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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相榮耀，例如：父榮耀子…
彼後一17 祂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

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祂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這是在登山變貌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這是在登山變貌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耶穌在傳道之前，只是加利利的小人物，
現在聖父為祂作見證，
現在聖父為祂作見證
把祂真正偉大的身分表現出來、宣告出來。
靈榮耀子…
約十六13-14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約十六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聖靈把聖子的榮耀表現出來。

神學家、改教家加爾文，有一篇論文《論三位一體》，
從三位的共性、特性、關係來談…
共性 特性 關係來
三位的關係可以歸納成
一、一個本體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
各有其特性，實際上是奇妙的合一，
 一神、三個位格、三個不同的彰顯
 三個位格各自有思想、情感、意志，卻沒有絲毫衝突，
可以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愛、完全的同在
二、三者不是分開獨立存在，而是永遠同在、相愛、合一。
二
三者不是分開獨立存在 而是永遠同在 相愛 合
曾經在歷史上有短暫的不合一，就是耶穌釘十字架時，
 因為背負我們的罪
因為背負我們的罪，被父神擊打、苦待、遺棄，
被父神擊打 苦待 遺棄
耶穌受不了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遺棄我？」
 那是短暫的不同在 — 耶穌替我們成為罪身的形狀，
跟聖潔的父神不能混在一起；祂復活又跟父完全合一

子榮耀父…
約十七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

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讓人可以把看不見上帝的榮耀，
從耶穌所作的事情就可以看見了。
約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上帝本來是靈，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
上帝本來是靈
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
 耶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讓人看見
 不只是有肉體，而且充充滿滿的有恩典
不只是有肉體，而且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有真理
 恩典就是上帝慈愛的那一面
 真理就是上帝公義的那
真理就是上帝公義的那一面
面
上帝的慈愛跟公義，耶穌基督充充滿滿的表現出來

四、分工合作的關係，在救恩方面，
 我們能夠得救是因為
聖父揀選、聖子救贖、聖靈感動我們，
才回轉歸向主、才能夠得到這個救恩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
 聖父預備救恩、聖子完成救恩、聖靈施行救恩
 把耶穌所成就的十字架救恩，施行在我們身上
彼前一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祂血所灑的人。
是聖父的揀選，聖靈的感動，
還有耶穌寶血的拯救。

四、分工合作的關係，在神的創造方面，
聖父事先就作規劃 是 導
聖父事先就作規劃，是領導、主導者，在這過程，
導者 在這
 聖靈在不在？ 在，聖靈孕育萬物…
創一2b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聖子在不在？聖子在，箴八22-30
22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27-29 他立高天，我在那裡；他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高
我在那裡
在淵
周
劃 圓圈
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為滄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 我在他那裡為工師，日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踴躍。


不完全等於工程師，反而比較像工地的領導，
 工程師像是聖父在背後來規劃
 直接執行，陸海空天地都由祂造出來，是誰呢？
是耶穌基督！

林前十二3b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我們能夠信主，是聖靈的感動，
然後我們才能夠認識聖子是主。
聖父
帖後二13b 因為祂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因信真道，
又被聖靈感動 成為聖潔 能 得救
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得救不是上帝一個位格做的，
也不是聖子一個位格做的
 聖父起初的揀選、後來有聖靈的感動，
也是合作的關係，我們才得救的


我們怎麼知道呢？箴言第八章 沒有說是耶穌啊？
約一3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
 聖父不是直接的造物者
聖父不是直接的造物者、是規劃者，
是規劃者
真正直接把萬物造出來的是聖子


西一15-16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愛子是
能看 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 地上的；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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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分工合作的關係
來一2 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箴八 可以肯定是耶穌基督，至少有 約一、西一、來一 三處證據。

五、固定主從的關係
主管跟從屬 就是下屬 在上做領導 在下做隨從 —
主管跟從屬、就是下屬，在上做領導、在下做隨從
 聖父派聖子來，聖父是主導，聖子是下屬、是從屬的
 聖父也派聖靈來，聖父是主導，聖靈是下屬
導
 聖子也派聖靈來，聖子在聖靈之上，是主管，
聖靈是下屬，被聖子差派
這關係是固定的，從來沒有對調過，
 不會耶穌當老二這麼久，今天換我當老大
 聖靈也有沒說現在換我當老大，好不好？
六、聖靈是神的靈，也是耶穌的靈
 有一種下屬的關係，不要把祂當作附屬品
有 種下屬的關係 不要把祂當作附屬品
 聖靈不是一個附件、零件，
祂是自己有神的位格的上帝
是自 有神的位格的 帝

八、聖父用聖靈來膏聖子
約三3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

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我們是有限量的，會被聖靈「充滿」
 耶穌是無限的充滿，是
耶穌是無限的充滿，是一個無限大的器皿，
個無限大的器皿，
雖然道成肉身成為凡人，可是講的話是最高權威…


七、聖子從聖父領受聖靈，來為聖徒施洗
徒二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

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表達聖子升天、從聖父領受聖靈、為我們施洗，
表達
升天 從 父領受 靈 為我們施洗
就把聖靈澆灌下來，把我們洗乾淨。
─
我 救主 厚厚澆灌在我 身
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多三6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

