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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克墩信經開始跟結束，都提到了聖教父…
「我們跟隨聖教父，
「我們跟隨聖教父
同心合意教導人認信同一位聖子。 」
所講的聖教父 the holy fathers
指的是初代教會非常重要的神學家，
也就是在使徒過世以後，
在教會中作教導、研究聖經、查考聖經的那些神學家。
上帝設立教會作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因此使徒信經認信：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或 聖大公教會 」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或一聖大公教會。
 對聖經關於三位一體、以及道成肉身的詮釋，
聖而公之教會的宣告信仰是至關重要的
 信經具有非常高的權威，
教父們為教會所宣告的真理辯論、甚至流血，
最後漸漸在大公會議形成共識、形成了信經

迦克墩信經完整的文本
我們跟隨聖教父，同心合意教人認信同一位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其神性完整 人性亦完整；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其神性完整、人性亦完整；
是真神也是真人，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
按神性說，他與父本質相同；
按人性說，與我們本質相同；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
按神性說，祂在萬世以前受生於父；
按人性說，在這末世，為了我們與我們的救恩，
由上帝之母，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是同一位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具有二性，
不可相混，不可改變，不可割離，不可切分；
二性的區別不因互相聯合而消失；反而每一性的本質都得以保存，
會合於 個位格， 個存在的主體之內；
會合於一個位格，一個存在的主體之內；
而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卻是同一位子，獨生的，上帝的道，主耶穌基督；
以上所說的，正如先知從起初向我們宣告有關基督的事，
也如主耶穌基督所教導我們的，
及聖教父的信經所一脈相傳下來給我們的。

聖教父，教父原文其實是先賢的意思。
有 首詩歌「先賢所信
有一首詩歌「先賢所信」，第一段歌詞說到：
第 段歌詞說到
先賢之信、萬世長存，火中不滅、刀下猶生…
這樣子的歌詞的確會讓許多信徒動容。
這樣子的歌詞的確會讓許多信徒動容
今天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深深影響到我們的思維，
以致我們經常以為
每一個信徒自己去跟隨耶穌就可以了，
以為基督徒不該跟隨人、只該跟隨基督。
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教會是基督的新婦，
 上帝設立教會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上帝設立教會作為恩典的媒介、
作為人來認識上帝的媒介
所以我們跟隨基督的時候，
也要跟隨先賢的腳蹤
也要跟隨先賢的腳蹤，
與他們一同來跟隨基督。

我們跟隨聖教父同心合意教導人，認信同一位聖子。
同 位聖子 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穌
同一位聖子，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穌
以及永恆的聖子到上帝，
乃是同一個位格、是同一位，
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分開的位格。
同一位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
主
基督
其神性完整、人性亦完整。
主耶穌基督 在羅馬帝國的處境宣告基督是主
主耶穌基督，在羅馬帝國的處境宣告基督是主，
就等於是宣告基督在羅馬皇帝的權柄之上。
迦克墩信經的時代這已經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但是從保羅的時代、彼得的時代、使徒時代，
直到其後的幾百年，要認信基督為主
一直到其後的幾百年，要認信基督為主、
要認信基督是在羅馬凱撒皇帝
之上的那位萬王之王
之上的那位萬王之王，
這會招來很大的迫害、是要付上代價的。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其神性完整、人性亦完整。
基督完全是神 完全是人 fully
基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f ll God
G d and
d fully
f ll h
human，
 不可以說基督這部分是人、這部分是神
 基督的身體是人的身體、死是人的死、所流的血是人的血，
因為上帝沒有身體、不會流血
然而 徒廿28 上帝用祂自己的血救贖了教會。
這血明明是拿撒勒人耶穌的血，
但是拿撒勒人耶穌與聖子上帝 不是二位 而是 位
但是拿撒勒人耶穌與聖子上帝，不是二位、而是一位，
因此拿撒勒人的血就是上帝的血，祂的死就是聖子的死。
就同一位基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就同
位基督 完全是神 完全是人
祂完全不會死、也完全死了，
 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聖子的一部分，而是聖子完整的位格，
在十字架
不是
部
是聖子
因為祂的位格是不能分割的
 在十字架上完全是生命的主，完全是永生上帝、完全活著，
然而祂也完全是被殺的羔羊，完全死了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其神性完整、人性亦完整。
基督的位格是完整的 而神人二性也是完整的
基督的位格是完整的、而神人二性也是完整的，


