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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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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位的共性，三個位格共同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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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靈跟上帝相同
林前三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到底是聖靈、還是神住在我們裡面呢？
到底是聖靈
還是神住在我們裡面呢？
我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確信上帝是獨一真神，應該是單數的
 隱藏著三位一體的奧秘在裡面
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賽六8-9

徒廿八25-26 保羅說了一句話：「聖靈藉先知

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到底是上帝說的還是聖靈說的呢？
其實，聖靈就是上帝。

二、聖靈是造物主

聖靈

創一1-2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三 聖靈就是至高者
三、聖靈就是至高者
徒五3-4 亞拿尼亞夫妻欺騙教會，彼得責備亞拿尼亞：

「為什麼撒但充滿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呢？
「為什麼撒但充滿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呢？」
後面說：「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
聖靈就是上帝 是至高者 是輕慢不得的
聖靈就是上帝，是至高者，是輕慢不得的。
太十二32 耶穌說：「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

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褻瀆聖靈到底是什麼意思？
太十二22-24 耶穌是靠聖靈在趕鬼，
耶穌的仇敵說耶穌是靠大鬼在趕小鬼…
耶穌的仇敵說耶穌是靠大鬼在趕小鬼
褻瀆聖靈直接的意思「故意把聖靈當作邪靈」。

四、聖靈是無所不在的

六、聖靈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

詩一卅九7-8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

聖靈不是上帝的附屬品、一股能力而已，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天上地下我們都沒有辦法逃避祂，因為祂是無所不在的。
五 奉聖靈的名來施洗
五、奉聖靈的名來施洗

有些東西是附屬品、可有可無，
有些東西是附屬品
可有可無
杯蓋、杯墊…
 聖靈有自己的位格

太廿八19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聖靈跟聖父 聖子是平行的
聖靈跟聖父、聖子是平行的。
林後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一起提到，表示是一樣崇高…
奉聖靈的名施洗、奉聖靈的名祝福也在表達聖靈的崇高。

聖靈有情感…

雅四5b 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聖靈不是轉告我們的禱告，
會親自替我們禱告。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鑒察人心的
曉得聖靈的意思
聖靈有思想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聖靈有意志…

羅十五30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

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

羅八26-27 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全本聖經只有 次
全本聖經只有一次
提到聖靈的愛

是戀愛至於嫉妒嗎？
不是今天男女談戀愛，
聖靈對我們濃厚的感情，愛到一定的地步甚至會嫉妒…
十誡 — 不要我們去拜其他的神，上帝是忌邪的神，
 這是佛教徒不明白的…
 上帝是很有感情的，看見我們跟隨錯誤的，
 因為愛我們，祂會記恨的
 好像你的孩子去跟隨錯誤的朋友，
你心裏也會是很恨那一股惡的勢力

徒十六6-7 聖靈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

馬其頓

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庇推尼
亞細亞

聖靈為什麼禁止他去呢？
保羅到了特羅亞，看見馬其頓異象，他就明白過來了 —
上帝叫他趕快去馬其頓，那邊等候好要聽福音了，
所以聖靈就先攔阻他。
彼前一1 彼得寫信給庇推尼，是彼得的教區，

上帝不要讓保羅去，多一點時間作外邦人的工作。
 第二次旅行，聖靈攔阻保羅
 第三次佈道旅行，保羅到了亞細亞、以弗所
在表達聖靈有祂自己的位格，
在表達聖靈有祂自己的位格
不是一股能力、不是一個附屬品，乃是上帝。

七、聖靈很多次跟聖父、聖子相提並論
 太廿八 大使命最後是奉父、子、聖靈的名來施洗
大使命最後是奉
名來
 林後十三結束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來祝福
 其他經文如：約十四25-26、彼前一2、多三6
三位的共性，前面提到聖子是上帝、剛剛提到聖靈是上帝，
聖父是上帝沒有提，因為不需要提，
 無論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東正教徒、
天主教徒，都公認聖父當然就是上帝
 上帝雖然是三位一體，可是常常以聖父為代表
上帝雖然是三位一體 可是常常以聖父為代表
 比較有爭議的是聖子是上帝、聖靈是上帝，
所以才費 番功夫根據聖經作了 些解釋
所以才費一番功夫根據聖經作了一些解釋

