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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一位基督，神人二性

我們按照大公教會的正統，來思想基督的神人二性。

在整個教會歷史上從聖經歸納出基督論總原則的最高權威，在整個教會歷史上從聖經歸納出基督論總原則的最高權威

就是「迦克墩信經」又稱「迦克墩定義」，

AD451由大公教會在迦克墩召開的大公會議所制定，由大公教會在迦克墩召開的大公會議所制定

是初代教會最優秀的神學家、經歷 450 年的

查考、辯論之後所達到的共識。

大公教會最開始先是辯論三位一體的真理，

查考聖經、思想聖父、聖子、聖靈間的關係，

最後確定祂們中間沒有從屬關係，

而是同尊同榮、本質相同、同一位永恆者

認識了聖子的位格與三位一體的關係之後，

神學家就開始研究、辯論

拿撒勒人耶穌以及永恆聖子之間的關係

祂們是兩個位格還是一個位格？基督的人性是完整的人性嗎？

與我們完全相同嗎？或者祂的人性只是 個影子？與我們完全相同嗎？或者祂的人性只是一個影子？

祂有人意念上的一些部分、缺乏了人意念上其他的部分？

譬如祂沒有人的理性的靈魂呢？譬如祂沒有人的理性的靈魂呢？

這些都是初代教會辯論的一些問題。

而這些最優秀的神學家查考聖經 到最後制定出來了 套而這些最優秀的神學家查考聖經，到最後制定出來了一套

具有大公權柄的信經，就是「迦克墩信經」，

跟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他拿修信經，具有同等權威，跟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他拿修信經，具有同等權威，

也就是說假如違反了這部信經的標準，

就等於把自己排除在大公教會就等於把自己排除在大公教會

的正統以外、成為了異端。

誠然迦克墩信經是教會對聖經的解釋、歸納，誠然迦克墩信經是教會對聖經的解釋、歸納，

它本身不是上帝的話語、不是上帝的啟示，

而是教會對啟示的領受、詮釋，而是教會對啟示的領受 詮釋

所以必須不斷地在上帝話語的亮光中受到檢視。

迦克墩信經的基督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G d b h ith t i t b G dGod became human without ceasing to be God
神成為人，而祂之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

道成肉身的事件道成肉身的事件，

對聖子的位格沒有造成任何的改變

聖子的神性沒有 點點的減少 改變聖子的神性沒有一點點的減少、改變

祂的榮耀一點都沒有因為馬槽、十字架而失喪

聖子成為人，但祂始終是聖子沒有改變，

但祂真的成為人，成為跟我們本質相同的人

祂在聖子不改變的神性之上祂在聖子不改變的神性之上，

又加上了與我們完全一樣、本質相同的人性

希伯來書：祂凡事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

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是真神、是真人。

這是迦克墩信經的基本原則。



在解釋迦克墩信經之前，先來思想幾個問題…
基督會不會死？一、基督會不會死？

基督當然會死，因為祂真的死了、祂真的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是不是神嗎？是！耶穌是神，怎麼能夠死呢？耶穌是不是神嗎？是！耶穌是神，怎麼能夠死呢？

因為耶穌是神、也是人，

按人性說祂是會死的、也真的死了按人性說祂是會死的 也真的死了

按神性說祂是不會死、也從來沒死

聖子的位格在地上經歷了人的死，聖子的位格在地上經歷了人的死

這個不是神的死亡，因為神是不能死的。

但同時經歷人的死亡的不是另一個位格，但同時經歷人的死亡的不是另 個位格

而是聖子的位格。

我們能不能夠說「聖子死了」，我們能不能夠 」

還是說「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拿撒勒人耶穌、

而不是聖子呢？」

假如這樣講，就等於把聖子、拿撒勒人耶穌分成兩個位格。

也不能講「死在十字架上的

是耶穌的人性 是祂的神性是耶穌的人性、而不是祂的神性」，

因為這在語意上是錯誤的，神性是一種本質；

就像我不會說「我的人性睡著了就像我不會說「我的人性睡著了」，

睡著的是我這個人，按人性說我是需要睡覺的，

睡著的不是我的人性，是我這個人、是我的位格睡著的不是我的人性，是我這個人、是我的位格

經歷死亡的不是基督的人性、而是基督這個位格，

祂的位格是單一的，是聖子的位格，不是另一個人的位格祂的位格是單 的 是聖子的位格 不是另 個人的位格

基督不是兩個位格的合體，祂是一位，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聖子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我們必須承認 聖子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死了」

