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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流行一句話：「你好神！」
沒人會相信 被這樣誇獎的人就因此變成神
沒人會相信，被這樣誇獎的人就因此變成神。
基督徒只有獨一上帝是神，神、人身分之間有無限的差別，
 尼西亞信經、三一大公信理，教會告白基督永恆的神性
尼西亞信經 三 大公信理 教會告白基督永恆的神性
 另方面，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成為和我們一樣的人
 基督的人性要如何和祂的神性協調呢？
 祂的人性高我們一等，還是有真實人性呢？
聖經中 基督雖然宣告祂與上帝原為
聖經中，基督雖然宣告祂與上帝原為一，
但也記載耶穌有情緒，經歷死亡、疲倦、口渴…
教會確認基督的神性之後，自然地擺盪到另一端 ―
探討基督的人性、基督神、人二性之間的互動。
基督論的爭議牽涉到基督的神性、人性兩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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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講要介紹初代教會關於基督人性的爭議，
又稱基督的神、人二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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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正式介紹之前，先瞭解兩點…
1. 為理解關於基督神、人二性爭議的神學論點，
必須將人定義為由人體與人性所組成，
 人性代表了靈魂，
最明顯的機能是理智和意志
 談論人的時候，可以用理智來代表整個人性
2 三
2.
三一論所說的「一本體，三位格」，
論所說的
本體，三位格」，
 「格」在初代社會指的是面具，也就是外在的形相，
原本在人的語言功用上指的不是實體
 但在基督神、人二性爭議中將「格」理解為實體，
 人格不再只是指
人格不再只是指一個人的尊嚴，而是指人的整體
個人的尊嚴，而是指人的整體
 要注意的是，每種格所指的實體會不同，
位格」指的是神格，只能單單歸屬於三 上帝，
「位格」指的是神格，只能單單歸屬於三一上帝，
正如「人格」不能用在神的身上

初代教會關於基督神、人二性的爭議，
四世紀之後出現了兩股解釋基督身份的潮流…


一邊認為基督沒有人性
沒
，
理由是，
耶穌基督既然沒有受到肉體的不良影響
耶穌基督既然沒有受到肉體的不良影響，
就代表祂只有神性而沒有人性
 領導地位的是亞歷山卓派
高舉基督的神性，貶抑基督的人性




另一邊堅持基督擁有人性
 看法完全相反
 領導地位的是安提阿派，
督的 平
督的人性
看重基督的生平與基督的人性

西元四世紀末第一波爭議，
焦點人物是亞波里那留 ― 基督一性說
基督 性說
 他是老底嘉主教，堅定支持尼西亞信經，
堅持基督神性的 變
堅持基督神性的不變
 不否認基督擁有人的肉體以及生理性的反應，
但否認基督具有人性當中最不可缺少的理智與意志
否認基督 有
當中最
理智 意志
 基督的肉身是直接由祂的神性來推動和運作，
我們所敬拜的基督是神性與人皮的組合
亞波里那留的看法到後來被稱做「外衣說」，
 它讓耶穌成為人形同不可能的事，
 A.D.381
A D 381 君士坦丁堡
第二次大公會議中遭到譴責，
成為第 個被定罪的「基督 性說
成為第一個被定罪的「基督一性說」

涅斯脫留的最大對手是亞歷山卓的區利羅，
區利羅因為對確立基督論正統信仰的貢獻 被承認是聖人
區利羅因為對確立基督論正統信仰的貢獻，被承認是聖人。
區利羅持傳統亞歷山卓派的立場，
高舉基督神性，堅持馬利亞是「上帝之母」，
卻也堅持基督擁有完整的人性。
 他最不滿的是
涅斯脫留將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區隔開
 區利羅教導，基督的神、人二性
 在基督的位格中被完美地聯合
 但雙方不產生相混與變質，稱作「位格聯合」，
就像血中帶肉、肉中帶血，血與肉卻不彼此相混
 位格聯合的主體是基督的神性，
 被聯合的人性沒有自己的位格
被聯合的人性沒有自 的位格
 因為基督只有一位，基督的神、人二性同受敬拜

