方

哲學家康德在十八世紀已經提出了類似的概念，

漢語通常翻譯成「超然性 或「崇高性漢語通常翻譯成「超然性」、或「崇高性」 ，

康德在崇高性、美之間做一個很重要的區分：

美是在乎一件事物的形式，譬如繪畫的線條、顏色，美是在乎一件事物的形式，譬如繪畫的線條、顏色，

音樂的和聲、節拍、音色…，美的東西使人產生愉悅感

崇高的東西則是帶來敬畏感，崇高的東西則是帶來敬畏感，

康德有一句名言： 「有兩樣東西使我感到敬畏，

就是浩瀚的星空、以及內心的良知。」就是浩瀚的星空 以及內 的良知 」

這種外在、內在的崇高性，讓我們感到自己渺小而有限，

讓我們知道自己沒有辦法用純粹理性去認知那位無限者。

康德的哲學、後來十九世紀的意識神學，

有很多地方跟基督教正統格格不入；有很多地方跟基督教正統格格不入

但是這套神學用對上帝的意識來定義位格，

位格就是這種意識的主體，

這套解釋對於正統神學對位格的理解很有幫助。

上帝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彼此意識到對方，

且在意識上有溝通 彼此對話 彼此回應且在意識上有溝通、彼此對話、彼此回應、

彼此相愛，作為意識的主體有彼此的互動。

上帝造我們的時候，上帝造我們的時候，

使我們能夠聽到上帝所說的話

能夠感知到上帝藉由造天地、所彰顯的永能和神性能夠感知到上帝藉由造天地 所彰顯的永能和神性

讓我們從內心與生俱來地就知道上帝的存在

從內心與生俱來地在良心上，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從內 與生俱來地在良心上 或以為是 或以為非

互相較量，明白上帝的良善

所以我們對上帝是有意識的，感知到上帝的自我啟示，所以我們對上帝是有意識的 感知到上帝的自我啟示

或以敬畏的心來回應這啟示

或在墮落以後，抗拒這個啟示、故意不認識神或在墮落 後 抗拒這 故意不 識神

但不論如何，我們與上帝有意識上的溝通、互動，

我們會意識到上帝之為上帝的超越性。

而我們之為位格，最主要就在於我們是這種意識的主體。



我們不妨來看看聖經如何敘述聖父、聖子、聖靈之間，

位格對位格 主體對主體的對話 互動位格對位格、主體對主體的對話、互動…

詩八九3-4 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

我要建立你的後裔 直到永遠我要建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提 大衛 神 選民 約在這裡提到大衛，神與選民立約的時候，

大衛作選民的盟約代表，

但是主耶穌基督才是這個約的真正代表但是主耶穌基督才是這個約的真正代表。

因此神學家會說：這篇詩篇是所謂的「彌賽亞詩篇」，

乃是聖父對聖子在說話，聖父對聖子說：乃是聖父對聖子在說話，聖父對聖子說：

我要建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我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我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在這段對話中，看見聖父與聖子之間的關係，

是位格際的關係、是我與你的關係、是彼此互通的關係、是位格際的關係、是我與你的關係、是彼此互通的關係、

意識的主體與意識的主體彼此對話的關係。

聖子來到世界上時，親自讓我們看見聖子如何對聖父說話，

約十七耶穌提到了父神所揀選的人約十七耶穌提到了父神所揀選的人，

祂說選民是父神賜給祂的，

約十七9 10 我為他們祈求 不為世人祈求約十七9-10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

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我們看見父與子的合一，我們看見父與子的合

凡是屬於父的 都屬於子，凡是屬於子的都是屬於父。

11-12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11 12 從今以後 我不在世上 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

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

讓我們窺探到永恆三位一體上帝，

在祂超越的永恆性當中，親密的互動與對話。

我們本來不能夠去認識的那一位三一上帝，

祂的第二位格來到地上時 我們就看見聖子如何對聖父說話祂的第二位格來到地上時，我們就看見聖子如何對聖父說話，

這是位格對位格、我對你的一種關係。

在這段禱告之前，約十四 十六有豐富的經文讓我們讚嘆，在這段禱告之前，約十四~十六有豐富的經文讓我們讚嘆，

上帝三個位格的主體性、還有這三個主體中間的互動…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 位保惠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 在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

