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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論偏差」重要的名詞解釋
聖子神性的本體，跟聖父神性的本體、或本質，
是不是完全一樣？
1. 初期教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名詞「本體相同」，
希臘文 homoousia
h
i ，
 強調聖子耶穌基督神性的本質，
是跟聖父神性的本質完全相同
 初期教會領袖亞他拿修，是這方面重要的教父，
 也是當時教會界、神學界，最被推崇的一個領導
也是當時教會界 神學界 最被推崇的 個領導
 就是主張本體相同才是正統的教義 —
耶穌神性跟聖父是完全相同的，
神性
完
沒有絲毫遜色、絲毫減少

基督論為什麼那麼重要，從負面來說 —
所有的異端都在基督論出問題，
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其實是違背了聖經的啟示。
歷史上雖然很多基督論的異端，
卻不脫離初期教會基督論的偏差。
「日光之下沒有新事」，初期教會基督論偏差
光 下 有新事」 初期教會基督論偏差
幾個基本的型態，不斷的在教會歷史重複
 熟悉這些基本的偏差模式，再遇到類似偏差，
熟悉這些基本的偏差模式 再遇到類似偏差
心裡會有警覺、神學的敏感、嗅覺，
我們可以聞到裡面那不對勁的味道
我們可以聞到裡面那不對勁的味道，
就不會掉進這些異端的錯誤裡面

2. 本體相似，希臘文 homoiousia
 初期教會重要的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就是主張本體相似
 他們承認耶穌基督的確非常崇高，
 遠遠高過人類還有其他受造之物
 跟聖父的本體、神性的本質是那麼的相似，
只有一點點的差別而已
聽起來好像是在高舉、尊崇耶穌基督，
但在初期教會第 次 第二次大公會議
但在初期教會第一次、第二次大公會議，
訂了尼西亞信經，很確定的宣布 —
不是相似而已，
不是相似而已
聖子跟聖父那神性的本質是完全相同才對。
所以 homoiousia 本體相似派，其實是不準確的。
本體相似派 其實是不準確的

3. 本體相異，希臘文 heteroousia
ousia — 本體或本質，hetero — 不一樣
 初期很有名的就是「亞流派」，
到第四世紀還很流行
 如果耶穌的神性，跟聖父完全相同，
變成有兩個神、變成多神論，
違背了十誡、違背一神論的正確的教義
所以主張是本體相異的。
這三個名詞哪一個對呢？
Homoousia 才對，本體相同或本質相同，
聖子耶穌基督的神性
跟聖父的神性是完全相同，
是百分之百一樣崇高的。

4. 位格 — 有一些相對的屬性是不相同的…
 聖子自願降卑、被聖父差派、甘願屈居下屬
聖子自願降卑 被聖父差派 甘願屈居 屬
 聖靈甘願降為更卑，是聖父跟聖子的下屬
聖父 聖子 聖靈在位階上已經產生不同了
聖父、聖子、聖靈在位階上已經產生不同了。
成為下屬，不是小一號的神，只是甘願降卑，
成為下屬
不是小 號的神 只是甘願降卑
 你的地位跟另外一位一樣崇高，
可是你謙卑 你願意成為他的幫助者
可是你謙卑、你願意成為他的幫助者
 服從他的領導，這個是你謙卑，
不是因為你的地位比較低
Hypostasis 在表達三個各有其位格，

雖然神性是一樣崇高，
但不是只有一個位格，
三位是可以互相交往、彼此合作的。

關於三位一體，
 一體是講祂的本體是一樣的，而且是合一的
體是講祂的本體是 樣的 而且是合 的
 所以雖然相信三個位格，但還是一神論
4. 位格，希臘文 hypostasis，
英文 person，拉丁文 persona
正統的定義：
聖子有自
聖子有自己的位格，聖父有自己的位格，
聖父有自
聖靈有自己的位格，也就是三個位格。
 可以互相同在、討論、分工合作、相愛，可以合一
可以互相同在 討論 分工合作 相愛 可以合
 神性完全相同、神的屬性完全相同，
例如 無所不知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永遠到永遠的、自有永有的，
這些神性的本質是完全相同
這些神性的本質是完全相同，
絕對的屬性是完全相同

因為我們談這個只有兩講，
如果要詳細看的話 介紹 本書 —
如果要詳細看的話，介紹一本書
 沈介山，以前華神的教會歷史老師，
華人教會界很重要的教會歷史學者
 一本傑作《上古基督教思想簡史》，
華神出版，又稱《偏差溯源》
對於基督論的偏差，很簡明
對於基督論的偏差
很簡明 —
 只有一百多頁，言簡意賅，字數不多
 意思卻很完備，而且是用流暢的中文寫的
意思卻很完備 而且是用流暢的中文寫的
鼓勵有興趣的同學訂購這本書，
可 對基督論的偏差更加的了解
可以對基督論的偏差更加的了解。
這本書把初期教會兩 三百年之間 些基督論的偏差
這本書把初期教會兩、三百年之間一些基督論的偏差，
歸納成六個主要的偏差…

一、神力的神格唯一論，動態的神格唯一論


神格唯一 — 神只有一個位格，不承認耶穌本來是神，
 耶和華見證人是神格唯
耶和華見證人是神格唯一論，不承認耶穌是上帝
論 不承認耶穌是上帝
 回教，通常稱為伊斯蘭教，也是神格唯一論：
不承認耶穌是上帝 只承認是先知裡的 個
不承認耶穌是上帝，只承認是先知裡的一個，
穆罕默德是比耶穌更偉大的先知

