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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神人二性：聯合與區別二性：聯合與區別

今天我們繼續地來分辨正統與異端，

但是希望各位帶著一種謙卑的心態…希 帶著 謙卑 態

如果是教會的牧師、傳道人、老師，

教導的理論是大公教會已經定為異端的理論，教導的理論是大公教會已經定為異端的理論

我們可以指出「這種理論是異端的理論」，

但是我們不要說「這個人是異端」

道成肉身基督論告訴我們：

上帝成為人，之為神的存有未曾改變。成 存 變

這句話就暗示基督是一個位格、聖子的位格，祂必然具有神性，

而又在這末世成為人，擁有了神人二性，

神性在祂而言是必然的、在永恆當中就有的

人性是在末世時，祂取了人性

祂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是真神、是真人。

我們今天就要來探討基督位格所擁有的兩個本質，

就是祂的神人 性 如何在 個位格內彼此聯合就是祂的神人二性，如何在一個位格內彼此聯合。

迦克墩信經用四個副詞，

提出了基督神人 性聯合的兩大基本原則提出了基督神人二性聯合的兩大基本原則：

一、不可分離的聯合

用了兩個副詞 原則一、不可分離的聯合用了兩個副詞，

不可割離、不可切分

二、不可磨滅的區別

原則 不可分離的聯合

不可割離 不可切分
二、不可磨滅的區別

用了兩個副詞，

不可改變、不可相混

迦克墩
信經不可改變 不可相混

這四個副詞合稱為

迦克墩的四面圍牆

不可改變 不可相混

迦克墩的四面圍牆

這四面圍牆分別表述了

迦克墩的兩大原則

原則二、不可磨滅的區別

只要逾越這任何一面圍牆，就會變成異端

壹、不可分離原則

迦克墩信經宣告 基督的神人二性聯合在 個位格之內迦克墩信經宣告：基督的神人二性聯合在一個位格之內，

而這聯合是不能割離，

也就是基督是一個位格、不能夠割離成二個位格。也就是基督是一個位格、不能夠割離成二個位格。

不能說基督所做的、經歷的、思想、感受的，

有些屬於神性的部分 有些屬於人性的部分有些屬於神性的部分、有些屬於人性的部分，

因為這就等於把基督切割成兩個部分

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完全、完全，全部、全部，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完全、完全，全部、全部，

而不是部分、部分，所以我們不能說 –
馬利亞是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卻不是聖子的母親馬利亞是拿撒勒人耶穌的母親 卻不是聖子的母親

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拿撒勒人耶穌，而不是聖子

因為基督是一位、不是二位，不能把祂分割成兩位。因為 督是 位 不是 位 不能把祂分割成兩位

前幾堂提到了位格的概念、位格跟本質的區別，

人性、神性，是人之為人、神之為神的本質，人性 神性 是人之為人 神之為神的本質

而位格則是這個本質的主體。



打個比方：人之為人是需要休息的，是人性、人的本質，

但是當我睡著的時候 睡著的是我這個人 是我的位格但是當我睡著的時候，睡著的是我這個人、是我的位格，

而不是我的本質，本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它本身不會睡覺、走路、經歷痛苦、死亡，它本身不會睡覺、走路、經歷痛苦、死亡，

