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神論的基本概念

大眾系統神學
神論

第十一課…

一、只有一位上帝
二、這位上帝有三個位格
這位上帝有三個位格
聖經沒有用三個位格來定義上帝、不是聖經直接宣布
 是初期教會領袖
是初期教會領袖，根據聖經裡很多很清楚的教導，
根據聖經裡很多很清楚的教導
所歸納出來的一個名詞 — 三個位格


三一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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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簡單的說，是可以互相交往
位格簡單的說
是可以 相交往
 不是神學家自己發明，那時還有一個含意 —
演員演戲的時候，會帶面具，
有時戲裡有好幾十個腳色，只有五、六個演員，
那怎麼演的呢？換個面具就可以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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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父是上帝、聖子是上帝、聖靈是上帝
 上帝不可傳遞絕對的屬性，
上帝不可傳遞絕對的屬性
聖父有、聖子有、聖靈也有，
而且是相同、相等的
 聖父的神性、聖子的神性、聖靈的神性，
都是百分之百的、同等的、相同的
四、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不是聖靈、聖靈不是聖父，
三個位格各有其特性，三者是互相交往、
可以互相討論、彼此同在、彼此相愛的
五、三者之間有分工合作的關係，
各有特性、按照不同的特性互相配搭，
一起來進行一些事工、
成就許多偉大美好的事情

面具也就是位格 拉丁文 persona
面具也就是位格，拉丁文
persona，用來形容上帝
用來形容上帝 —
聖父、聖子、聖靈，是這同一位上帝三個不同的表現。

從三個角度來認識三一神論…
一、三位的共性，相同、相等的地方
二 三位的特性 彼此不相同的
二、三位的特性，彼此不相同的
相同，就是神性相同、權能榮耀相等
 卻有某些非絕對的屬性是不相同的


三、三者的關係，
有同有不同 是怎麼配搭的
有同有不同，是怎麼配搭的
從這三個角度來看三一神論，
 會比較完整、清晰，不會太複雜
 加爾文有一篇論文，論三位一體，
加爾文有 篇論文 論 位 體
就從這三個角度來解釋三一神論
內容 方面參考他
內容一方面參考他，
一方面直接從聖經來作根據、來歸納。

三位的共性
 父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上帝是自有永有的、至尊、
父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有 有
尊
至聖、全智、全能、全愛、祂是創造者等等
 子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聖靈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詩二7 受膏者(就是彌賽亞，新約希臘文就是基督)說：

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耶和華的兒子是不是神？神的兒子必然是神！

聖子耶穌有哪些特性跟聖父完全相同呢？
約一1-2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時間上 其他受造之物是某個時刻開始才存在
時間上，其他受造之物是某個時刻開始才存在，
耶穌是在一切之初、之前就已經存在
 一3
3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
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
樣
不是藉著祂造的。耶穌是造物者，不是受造者


神的名字，耶穌也在很多經文裡直接被稱為神…
賽九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稱他為全能的神，所以祂有神聖的名號
 永在的父，不要跟聖父混為一談，
 耶穌為我們誕生，成為我們屬靈上的父親
 像父親一樣很慈愛的用祂的能力來照顧我們，
耶穌是以馬內利，可以照顧每一個基督徒


我有女兒還很小，我已是中年人邁向老年了…
我努力鍛鍊、可以成為她永在的父嗎？不可能！
永在的父是在講耶穌是永遠不離開的，
祂是以馬內利。

怎麼知道 — 「道」就是耶穌基督？
約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約五18 猶太人越發想要殺祂；

這是聖經直接宣布

因祂稱神為祂的父，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約十30 我與父原為一。

這是在表達耶穌是上帝。
這是在表達耶穌是上帝
祂也是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的後裔。
衛
拉罕
裔
羅九5 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

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
按祂道成肉身以前就有的生命，是神的身分。
聖經有很多地方直接宣布 — 聖子是上帝。

以賽亞書有好幾個地方在預告耶穌基督來臨，例如：
賽四十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約一22-23 有人來問約翰說，你到底是誰啊？

施洗約翰就說，我就是正如先知以賽亞說的…
洗約翰就說 我就是正如先知 賽亞說的
古代君王巡視國土時，會有人出來呼喊要把路鋪好，
這裡形容將要來的耶穌是誰？
賽四十3 耶和華、神，約一23 修直主的道路，
所以耶穌有神、有耶和華、有主的名號。
提前三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

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
是在講耶穌，祂在肉身顯現，宣布耶穌有神的名號。

耶穌有神的各樣屬性，例如：
1. 祂是永恆的 — 賽九6 祂是永在的父。
永在
約八58b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來一8a 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2. 無所不在 3. 無所不知 4. 無所不能

— 神性的本體、神絕對的屬性永遠不變，不是不動…
馬來西亞大同廟、有七個門，把耶穌做成一個偶像…
 耶穌是不變的，不表示祂是偶像 —
偶像是不動、呆版
 祂的本性從永遠到永遠都是那麼完美，
進行
作
成
事
很活潑的進行、動作、完成一切的事，
本性不變，動作是會變的
6. 神一切的屬性都在耶穌裡面，保羅總歸納…
神 切的屬性都在耶穌裡面 保羅總歸納
5. 不變

西二9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

2. 神的護理

1. 祂是造物者
西一15-16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耶穌卻道成肉身來到世界讓我們看見了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不要把祂誤解成第一個被造的，
是元首 領導 是 切受造之生命的元首
是元首、領導，是一切受造之生命的元首
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
耶穌是造物主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執政的 掌權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
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
相配搭 — 聖父規劃好，靠耶穌、藉著耶穌而造
父規劃好 靠耶穌 藉著耶穌而造
互相配搭
又是為祂造的。

4. 耶穌行了很多神蹟奇事

約三35 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
來一3

從神聖的作為，看見耶穌是上帝

他是神本體的真相，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萬有不是自己會永遠運轉的機器，是耶穌在保護跟管理。
3. 耶穌赦免人的罪
太九2-7、可二7-10 (醫治癱子)

耶穌說：你的罪赦了。
猶太人說：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
耶穌怎麼有這麼大的權柄？因為祂是神！

耶穌曾說：「我們也要赦免人的罪」，
 我們的赦免只是不計較…
我們的赦免只是不計較
 如果沒有向神悔改，罪還在他的身上，
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
猶太人這句話並沒有講錯，他們只是不相信耶穌是神。

少數的使徒、先知、基督徒靠神有一些神蹟
少數
先
基督 靠 有
蹟
 耶穌直接行神蹟，看四福音耳熟能詳、不勝枚舉


— 耶穌傳道過程叫死人復活，
預告將來叫 切死去的人都活過來 接受審判
預告將來叫一切死去的人都活過來，接受審判

5. 叫死人復活

6. 末日的時候，萬物的銷化、復興

上帝最後要用火來審判、融化，然後復興，
執行者是誰呢？耶穌再來，成為審判者
來一11-12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

像衣服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捲起來，
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
改造成為新天新地
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人受審判、信的人死而復活、耶穌再來，要產生榮耀變化…

神聖的尊榮都在耶穌基督身上
林後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聖父、聖子、聖靈是並列的。
太廿八19b 要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父、子、聖靈是平行的，
父
子 聖靈是平行的，
從平行就知道是一樣的尊榮。
聖經直接的宣告，祂有 —
神聖的名字、神聖的屬性、
神聖的作為、神聖的尊榮，
在描寫聖子耶穌是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