在教會對亞波里那留的回應當中，看到物極必反…


安提安學派要找 基督失去的人性
安提安學派要找回基督失去的人性，

刻意稱耶穌基督是「馬利亞之子」，
但不願意反過來稱馬利亞是「上帝之母」
 高舉基督神性的亞歷山卓學派也承認馬利亞是
「上帝之母」，和安提阿派起了衝突，
導火線是安提阿派的君士坦丁堡主教涅斯脫留
涅斯脫留比較喜歡稱馬利亞是「基督之母」，
表示基督裡頭的神
神、人二性
人二性是完全區隔
是完全區隔。
 若是如此，到底神性的基督與人性的基督是否有關係？
是否基督的人性也是後來才取得了基督的神性？
而這不正是曾經被譴責過的嗣子論嗎？
 涅斯脫留似乎在主張福音書裡的描述，
可以被理解為兩位基督

區利羅和涅斯脫留都想拉攏羅馬主教的支持，
 羅馬主教和以他為首的拉丁語主教群選擇支持區利羅
羅馬主教和 他為首的拉 語主教群選擇支持區利羅
 涅斯脫留於是要求皇帝召開第三次大公會議解決爭議，
時間地點是 A.D.431 以弗所城，兩陣營互相指控
以弗所城 兩陣營互相指控
 涅斯脫留宣佈辭去君士坦丁堡主教一職
 大公會議提前結束，發佈正式聲明，
譴責伯拉糾派的無原罪觀
隔年，區利羅對安提阿派釋出善意和讓步。
這次和解有著重大的意義 ― 雙方不去提「位格聯合」，
也接受「兩性的區分」安提阿派非常在意的關鍵概念。
涅斯脫留教會是初代教會宣教範圍最廣的宗派，
 宣教士被差派到中東、中亞
 在唐朝的時候傳到中國，成為中國的景教
 到今天，涅斯脫留教會仍存在，稱作「東方敘利亞教會」

亞歷山卓與安提阿派復合，遭到歐迪奇的堅決反對。
歐迪奇是君士坦丁堡附近 座修道院的院長
歐迪奇是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座修道院的院長，
 主張基督的神、人二性在道成肉身之前可以有區別，
道成肉身之後 兩性經歷聯合 人性被神性「吸納
道成肉身之後，兩性經歷聯合，人性被神性「吸納」
 這個說法被稱作「基督神性吸納說」―
耶穌基督即使是人 也是跟我們不 樣的人
耶穌基督即使是人，也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歐迪奇的說法遭到希臘語主教會議的譴責。
當時羅馬主教李奧一世寫了一份
譴責基督 性說的神學論文 稱作《大卷》
譴責基督一性說的神學論文，稱作《大卷》，
強調在基督的位格中有神、人二性，
 可以和諧
可以和諧一致地行動，
致地行動
它們聯合在同一主體，也就是基督的神格裡
 透過這個神格主體，神
透過這個神格主體，神、人二性之間
人二性之間
屬於某一性的作為，可以歸算給另外一性

迦克墩信經再次確立耶穌基督的位格，
並宣告它同時擁有完全的神性與完全的人性。
特別重要的是，迦克墩信經
將「本體」、「位格」與「屬性」三個字加以區別。

A.D.451 召開迦克墩大公會議，史稱第四次大公會議，

將區利羅、羅馬主教李奧的教導視為普世教會的典範
將區利羅
羅馬主教李奧的教導視為普世教會的典範
 確認對涅斯脫留、歐迪奇譴責；制定「迦克墩信經」：


我們跟隨聖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認同一位子，
我們
隨聖教
合意教 宣認同 位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
他真是上帝 也真是人 具有理性的靈魂 也具有身體；
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
按神性說，他與父本體相同，按人性說，他與我們本體相同，
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
按神性說 在萬世之先 為父所生
按神性說，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
按人性說，在這末後的日子，為了拯救我們，
由上帝之母，童女馬利亞所生；
帝之母
女馬利亞
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
具有兩性，不相混亂，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
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性的特點反得以保存，
會合於一個位格，一個實質之內，而並非分離成為兩位格，
卻是同一位子，獨生的，道上帝，主耶穌基督；
正如眾先知論到他自始所宣講的，主耶穌基督自己所教訓我們的，
諸聖教父的信經所傳給我們的。