經歷死亡的是這本質的存在主體、也就是位格，

所以不能說「基督的人性死了」，在語義上是謬誤的。所以不能說 基督的人性死了」，在語義上是謬誤的

經歷死亡的是基督的位格，

而假如我們說死在十字架上的而假如我們說死在十字架上的

不是聖子、而是拿撒勒人耶穌，

就等於把基督割裂成兩個位格。就等於把基督割裂成兩個位格

徒廿28 上帝用祂自己的血救贖了教會。

上帝能流血嗎？這血明明是拿撒勒人耶穌的血上帝能流血嗎？這血明明是拿撒勒人耶穌的血

拿撒勒人耶穌與聖子上帝，不是二位、而是一位

因此拿撒勒人耶穌的血就是上帝的血，因此拿撒勒人耶穌的血就是上帝的血

祂的死就是上帝的死、就是聖子的死。

在迦克墩會議之前，兩位神學家為了馬利亞

在神學上的稱謂 進行了 場辯論在神學上的稱謂，進行了一場辯論，

亞歷山大的區利羅主張 –
馬利亞應該被稱為「上帝之母馬利亞應該被稱為「上帝之母」

聶斯多留則堅持 –
馬利亞應該被稱為「基督之母」馬利亞應該被稱為 基督之母」

聶斯多留的基督論本身是正統的，可是他的用語卻錯掉了，

以至於他的立場遭到誤解、然後被定為異端。以至於他的立場遭到誤解 然後被定為異端

假如說馬利亞只是基督的母親、卻不是聖子的母親，

我們就等於將基督分成了兩個位格，我們就等於將基督分成了兩個位格

這就是所謂的「聶斯多留主義異端」。

迦克墩會議裁決：迦克墩會議裁決：

馬利亞正確的稱謂是「上帝之母」

更確切地說：更確切地說

我們不應該否認馬利亞是聖子上帝的母親

誠然按神性說，基督是自有永有、

無始無終的聖子上帝 祂沒有母親；無始無終的聖子上帝，祂沒有母親；

但是按人性說，祂在這末世為我們

及我們的救恩，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及我們的救恩，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按人性說基督是馬利亞的兒子、馬利亞是基督的母親，

但基督是 位 不是二位 祂的位格就是聖子的位格但基督是一位、不是二位，祂的位格就是聖子的位格，

而成了馬利亞的兒子的那一位就是聖子，

所以可以說馬利亞是聖子的母親，所以可以說馬利亞是聖子的母親，

不能夠拒絕承認馬利亞是上帝之母

假如否定上帝之母的稱謂，假如否定上帝之母的稱謂

就等於把基督割離成兩個位格

所以迦克墩信經遵照聖經的啟示，所以迦克墩信經遵照聖經的啟示，

堅持基督的神人二性聯合於

一個位格是不可割離的，個位格是不可割離的

這是迦克墩信經的其中一面圍牆。

而迦克墩信經論及神人二性不可分離的聯合時，

所用的第二個副詞是 不可切分 i di i ibl所用的第二個副詞是 不可切分 indivisibly，
就是把一個東西給分割開來。

基督的神性不能夠被切分基督的神性不能夠被切分，

不能把祂的公義、慈愛切分成兩個區塊，

再把智慧切分成另外一個區塊，再把智慧切分成另外一個區塊，

然後說基督的神性，某一些區塊聯於祂的人性，

某一些區塊又還在永恆裡面、與人性分離某一些區塊又還在永恆裡面、與人性分離…

成了肉身的是聖子的整個位格，祂擁有聖子完整的神性；

同樣地，基督的人性不能夠被切分成不同的區塊，同樣地，基督的人性不能夠被切分成不同的區塊，

祂擁有完整的人性、正如祂擁有完整的神性。

迦克墩信經開宗明義宣告：迦克墩信經開宗明義宣告：

我們的主耶穌有完整的人性、完整的神性，

或者在神性上完整、人性上亦完整。或者在神性上完整、人性上亦完整。

Perfect in Godhead and perfect in humanhood.



我們不能把人性切分成不同的區塊，然後說…
聖子所取的只有人性的身體 沒有靈魂聖子所取的只有人性的身體、沒有靈魂，

不能說基督作為人的心思意念，只有情感與本能卻沒有理性，

或說基督只有身體、有靈魂，卻沒有人的意志只有神的意志或說基督只有身體、有靈魂，卻沒有人的意志只有神的意志

基督的人性是完整、而且不可以切分的，

擁有完整的神性、完整的人性，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擁有完整的神性、完整的人性，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不是一部分神、一部分人，是完全、完全

聖子道成肉身之後，仍然是無所不在的、聖子道成肉身之後 仍然是無所不在的

但同時又只能一次出現在一個地方；

同時是無所不知的、也是有所不知的

祂是無限者、但同時祂有限的身量與智慧卻漸漸增長

祂是不能死的、祂卻真的死了是 能 卻真 了

並不是一部分死掉、一部分活著

在十字架上祂完全活著、也完全死了，

真的活著、也真的死了

活著，因為祂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死 為祂是婦女所生的死了，因為祂是婦女所生的