假如我們否認「聖子之死」，

是在許多基督教重要的信經都提到的用語，是在許多基督教重要的信經都提到的用語

假如我們否認這樣子的用語的話，

就等於把基督分成兩個位格，

在歷史上這種異端叫做「聶斯多流主義」。

二、馬利亞是不是聖子上帝的母親？

應 應 「 上帝之可不可以或應不應該說「馬利亞是上帝之母」？

大多數基督徒本能的反應就是

聯想到天主教的馬利亞敬禮

對華人信徒而言「上帝之母」又很像

民間宗教的那種迷信 聖母娘娘民間宗教的那種迷信、聖母娘娘…
我們相信上帝是自有永有的，所以祂怎麼會有母親呢？

但是迦克墩信經提到馬利亞時 卻賜給她這樣子的稱謂但是迦克墩信經提到馬利亞時，卻賜給她這樣子的稱謂，

說她是「上帝之母」，希臘文原文是 Theotokos！
毫無疑問我們都會同意馬利亞是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毫無疑問我們都會同意馬利亞是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

但假如承認馬利亞是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

卻否認馬利亞是聖子的母親，卻否認馬利亞是聖子的母親，

就等於把基督的位格分成了兩個 –
拿撒勒人是馬利亞的兒子拿撒勒人是馬利亞的兒子

但是聖子沒有成為馬利亞的兒子

換句話說這等於是在宣稱 –
拿撒勒人耶穌

與聖子上帝不是同一位基督，

而是分開來的兩個位格，

這是聶斯多流派的異端。

當迦克墩信經

宣告「馬利亞是上帝之母」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宣告 –
進入馬利亞母腹、

由馬利亞所生下來的那一位，

不是另外一位、就是聖子祂自己

是聖子自己進入馬利亞的母腹是聖子自己進入馬利亞的母腹、

由馬利亞所生下來，

使馬利亞成為了聖子的母親使馬利亞成為了聖子的母親



三、耶穌有沒有不知道的事情？

大部分的基督徒第一反應會說：當然沒有，因為耶穌是神，

神是無所不知的，所以沒有任何事情是耶穌不知道的。

確實 按神性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確實，按神性耶穌是無所不知的

假如因此就否定耶穌有所不知，就等於否定了耶穌的人性，

因為按人性 基督是有限的 祂是有所不知的因為按人性、基督是有限的，祂是有所不知的

正如按人性說，祂會飢餓、會死亡

我們把這套邏輯應用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時候我們把這套邏輯應用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時候，

就知道耶穌既是無所不知的、也是有所不知的。

聖經記載當中最典型的例子 路八43 48聖經記載當中最典型的例子 路八43-48…
記載一個患血漏的女人，她從背後摸了主耶穌的衣裳，

耶穌就感覺到自己的能力從衣裳流出來，耶穌就感覺到自己的能力從衣裳流出來

祂看見人很多、沒有辦法辨認是誰摸了祂的衣服，

所以祂就問：「是誰摸了我？」

祂不知道是誰摸了祂。

太廿四36 祂再來的日子沒有人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獨父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唯一的解釋 – 按人性基督有所不知；

按神性基督是無所不知的。可以按這個思路繼續問下去…
耶穌是不是生下來就熟知摩西律法、倒背如流？

是不是生在馬槽裡的時候，就可以開口說話？

已經對摩西律法倒背如流了？因為律法都是祂所賜下來的

希伯來書：按人性說，祂凡事與我們一樣；

迦克敦信經：祂凡事與我們一樣、與我們本質相同

路二52 耶穌生下來以後，祂的身量和智慧漸漸地增長。

也就是說祂在嬰孩時，心智就是嬰孩的心智，

直等到祂長大成人，你如果要祂去考 GRE，
按人性說祂是看不懂英文的；

神 聖靈讓 萬 語言 肯定會考滿分按神性說聖靈讓祂說萬國的語言，肯定會考滿分！

四、耶穌在地上的事工，是否需要聖靈充滿

與澆灌 祂才能夠行祂在地上的事工？與澆灌，祂才能夠行祂在地上的事工？

祂行神蹟是以聖子的全能在行神蹟

還是作為一個人、因有聖靈的澆灌，所以行出神的大能還是作為一個人、因有聖靈的澆灌，所以行出神的大能

當然，基督不需要聖靈的充滿就可以行神蹟，因為祂就是神。

但是福音書屢屢讓我們看見 耶穌在地上的事工但是福音書屢屢讓我們看見 – 耶穌在地上的事工

都是聖靈在這個人身上所行出來的，

太十二講述耶穌醫病、行神蹟、行使先知職分、太十二講述耶穌醫病、行神蹟、行使先知職分、

向人宣告天國的福音的時候…

這 應 先 賽太十二17-18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裡所喜悅的，

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福音書的作者讓我們看到 –
耶穌是憑著上帝的靈在行這一切的事工。