從第四到第五次大公會議的召開又過了一百年，
在這期間
在這期間，只承認基督神性的基督一性說激進份子
承認基督神性的基督 性說激進份子
抵死不從，想盡辦法反撲，這股抗爭在埃及一地最強。
A.D.527 查士丁尼大帝即位，

尊稱羅馬教會為眾教會之首
 熱愛思考並談論基督教神學，
也喜歡過問教會的事
 希望整個帝國以西元四世紀以來
逐漸凝聚形成的大公正統教義作為信仰準繩
 鎮壓包括孟他努運動在內的大小異端團體
 積極箝制異教
 貶抑希臘哲學，對俄利根相當反感，
認為他過度使用希臘哲學來詮釋基督信仰


正如教會 A.D.325 通過尼西亞信經之後，
又花了將近六十年，才在
又花了將近六十年
才在 A.D.381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做最後的確認。
整個關於基督神 人二性爭議的餘波
整個關於基督神、人二性爭議的餘波，
會繼續蕩漾二百多年。

查士丁尼接受基督二性，但太太和宗教大臣都傾向基督一性。
在他們的影響下 查士丁尼做了 件錯事 ― 下詔譴責
在他們的影響下，查士丁尼做了一件錯事
幾位安提阿派神學家，想博取埃及基督一性說陣營的歡心，
問題是 被他譴責的人早就死了
問題是，被他譴責的人早就死了…
查士丁尼的舉動反而引發舉國的公憤。
為了解決危機 A.D.553
為了解決危機，
A D 553 選定君士坦丁堡召開普世主教會議，
選定君士坦丁堡召開普世主教會議
這是第二次君士坦丁堡會議，史稱第五次大公會議。
這次會議譴責那幾位不幸的安提阿派神學家，
理由是他們採取過度激進的兩性分離說；
也譴責俄利根的思想。
也譴責俄利根的思想
明確用「位格聯合」來解釋迦克墩信經，
並且將基督神性位格與基督人性之間的關係做釐清，
並且將基督神性位格與基督人性之間的關係做釐清
 基督的人性是未墮落的人性，
但是「沒有獨立的位格
但是「沒有獨立的位格」，必須依存在基督的神格內
必須依存在基督的神格內
 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兩種作為也必須歸因於基督的神格

基督一性說在第五次大公會議後，訴諸新的策略做最後反撲，
最具威脅性的 招是宣稱 ―
最具威脅性的一招是宣稱
道成肉身的基督所做的一切是出自祂的神性與人性意志，
但既然這些意志的行為都是出於同一位基督，
而且既然基督的人性意志完全順服於祂的神性意志，
可以說基督一切的作為都是出於祂的神格與神性，
不用去考慮祂人性意志的存在問題。
這個說法被稱作「一意志說」，就是要否認基督的人性。
反對「一意志說」的最重要神學家是認信者馬克西母
反對
意志說」的最重要神學家是認信者馬克西母 ―
 基督擁有完全的神、人二意志，
人性意志沒有受罪的污染
人性意志沒有受罪的污染，
卻時刻出於自由地順服神性意志的帶領
 兩者之間和諧沒有衝突，
人性的意志也沒有因此消失或變更