死在十字架上的，

不是聖子之外的另一個位格，不是聖子之外的另 個位格，

而是聖子自己

正如始終活著的，

不是拿撒勒人耶穌之外的另外一個位格，

而是聖子自己、人子自己

基督的神人二性聯合於一個位格，

不可以割離這面圍牆

強調基督位格的完整性

不可以切分這面圍牆

強調神人二性個別的完整

基督的神性始終保持完整，

而祂的人性也始終保持完整而祂的人性也始終保持完整…

貳、不可磨滅的區別，

信經宣告二性的區別 不因互相聯合而消失信經宣告二性的區別，不因互相聯合而消失，

反而每一性的本質都得以保存

由另外兩面圍牆所表達–不可相混、不可改變由另外兩面圍牆所表達–不可相混、不可改變

基督的神人二性不可相混，

就是二性始終是二性、是兩個本質，就是二性始終是二性、是兩個本質，

有神的本質、也有人的本質，

兩個本質聯合在一個位格之內的時候，兩個本質聯合在 個位格之內的時候

不會混合成為一個本質。

基督不是神性與人性的混合體，基督不是神性與人性的混合體

祂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

天怎樣高過地、神的意念也怎樣高過人的意念，怎樣高過 神的意念 怎樣高過 的意念

而基督同時具有上帝的意念、以及人的意念

這兩個意念不會混合成一個意念，

以至於祂作為上帝的意念當中、又有人的有限

假如基督神性的意念、混入了人性在知識上的有限，

那麼上帝的意念就有所改變 上帝的本質就有了改變那麼上帝的意念就有所改變、上帝的本質就有了改變。

但是神是不能改變的、神的意念也是不能改變的

同樣，基督神性的大能不能混進同樣，基督神性的大能不能混進

人性的軟弱當中，把人性給神性化

神性的大能、人性的軟弱，始終屬乎神性的大能 人性的軟弱 始終屬乎

這兩個本質，不能夠混合成一個本質。

在這裡我們看見，不可相混這面圍牆已經預設了不可改變 –在這裡我們看見，不可相混這面圍牆已經預設了不可改變

基督的位格當中，神人二性始終有「非此即彼」的區別

基督的神性不會人性化、祂的人性也不會神性化基督的神性不會人性化 祂的人性也不會神性化

所謂不可改變，意思就是聖子道成肉身之後有人性的軟弱，

但同時按神性而言，祂仍然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神性

祂的智慧仍然是無限的，

祂的存有仍然是無始無終的，

祂與父神仍然是同尊同榮的。



初代教會有一個異端叫作「人性變質論」，主張 –
在基督神人二性的聯合當中在基督神人二性的聯合當中，

因為神性如此地強大，就把人性給吞噬了，

人性就融入祂的神性、被神性化了人性就融入祂的神性、被神性化了

以致祂的人性在本質上與我們的人性

有所不同、甚至截然不同有所不同 甚至截然不同

人之為人在本質上是受造的，受造是人之為人的本質，

人性變質論說：基督取了人性之後，人性變質論說：基督取了人性之後，

人之為人，受造的本質在基督身上就有了改變

基督是神、是造物主，祂不能夠有受造的屬性，基督是神 是造物主 祂不能夠有受造的屬性

因此祂所取的人性是改造過的人性 –
人性本來應當是受造的，本來應當是受造的

但是基督所取的人性改造了，

變成永恆、非受造的

這種理論顯然自相矛盾，非常可笑！

我們第一堂課論及基督神人二性非此即彼的關係時，

提到了造物主與受造者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提到了造物主與受造者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

聖父、聖子、聖靈是造物主

其他一切都是受造者其他一切都是受造者

沒有第三種東西、沒有第三種存有 –
既不是造物主、又不是受造者。既不是造物主 又不是受造者

那罪怎麼解釋？

罪不是上帝造的、罪又不是造物主，罪不是上帝造的、罪又不是造物主，

在神學上我們會講罪不是一種存有，它不是一種東西…

總而言之，在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沒有第三種存有，總而言之，在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沒有第三種存有，