路四18-19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以賽亞的話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以賽亞的話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基督在地上宣告天國的福音，

這個先知性的職分是聖靈在祂身上的 作這個先知性的職分是聖靈在祂身上的工作

 馬太、馬可、路加都記載，耶穌在曠野勝過

魔鬼試探時 是靠著聖靈的能力勝過的魔鬼試探時，是靠著聖靈的能力勝過的

祂見證祂趕鬼的時候，是靠著神的靈趕鬼

基督的死，也是聖靈的工作基督的死，也是聖靈的工作

來九14a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

還有許多的新約經文，都告訴我們還有許多的新約經文，都告訴我們

耶穌復活，是聖靈叫祂從死裡復活

永生上帝成為人、道成肉身都是聖靈的工作：永生上帝成為人 道成肉身都是聖靈的工作

因聖靈感孕，使童貞女馬利亞生下主耶穌



作為聖子，基督本來就有聖靈最親密的內住、溝通

聖靈本來就最親密的充滿了聖子的位格聖靈本來就最親密的充滿了聖子的位格

但是作為人，按人性說：基督需要聖靈的降下，

澆灌在祂身上 用能力充滿祂 祂才能夠醫病澆灌在祂身上，用能力充滿祂，祂才能夠醫病、

趕鬼、宣告天國的福音、為我們死而復活。

當然 聖子可以直接透過拿撒勒人耶穌行這 切的大能當然，聖子可以直接透過拿撒勒人耶穌行這一切的大能，

問題不在於聖子是否可以這樣做

而是聖子為何沒有這麼做？為何聖父 聖子 聖靈而是聖子為何沒有這麼做？為何聖父、聖子、聖靈

決定要以聖靈的大能，來充滿、澆灌這個拿撒勒人，

而不是以聖子的位格直接行使祂的大能？原因很簡單而不是以聖子的位格直接行使祂的大能？原因很簡單 –
如果這一切都是聖子直接用祂的權能行使出來的，

祂所做的一切與我們、我們的救恩，就沒有任何意義祂所做的 切與我們 我們的救恩，就沒有任何意義

耶穌作為人，靠著聖靈的能力行了這一切，

使我們在祂裡面，可以靠著祂的靈與祂同死、同復活，使我們在祂裡面 可 靠著祂的靈與祂同死 同復活

並且有分於祂君王、先知、祭司的職分

五、耶穌需不需要禱告？

福音書多次記載耶穌的禱告 祂禱告是福音書多次記載耶穌的禱告，祂禱告是

出於需要呢？就像我們需要在禱告中

順服神、親近神、向神支取力量順服神、親近神、向神支取力量

或者耶穌禱告只是為了作我們的榜樣，

祂教導我們怎樣禱告，然後親自禱告示範給我們看，祂教導我們怎樣禱告 然後親自禱告示範給我們看

祂自己其實是不需要禱告的。是這樣子嗎？

耶穌是神，按神性說耶穌不需要禱告，耶穌是神，按神性說耶穌不需要禱告，

神的位格跟位格之間的對話不是禱告，而是相通，

而且祂們本來就有最親密的相通。而且祂們本來就有最親密的相通

禱告是人與神、從下到上的祈求，是出於人對上帝的需要，

人來到神的面前倚靠、祈求，知道自己一無所有人來到神的面前倚靠 祈求 知道自己 無所有

知道萬有都本於祂、倚靠祂、也歸於祂

所以我們需要來到祂的面前，否則我們沒有辦法存活下去。所以我們需要來到祂的面前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存活下去

這個是基督徒需要禱告的原因，耶穌需要禱告嗎？

福音書多次記載耶穌禱告，

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可能是最經典的禱告之一，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可能是最經典的禱告之一，