三位有一種奇妙的、配搭的關係，
三位有
種奇妙的 配搭的關係，
我們領受聖靈，
是聖父、聖子、聖靈合作的。

九、耶穌將來要再來，
上帝要對這個世界作最後的審判，
是聖父自己作審判嗎？還是聖靈來審判呢？
不是…
約五22 父不審判甚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來一8-9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論到子 說 「神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國權是正直的。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
所以神 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 勝過膏你的同伴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跟耶穌同工的就是了，我們也可以成為耶穌的同伴。
耶穌所領受的任務，特別十字架的刑罰，太辛苦了，
所以聖靈給祂無限量的聖靈，才受得了，
才能夠完成父神給祂的一切使命。

這個審判者是誰呢？ 耶穌基督，
 聖子是審判者
 聖父是那個背後的、最高的領導
聖子也是上帝 但不是另外一位上帝
聖子也是上帝，但不是另外一位上帝，
 是跟父神合一的一個奇妙的第二個位格
 代替聖父來直接施行審判

三位一體常用的比喻 —
一加一加一怎麼會等於一呢？
怎麼會等
一、水、氣、冰…，
可以變液體、氣體、固體，好像三位一體，
 水結成冰的時候就是固體，就不是液體，
燒成蒸氣的時候，就是氣體，不是固體，
其實只是一個位格而已
 三位一體是同時存在、彼此同在的，
水 氣 冰不夠來表達
水、氣、冰不夠來表達
二、太陽像聖父、陽光像聖子、
太陽的溫度像聖靈，
 陽光只是陽光，沒有太陽一切的屬性
 聖子有神一切的屬性，跟太陽的比喻不一樣

三位一體比較好的比喻 —
一、1 + 1 + 1 = 1 ，這不是好的比喻，
如果用乘法 1 ＊ 1 ＊ 1 = 1
二、唐崇榮牧師說，
你有一本聖經、我有一本聖經、
有 本
我有 本
另外一個有另外一本聖經，
三本聖經都不一樣，
可是基督徒信的是同一本聖經
三、完美 + 完美 + 完美 = 完美
四、∞ + ∞ + ∞ = ∞ (無限)
我覺得這兩個公式，比較能夠表達上帝

三、好像人的三個角色 —
在家是
在家是父親、上班變工人、看戲變成觀眾，
變
看戲變成觀眾
 上班的時候，其實就分身乏術…
他有三個階段，其實只有一個位格
 三位一體是分身有術的，聖父、聖子、聖靈是永遠同在的
有異端把它解釋成 舊約神是用父的型態，
四福音時代，神是用子的形態出現，
五旬節以後，上帝是用聖靈的型態出現，這不對的
 耶穌降生之前，聖父、聖子、聖靈就在了
耶穌降生之前 聖
聖子 聖靈 在了
 耶穌降生的時候，聖父、聖靈也是陪著聖子的
 升天以後
升天以後，聖靈降下，聖父、聖子也都在
聖靈降下 聖父 聖子也都在
四、靈、魂、體三分法，不能解釋成三位一體，
 人的肉體只是肉體，並沒有人的
人的肉體只是肉體，並沒有人的一切屬性
切屬性
 等談人論、三元論再講

結論
一、奧古斯丁一篇文章論三位一體，
奧古斯丁 篇文章論三位 體
是出於神的啟示，不是人用自己的理性證明出來的，
不是討論以後就可以明白，是「先信後知」，
「
 不是知道以後才信三位一體
 受聖靈的感動，信耶穌以後，跟父神和好，
 才發現聖父是上帝、聖子是上帝、聖靈是上帝
 但不是三神論，不是三個分開的神，是三合一的神
聖經沒有 三位 體」這樣 個名詞
二、聖經沒有「三位一體」這樣一個名詞，
 是初期教會神學家的結論
 充滿著證據 — 三位的共性
三位的共性、特性、關係
特性 關係
三、沒有辦法用口才、理性完全理解、講清楚，
卻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親身經歷到的 —
聖靈的感動、聖子的救贖、聖父的揀選…

四、上帝同時有獨一性、同時有多元性 —
祂是一神，可是卻有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
是 神
是 有
靈三個位格
 舊約比較強調獨一性，基本上就是聖父
 新約，聖子、聖靈都很明顯了，多元性比較強調，
講聖子是神、聖靈是神，
大家不會搞混、不會變多神論了
五、神三位一體的自我啟示，是漸進的，
 舊約聖父一神的位格很清楚了
 後來耶穌來了，聖子也清楚了
 五旬節聖靈來了，聖靈也清楚了
六、聖父是上帝、聖子是上帝、聖靈是上帝，
不是
帝
但不是三個上帝，
而是只有一位三而一的上帝

七、三位一體可以應用在一切的團體當中
1. 聖父、聖子、聖靈神性相同，但是特性不同，
任何團體，也要彼此欣賞不同的特性，
彼此的差異不是讓我們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欣賞
2. 三位
三位一體地位相同、都是至高者，卻有不同的次序…
體地位相同 都是至高者 卻有不同的次序…
我們也要甘心捨己，願意降卑，不要每個人都要當領導，
才不會變成雙頭馬車，這個團體就很難行動了
3. 目標相同，卻是角色不同 — 創造上、救恩上分工合作，
 根據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同心、一樣的目標，
根據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同
樣的目標
卻有不同的角色，不要互相排斥、互相嫉妒
 神給你怎麼樣的角色，把你的角色演好就對了
神給你怎麼樣的角色 把你的角色演好就對了
三位一體，不是一個神學理論而已，
位 體 不是
神學
用在一切的團體，就會讓一切的團體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