如果不是造物主、就是受造者，

而人既不是造物主，那麼人在本質上就是受造的而人既不是造物主，那麼人在本質上就是受造的

人性乃是受造者的屬性、人之為人的本質與屬性，

不會因為聯於基督的神性，就變成永恆自存而非受造的不會因為聯於基督的神性 就變成永恆自存而非受造的

因此「人性變質論」在初代教會就被定為異端。

當然神性與人性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也意味 –
神性 人性之不可改變 這兩種神性、人性之不可改變，這兩種

不可改變之間有無限本質的差異，

上帝的本質是不改變的上帝的本質是不改變的

但人在本質上卻是會改變的，

人本來不存在，因著上帝從無到有的創造，人本來不存在，因著上帝從無到有的創造，

就從本來不存在變成存在；因此約翰說：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造」原文是變成的意思…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造」原文是變成的意思…
原初受造的時候，人是不會死的、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的

墮落了以後，人變成會朽壞的、會受苦的、落了 壞

被罪捆綁的、全然敗壞的，這是改變

在基督裡又有了改變，必朽壞的將要變成不朽壞的，

必死的將要變成不死的

但是人再怎麼改變，人之為人的本質卻不可以改變，

因為這些本質一旦改變，人就不是人了。

這就像一個三角形，它的邊長可以改變、角度可以改變，

等腰三角形變成直角三角形 都仍然在本質上是三角形等腰三角形變成直角三角形，都仍然在本質上是三角形

但是改變它的本質：三個角變成四個角、

內角總和從 180 變成 360 它就不再是內角總和從 180 變成 360，它就不再是

三角形，就不再有三角形的本質了

亞當在伊甸園裡面是人 墮落了以後還是人亞當在伊甸園裡面是人、墮落了以後還是人、

沒有原罪的時候是人、全然敗壞的時候還是人，

他之為人的本質沒有改變。他之為人的本質沒有改變。

人之為人在本質上是受造的、是有限的

人之為人有開始存在的一天，就算可以進入永生，人之為人有開始存在的一天，就算可以進入永生，

他也不可能變成永恆自存的，只有上帝是從亙古到永遠

人有些屬性是偶然的，譬如說：人會朽壞、人性的敗壞，人有些屬性是偶然的，譬如說：人會朽壞、人性的敗壞，

這些都不是必然的，因為亞當原初受造的時候，

不會朽壞、也沒有原罪，不會朽壞 也沒有原罪

這些偶然的屬性不是人之為人的本質。



那麼人之為人的本質包括什麼？

最重要的是 人是上帝造的 上帝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人是上帝造的、上帝的形象。

作為受造者，他是有限的，

本於神 依靠神 歸於神本於神、依靠神、歸於神，

不是永恆自存的

受造者就是受造者，受造者就是受造者，

不會因神人二性的聯合變成了永恆自存

基督復活升天之後，按人性說仍然是有限的，基督復活升天之後，按人性說仍然是有限的，

不會變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不會現在在父上帝的右邊，不會現在在父上帝的右邊，

又同時祂的人性、祂的身體又臨在在主餐桌上。

基督的人性不會神性化基督的人性不會神性化

基督的神性也不會人性化

在基督的位格裡面，神人二性都是不可改變的。在基督的位格裡面 神人二性都是不可改變的

我們解釋了迦克墩信經關於基督神人二性的

兩大原則 四面圍牆兩大原則、四面圍牆。

迦克墩信經宣告：主耶穌基督既有二性，

不可相混、改變、割離、切分不可相混、改變、割離、切分

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

反而每一性的本質都得以保存，反而每 性的本質都得以保存，

會合於一個位格、存在的主體內，

而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而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

卻是同一位子，獨生的，上帝的道主耶穌基督

這四面圍牆在教會歷史上，一直是正統與異端的試金石，這四面圍牆在教會歷史上 直是正統與異端的試金石

所有的基督論異端幾乎不外乎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強調基督的人性、而妥協基督的神性第 大類 是強調基督的 協基督的神