第五次大公會議的共識，
等於回到了 百年前區利羅和李歐 世的原點
等於回到了一百年前區利羅和李歐一世的原點，
 經過了時空的掏洗，能夠存留下來的只有本質
 至於政治與教界的恩怨，或是個人的功過與是非，
政治 教
個人
經過時空掏洗都留不下來，因都不屬於信仰的本質，
也無法成為評斷信仰本質的可靠標準
第五次大公會議確立了主流基督信仰的認信內容，
第五次大公會議確立了主流基督信仰的認信內容
但卻無法贏回埃及基督一性說教會的心；
兩邊從此在這個關鍵的議題上分道揚鑣，
邊
在這 關
議題
道揚鑣
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基督一性說陣營在脫離了迦克敦基督神、人二性教理之後，
基督
性說陣營在脫離了迦克敦基督神、人二性教理之後，
呈現繼續分裂的趨勢，最多曾分裂成二十幾個小教派，
不乏真正的異端團體，有團體讓 三位 體」
不乏真正的異端團體，有團體讓「三位一體」
演變為「一體三神」，成了不折不扣的三神論。

西元八世紀初，回教軍隊從北非跨海，
進入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島 開始數百年的統治
進入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島，開始數百年的統治。
當回教軍隊在進攻敘利亞、埃及的時候，
當地的教會因支持基督 性說 認為遭到
當地的教會因支持基督一性說，認為遭到
支持基督神、人二性統治者的迫害，
反而歡迎外來的入侵者。
反而歡迎外來的入侵者
等到帝國的情勢回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A.D.680-681
在君士坦丁堡皇宮「問政廳」召開第六次大公會議，
 由於敘利亞、埃及教區已經被回教徒占領不再存在，
與會的神職人員比起之前的大公會議顯得大幅減少
 譴責「一意志說」、確認第五次大公會議內容
基督論爭議劃上句點，基督完全的人性獲得確立，
離 A.D.381
A D 381 第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
譴責亞波里那留主義，剛好滿三百年

回顧這段漫長基督神、人二性教理的發展史，
一個常被關切的問題可能是：
個常被關 的問題 能是
涅斯脫留主義和基督一性說到底是不是異端？
 普世教會認定，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會、統一教是異端
普世教會認定 摩 教
和華見證人會 統 教是異端
 涅斯脫留主義、基督一性說接受普世教會承認的聖經正典，
也接受尼西亞信經的三一信理，問題似乎比較複雜
歷史上所說的涅斯脫留主義導向嗣子論，遭到譴責非常合理。
 但從涅斯脫留本人的自我辯護文來看，
他並沒有主張所謂的涅斯脫留主義
有
所謂的涅斯脫留主義
 涅斯托留本人、今天的涅斯脫留教會，
都根本不屬於所謂的涅斯脫留派
羅馬天主教 A.D.1994「東方敘利亞教會」簽定復和宣言，
接納「東方敘利亞教會」稱呼馬利亞為「基督之母」，
接納「東方敘利亞教會
稱呼馬利亞為「基督之母
等於讓雙方在歷史當中的誤會得到冰釋。

「基督一性說」則是極端的教導，因著否認基督的人性，
至終會導致輕看人性，進而影響信徒的生活實踐。
會導 輕看
響
實踐
一個只有神性的基督，像是一位高高在天上的審判者，
不像是那位凡事受過試探與經煉，卻因順服而成就代贖，
吸引罪人前來就近與跟隨的道成肉身之主。
羅馬天主教 1973 將安葬義大利威尼斯
教父亞他那修的部份遺骸，
歸還給埃及的克普特東正教會。
克普特教會採納基督一性說，
克普特教會採納基督
性說
 羅馬天主教會歸還部份遺骨，有很濃的復合味道
 若羅馬天主教將克普特教會仍舊視為異端
若羅馬天主教將克普特教會仍舊視為異端，
就難以想像它會有此舉動
三一論爭議原則上是在確定「基督的神性」，
三一論爭議原則上是在確定
基督的神性」，
基督論爭議原則上是在確定「基督的神、人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