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聖靈是父與子共同差來的，所以我們看見：

三位都是行動的主體、也彼此互動，誠然是三位三位都是行動的主體 也彼此互動，誠然是三位

不是三位上帝、乃是一位，個別都是行動的主體

父與子作出差遣的行動，聖靈奉差遣來到地上，父與子作出差遣的行動 聖靈奉差遣來到地上

恆久地住進信徒的心中、教會當中

但是同時聖靈奉差遣，並不是被動被差來的…

林前十二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聖靈是隨己意運行的聖靈，

不光是被動地被父與子差來，

祂的旨意與父、子的旨意，是完全合一的

但同時又是個別的意識的主體，是聖父、聖子

進行最親密的、和諧的互動的一個位格

上帝與選民所立的恩典之約，

十七世紀的改革宗神學論到這個約的時候，

從剛才讀到的經文中，整理出一個概念：

聖父、聖子、聖靈，

在創造世界以先就已經彼此立了約，

按照這個約來計劃如何整救失喪的人。



英國十七世紀清教徒神學家古德文，有一段非常美的話…
聖父說：我會揀選人得生命聖父說：我會揀選人得生命，

但他會犯罪，虧缺我的愛在他身上的設計

聖子說：我會救贖他脫離失喪的景況聖子說：我會救贖他脫離失喪的景況

聖靈說：墮落的人拒絕恩典、恩典的施予、藐視恩典；

我會使他成為聖潔、克服不義、接受這恩典我會使他成為聖潔 克服不義 接受這恩典

三個位格在永恆中對話。

而聖子來到世界上的時候、也對聖父說話，父神也對祂說話，而聖子來到世界上的時候、也對聖父說話，父神也對祂說話，

福音書記載耶穌受了洗以後，從水裡出來，天忽然開了，

看見神的聖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祂的身上，看見神的聖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祂的身上

天上又有聲音對祂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聖靈降下、聖父說話、聖子成為人，

領受聖靈的澆灌、聆聽聖父的話語，

聖父、聖子、聖靈是三個行動的主體、三個位格。

現在我們從三一神論再講回基督論…

我們相信一位基督是聖子、是永恆自存的道、是聖子的位格，

擁有完整真實的人性，沒有在聖子之外多分出一個人的位格，

也就是說祂並不是兩個存在的主體也就是說祂並不是兩個存在的主體。

亞當墮落以後，神與人之間

割裂出 道不可跨越的鴻溝割裂出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

這道無限大的鴻溝，必須由一位無限者來填補，

唯有神是無限者 因此這鴻溝的中保必須是神的位格唯有神是無限者，因此這鴻溝的中保必須是神的位格

但如果這位中保單單是神的位格，沒有完整、真實的人性，

那麼祂與罪人中間仍然會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那麼祂與罪人中間仍然會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

還需要另外一位中保、作中保跟人中間的中保

所以這位中保的位格還必須全然是人、真的是人，所以這位中保的位格還必須全然是人 真的是人，

必須是一個位格、必須同時具有神人二性，

不能是兩個位格，否則兩個位格中間，不能是兩個位格 否則兩個位格中間

仍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就不能作神與人中間的中保。

初代教會大公會議裁決：

基督是 個位格 不是兩個位格基督是一個位格、不是兩個位格，

凡稱基督是兩位的都是異端。

這種異端在神學上叫做「聶斯多流主義 ，這種異端在神學上叫做「聶斯多流主義」，

儘管聶斯多流自己並未教導這樣子的異端。

我們下 堂課會繼續我們下一堂課會繼續

從基督的一個位格來思想一些很重要的神學問題：

是否可以稱馬利亞為上帝的母親呢？是否可以稱馬利亞為上帝的母親呢？

還是必須說馬利亞只是拿撒勒人

耶穌的母親、而不是聖子的母親？耶穌的母親 而不是聖子的母親？

能不能說聖子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呢？

還是必須說死在十字架上的是還是必須說死在十字架上的是

拿撒勒人耶穌而不是聖子？

這樣子講會不會造成各種神學上的異端呢？

下一堂會繼續來思想這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