動態 — 耶穌基督的神性
不是從永遠到永遠都是固定的型態，是動態的，
耶穌的神性是後來才有的
 神力 — 神的能力使耶穌基督這個人後來變成神，
耶穌本來不是神，是一個乖巧的小孩、
出於一個很敬虔的家庭，
是後來被神揀選、收養，才變成神的兒子的


初期教會有兩個重要的提倡人，
1. 提阿多士，或拜占庭的提阿多士，
今天的伊斯坦堡
今天的伊斯坦堡，
歷史上另一個名稱：君士坦丁堡
東方的教會領袖跟神學家，190 A.D.
 主張收養論，被判為異端、開除教籍


2. 撒摩撒他的保羅，
 在今天土耳其的東南方、幼發拉底河的河畔，
在今天土耳其的東南方 幼發拉底河的河畔
有一個城叫撒摩撒特，城外還有撒摩撒他的遺跡
 260 – 268 A.D.
A D 在安提阿當主教
 跟提阿多士差不多，都是神力的神格唯一論
或動態的神格唯 論 簡稱收養論
或動態的神格唯一論，簡稱收養論

這派又稱「嗣子論」，嗣就是後代的意思，或「收養論」，
耶穌基督本來只是一個人，
基督本來 是
人
後來，他們引用聖經根據…
太三13-17 耶穌受洗的時候呢，從水裡上來，

天忽然開了，
神的靈就像鴿子，降落在耶穌的身上，
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這一派就根據這一節聖經：
 耶穌基督本來只是馬利亞的小孩，
 是在祂受洗的那一天
上帝才宣布、才領養、收養這個人，
當作祂自己的兒子、當作神的兒子

這樣的主張為什麼後來會被定為異端呢？
1. 跟聖經的啟示有牴觸，聖經很清楚的啟示 —
宣布、證明耶穌是上帝，神性與聖父完全相同
2. 尊重理性過於尊重啟示，
這些神學家擔心三個位格會變多神論，為了合理
這些神學家擔心三個位格會變多神論
為了合理
就把耶穌解釋成 — 祂其實原來不是神，
用人的理性曲解耶穌的身分，為合理化違背了神的啟示
3. 如果耶穌基督因為自己的好處，就可以變成神的兒女，
產生跟聖經教義極大的衝突 — 需要「因信稱義」，
需要「因信稱義
信靠耶穌基督的救贖，才能稱義、成聖、成為神的兒女。
約一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照收養論…，就破壞了因信稱義的教義。

4. 如果耶穌基督只是一個人後來才變成神，


動態

表示神並沒有降卑、沒有愛我們到這種地步 —

親自道成肉身來到人間
 按照聖經，神不是高高在上，
祂道成肉身來俯就我們這些卑微的人
耶穌基督是神，卻如此降卑，這是神的愛。
如果照收養論，
照 養
就表示上帝並沒有愛我們到一個程度 —
親自成為人，
 乃是比較便宜行事，挑選一個人，
被收養後來成為神的兒子
 而不是像道成肉身這麼大的工程、
這麼偉大的愛跟降卑

錯誤在哪裡呢？
1. 跟聖經的啟示有牴觸 — 聖經不是同一個上帝，
在三個時期分三個形相或三個角色來顯現；
 好像一個人在家是父親，上班變成工人，下班看戲
變成觀眾，同一個人三個時期、三個不同的角色
 聖經 — 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聖父在不在呢？在，聖子向聖父禱告；
聖靈在不在呢？在，聖父派聖靈來幫助、充滿聖子，
三個位格是同時存在的
這個主張跟聖經三個位格同時存在的啟示，有嚴重的牴觸。
2. 尊重理性過於尊重啟示，
聽起來這樣比較合乎理性，
但實際上，不合乎神超理性的啟示。

二、形相的神格唯一論
強調上帝在三個時期、有三個不同的形相，
或者說三個不同的形態來顯現，
1. 舊約的時期，用聖父的形態出現
2. 兩千年前聖子的時期
兩千年前聖子的時期，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間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間
3. 然後耶穌死裡復活，升天，變成用聖靈的形態
同一個位格在三個時期，
用三個形相或三個形態來顯現。
代表人物撒伯流，
大概 210 A.D. 傳這一個理論。

3. 如果上帝只有一個位格，
在第
在第二個時期用聖子的樣子顯現，而聖子死了
時期 聖子的樣子
而聖子死了 —
 上帝死了，祂可以叫自己從死裡復活嗎？ 不能！
如果可以叫自己從死裡復活，
表示不是真的死，而假死了
 就是因為有三個位格，
當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聖父就藉著聖靈的大能叫聖子從死裡復活
4. 如果聖子死了、變成死定了，
 上帝就這樣死定了，這個天地就要解體
 天地、宇宙等等，並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
來一3 上帝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如果上帝死了，天地就解體了，這問題可大了！

5. 如果第二個時期，耶穌來到人間，
是上帝外表的樣子而已 不是跟我們 樣的人 —
是上帝外表的樣子而已，不是跟我們一樣的人
有人的身體、人的理性、不折不扣的真人，
只是神暫時用人的樣子顯現，就嚴重違背救贖論了…
 上帝自己訂的規矩 — 人的罪要由人來承擔
 救贖論能夠成就，就是因為耶穌
不是神第二時期的形相，祂成為人，
用人的身分來替人受罪、受死的刑罰
按照形相的神格唯一論，祂只是神不是人，
就表示祂並沒有用人的身分受死的刑罰，
讓信的人得到救贖，那這個問題也太大了
讓信的人得到救贖
那這個問題也太大了 —
 表示罪還在我們身上，耶穌並沒有替我們承擔
 因為上帝不是人，不能用人的身分替人受罰，
因為上帝不是人 不能用人的身分替人受罰
牽涉到救贖論無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