三位的特性
雖然聖父、聖子、聖靈的神性是相等的、相同的，
卻有一些屬性是不一樣的，
 聖父、聖子、聖靈各有其特性
 可是在意志上是完全和諧一致的
聖父就是聖父，永遠是聖父，聖父不是聖子；
聖子不是聖靈，聖子永遠是聖子；
聖靈不是聖父，聖靈永遠是聖靈。


三者在神絕對的屬性 — 不可傳遞的屬性，

是完全相同的
 有些非絕對、相對的、可傳遞的屬性是不同的
我們 來分別看 下
我們就來分別看一下

聖父是上帝、聖子是上帝、聖靈是上帝，
聖父是上帝
聖子是上帝 聖靈是上帝
三位的共性，共同都有完整的神性。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各自的特性…

聖子的特性

聖父的特性
聖父在三位一體裡面，一直是創始者、主導者、領導者。
約六38 因為我從天
約六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
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聖父差派聖子來的，
耶穌就遵循聖父的旨意來行。
約十五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
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聖父是領導，
祂差派聖子來 差派聖靈來
祂差派聖子來也差派聖靈來，
這是聖父的特性。

一、聖子自願降卑，自願比父小，自願被父差派
聖子自願降卑 自願比父小 自願被父差派
腓二6-7 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強奪不是搶奪、搶東西，是緊緊抓住不放的意思，
祂並沒有把祂的地位抓得緊緊的，不願意放下，
 祂降卑，不是小一號的神
 是自願降卑、沒有把自己的地位抓緊不放
自願作下屬 —

約十四28b 耶穌說：「父比我大。」

好像你跟另外 位在單位裡階級是 樣高的
好像你跟另外一位在單位裡階級是一樣高的，
可是互相推讓，不表示你讓他，你就是比他小
 耶穌謙卑被差派，不表示耶穌比較小，
祂說父比我大，祂自願當下屬被父來差派


關於差派，聖經在別的地方也提了很多次…
太廿四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耶穌道成肉身來人間成為一個凡人，
 從人的角度，祂是有所不知的
 從神性的角度，祂應該是無所不知，
卻甘願受人的限制，也顯出祂的降卑
約五19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

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祂降卑、成為有限的人，凡事依靠神，
父怎麼作，祂也跟著怎麼作，
成為一個下屬、一個跟隨者。

聖靈的特性
一、自願降的更卑，
自願降的更卑
 不但願意比父小，也願意比子更小
 願意被父差派，也願意被子差派
意被父差派
意被子差派
 當作下屬，在聖父之下，也在聖子之下
約十四25-26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聖父為了聖子把聖靈差派下來，
聖靈為聖父也為聖子服務
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 切話。
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耶穌變成了一個主體…
可以看見聖靈是降的更卑。

二、惟獨耶穌有肉體
祂曾經降生、慢慢成長，曾經衰老、死亡、復活。
曾 降
慢慢成長 曾 衰老
復
聖經無論舊約、新約，都有提到耶穌的衰老 —
以賽亞書 祂沒有佳形美容讓我們可以羨慕祂，
祂的容貌比世人憔悴、比世人枯槁。
 耶穌來到人間，可能是童年家境的辛苦
 可能是後來傳道的辛苦，
祂已經被看成像五十幾歲的人…
三、唯獨聖子基督有神人二性
子 督
祂是神、也是人，
雖然道成肉身成為人
雖然道成肉身成為人，
可是並沒有失去神性，
 祂的神性、人性是並存的
祂的神性 人性是並存的
 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

約十五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
保惠師聖靈被聖父差派、也被聖子差派。
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耶穌基督是主體。
約十六7 (耶穌要離開世界到父神那裏去)

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
我若去，就差祂來。
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聖父是創始者，
祂在聖父之下，也在聖子之下，
祂在聖父之下
也在聖子之下
都是在講聖靈降為更卑。

藉著聖靈來跟我們講話

二、聖靈榮耀聖子
14 祂要榮耀我，

要把聖子的榮耀彰顯出來、為聖子作見證。
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從耶穌領受一些吩咐，然後轉告我們。
三、聖靈又稱為神的靈、耶穌的靈、基督的靈
如︰羅八9-11、加四6、徒十六6-7
這種稱呼有甘願作下屬的意思，
不要誤解成祂只是聖父的零件或附屬品，
不是的，聖靈本身是上帝，
 不是一個附屬品，而是作下屬
 在聖父之下、聖子之下，在表達祂的降卑
三位的共性，就是有共同的神性；
三位的共性
就是有共同的神性；
三位的特性，就是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