第二大類就是強調基督的神性、而妥協基督的人性

有一些人認為：相較於基督的人性，有 些人認為 相較於基督的人性

祂的神性對於我們的救恩更加重要，這是錯誤的。

舉幾個例子…

以妥協基督神性、來強調基督人性的異端當中，

有所謂的「嗣子論」，主張

基督的位格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位格基督的位格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位格，

是人的位格，本來不存在

由馬利亞與約瑟行房以後，由馬利亞與約瑟行房以後，

才在馬利亞母腹裡面有了這個位格

生下來之後、或是在母腹當中的時候，生下來之後、或是在母腹當中的時候，

聖靈充滿這個位格，把祂領養成為上帝的兒子

換句話說：

這個異端主張基督本來是人、

本來不是聖子本來不是聖子，

是聖靈使祂變成聖子、

被上帝領養的被上帝領養的。

第二大類的異端，

以妥協基督的人性 來強調基督的神性以妥協基督的人性、來強調基督的神性。

初代教會很重要的神學家俄利根

否定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否定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

因為他不能接受永恆聖子的位格當中，

有任何受造的部分有任何受造的部分，

甚至教導靈魂都是永恆先存。

第五次大公會議就把俄利根的這個學說定為異端。第五次大公會議就把俄利根的這個學說定為異端。

聶斯多留派的異端，主張基督有兩個位格，

為了避免將人性的卑微聯於聖子的位格為了避免將人性的卑微聯於聖子的位格，

因此就把基督分開成兩個位格，

以免人性 或是以免人性、或是

以免基督的位格沾染到人性。

剛剛提到的人性變質論 都屬於這類的異端剛剛提到的人性變質論，都屬於這類的異端。



研究這些古代異端的謬誤，並不是只有歷史研究的價值，

果留 會發 今 教會 講台 般信徒 思維如果留心，會發現今天教會的講台、一般信徒的思維，

其實充斥著各類古代異端的理論、或者是傾向…

馬利亞有牧師說：基督是受生於馬利亞，

但沒有成為受造者，這是俄利根的異端

許多牧師堅持說 聖子沒有死在十字架上許多牧師堅持說：聖子沒有死在十字架上，

受死的是拿撒勒人耶穌，這個是聶斯多留派的異端

有牧師說：耶穌有原罪，明顯違反迦克墩正統、更加違反聖經有牧師說：耶穌有原罪，明顯違反迦克墩正統、更加違反聖經

有時候唱的詩歌，也會反映出各種異端，譬如說：

聖誕歌曲馬槽聖嬰，唱到說在馬槽中的聖嬰並不會啼哭聖誕歌曲馬槽聖嬰，唱到說在馬槽中的聖嬰並不會啼哭…
其實已經妥協了基督完整真實的人性，

好像基督在馬槽表達挨餓時，不用啼哭、直接用言語來表達，好像基督在馬槽表達挨餓時 不用啼哭 直接用言語來表達

我們唱詩歌時甚至會覺得理所當然 – 因為祂是聖子，

但是這明顯違反聖經，

耶穌在拉撒路墳前哭了、在馬槽裡面為什麼不會哭呢？

初代教會的異端並不是過去就過去了，日光底下沒有新事，

我們再強調 討論 分辨異端的時候 要對事不對人我們再強調 – 討論、分辨異端的時候，要對事不對人。

有許多我所尊敬的牧師，由於神學思想不夠嚴謹，

講出來的道有的時候帶著 些異端的理論講出來的道有的時候帶著一些異端的理論，

但是我們仍然應該尊敬這些上帝的僕人，

承認他們是主內的弟兄承認他們是主內的弟兄，

他們會犯錯，我們也會犯錯。

而我盼望我們今天所學到的而我盼望我們今天所學到的 –
迦克墩信經四面圍牆、兩大原則的試金石，

不是成為我們彼此指控、定罪的工具不是成為我們彼此指控、定罪的工具

而是幫助在教會裡作教導的弟兄姊妹，

更加嚴謹地來認識上帝所設立的真理、更加嚴謹地來認識上帝所設立的真理

柱石的根基上面所認信的耶穌基督

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夠更加嚴謹地認識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 能夠更加嚴謹地認識

歷代大公教會從聖經當中所認識的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