約翰福音記載了耶穌在被捉拿之前，怎樣迫切禱告

耶穌在祂的事工當中，經常獨自退到曠野去跟父神禱告耶穌在祂的事工當中，經常獨自退到曠野去跟父神禱告

祂的事工都是用禱告來托住的，

儘管聖靈在祂身上有最緊密的內住、充滿，儘管聖靈在祂身上有最緊密的內住、充滿，

以至祂行神蹟時、甚至使死人復活時，

不像以利亞、以利沙需要先禱告、迫切禱告，不像以利亞 以利沙需要先禱告 迫切禱告

耶穌只需要一句話：

「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從墳墓裡出來。拉撒路出來！」那 從墳墓裡出來

但祂能夠有這樣子的能力，

豈不是因為祂天天在禱告中豈不是因為祂天天在禱告中

與神建立最親密的關係？

天天恆常的禱告、每一刻恆常的禱告，

支取上帝的能力嗎？

祂在地上作為「人」的事工，是用禱告去托住的，

祂經常獨自退到曠野 因為祂需要祂經常獨自退到曠野，因為祂需要

與父神獨處、在禱告中支取力量，

因為按人性說：祂跟我們 樣是軟弱的因為按人性說：祂跟我們一樣是軟弱的，

祂不是個超人，祂的能力是來自聖靈

耶穌需要禱告，不論從身、從心而言，耶穌需要禱告，不論從身、從心而言，

祂完全是人，凡事與我們一樣，所以祂需要禱告

祂也需要憑信心去生活，祂也需要憑信心去生活，

祂的事工也跟我們一樣需要聖靈的充滿。

不是因為祂自己作為聖子、不是因為祂自己作為聖子

已經有了聖靈最完美的內住，

祂作為人的事工就不需要再被聖靈充滿。祂作為人的事 就不需要再被聖靈充滿

耶穌在開始地上的事工之前，先受了洗，

受洗的時候聖靈就澆灌下來、像鴿子一樣，受洗的時候聖靈就澆灌下來 像鴿子 樣

祂需要聖靈的能力在祂身上、需要在禱告中支取力量。



六、基督在神人二性當中有幾個意念？

是否祂只有神的意念是否祂只有神的意念，

或者祂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

很多基督徒想 基督是 個位格 怎麼會有兩個意念呢？很多基督徒想 –基督是一個位格，怎麼會有兩個意念呢？

其實當我們說基督是一個位格的時候，

我們說祂是人的意念、以及神的意念的 個主體我們說祂是人的意念、以及神的意念的一個主體，

祂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

「天怎樣高過地，神的意念也照樣高過人的意念。」天怎樣高過地，神的意念也照樣高過人的意念。」

很多基督徒想 – 基督是神，基督的意念就是神的意念、

不會有人的意念，所以也不會有人的軟弱不會有人的意念 所以也不會有人的軟弱

但這就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迦克墩會議前，有一個叫做亞波里拿流的神學家，迦克墩會議前 有 個叫做亞波里拿流的神學家

他主張耶穌只有神的意念，

而祂作為人，祂人類的意念、或靈魂當中，而祂作為人 祂人類的意念 或靈魂當中

只有情感與本能的部分，祂沒有人的理性。

迦克墩信經論及基督的人性的時候，強調祂有理性的靈魂，

靈魂原文是意念 心思的意思靈魂原文是意念、心思的意思，

說祂有人的理性、心思、情感

這意念本質與我們的心思完全相同，只是沒有罪這意念本質與我們的心思完全相同，只是沒有罪

我 非 我

與我們感同身受、也可以理解為同理心

來四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凡事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意思就是我們的軟弱、祂都有，但是祂沒有罪。

祂有人心思意念的軟弱，正如 –祂有人心思意念的軟弱 正如

祂餓的時候、會感到飢餓

祂累的時候、會想要睡覺

祂上十字架之前想到與神分離的痛苦，會感到懼怕，

祂比誰都更了解死亡是什麼，而祂即將要死的時候，

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會完全被孤立起來…

祂作為人，有萬分的懼怕，

而這種懼怕 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裡完全顯露出來而這種懼怕，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裡完全顯露出來…
路廿二42 祂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基督上十字架是照著父神的意思、

也是聖子自己的意思也是聖子自己的意思

耶穌作為人，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祂想要父神把這杯撤去祂想要父神把這杯撤去

而對祂而言，神的旨意比祂自己的意念更加重要，

所以祂甘願順服所以祂甘願順服…

43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按神性說 基督不需要天使來加添祂的力量按神性說，基督不需要天使來加添祂的力量

但是按人性說，聖子在此成為了一個

需要天使加添祂力量的人、一個軟弱的人需要天使加添祂力量的人、一個軟弱的人

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
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這都是人才會有的軟弱，

所以基督顯然有人的意念、心思，

否則不會這樣傷痛地在軟弱中禱告。

從這幾個問題當中，我們就發現

迦克墩信經所強調的幾個重要的原則

基督是一個位格、不是兩個位格

神人二性，

在這個位格當中的聯合是不可分離的，

同時又有不可磨滅的區別

從下一堂課開始，我們會更加仔細地來思想

基督的神人二性、

以及祂這二性與一個位格裡面的聯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