迦克墩四面圍牆，形容基督神人二性的聯合是不可割離的
不能割離成兩個主體 兩個位格
不能割離成兩個主體、兩個位格，
不可以說馬利亞只是基督的母親、卻不是聖子的母親，
因為聖子與基督是同 位 不是二位
因為聖子與基督是同一位、不是二位



迦克墩信經的另一面圍牆，又形容
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聯合 不可切分
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聯合、不可切分。
神性不能像切蛋糕一樣切成不同的區塊，
而基督的人性也一樣是完整的人性，
 不能說成為肉身的，只有聖子的一部分，
另外 部分 另外 個區塊還停留在天上
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個區塊還停留在天上
 不能說聖子所成為的人，有人的身體卻沒有人的靈魂，
或只有靈魂中情感與本能的部分 卻沒有理性的部分
或只有靈魂中情感與本能的部分，卻沒有理性的部分
基督的神性跟人性都是完整的，而祂的位格也是完整的

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Truly God and truly human。
光講祂完全是神、完全是人，還不夠，
光講祂完全是神
完全是人 還不夠
必須強調祂真的是神、真的是人。
 一個完美的贗品或複製品，
個完美的贗品或複製品
可以擁有真品一切的屬性、
可以是完整的，但仍然不是真品
 基督真的是神，意思是說 –
基督不是聖子的複製品
這好像是顯而易見的真理，
但會發現我們其實經常不自覺地落入 種誤區，
但會發現我們其實經常不自覺地落入一種誤區，
把永恆聖子講成跟道成肉身的聖子是分開來的，
好像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是永恆聖子的複製品而已
好像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是永恆聖子的複製品而已。
我們當然不會明白地這樣講，
因為都知道這是錯的
因為都知道這是錯的，
但是我們的用語卻經常反映出這種思維。

譬如在神學院的課堂，經常有學生會問：
「迦克墩信經說馬利亞是『上帝之母
「迦克墩信經說馬利亞是『上帝之母』，我們明白、也贊同，
我們明白 也贊同
可是是不是不夠精確？改成『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母親』
會比只講『上帝之母
會比只講『上帝之母』，要更加地精確？」
要更加地精確？
這種問題其實反映了一種思維 –
把 God 還有 God incarnate (上帝化身) 想成兩個不同的 God，
好像成為肉身的聖子只是永恆聖子的複製品。
但是信經宣告同一位聖子、不是二位，
 基督真的是神，祂不光有完整的神性、
不是複製品 祂真的就是聖子自己
不是複製品，祂真的就是聖子自己
 不是在上帝在亞當的後裔之外，
再造出 個與我們本質相同的人
再造出一個與我們本質相同的人，
可是卻屬於亞當的族類之外、屬於另外一個族類
路加筆下的耶穌族譜 讓我們看見 – 亞當是耶穌的祖先
路加筆下的耶穌族譜、讓我們看見
亞當是耶穌的祖先、
基督與亞當有血緣關係，基督是亞當的後裔。

祂作為真人，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
分別駁斥了兩個異端 或預防 些異端
分別駁斥了兩個異端、或預防一些異端。
「有理性的靈魂」這句話，
 駁斥了當時已經存在的「亞波里拿流主義」，
駁斥了當時已經存在的「亞波里拿流主義
亞坡里拿流是第四世紀老底嘉教會的主教，
相信基督有人的靈魂 但只有情感 本能低等的部分
相信基督有人的靈魂，但只有情感、本能低等的部分，
而不具有高等的部分，也就是人的理性、意志，
所教導的基督人性當中，就是不完整的


預防了後來興起的所謂「基督一志論」，
迦克墩會議之後，異端「基督一志論 出現，
迦克墩會議之後，異端「基督一志論」出現，
與亞波里拿流主義非常相似，
 否認基督擁有人的意志
 人的意志是軟弱的，這一派異端不願意承認
聖子的位格當中可 有任何的軟弱
聖子的位格當中可以有任何的軟弱
因此就不承認基督有人的意志

有人會問：那基督的父系基因從哪裡來？
這個問題我們其實可以用各種臆測來解釋，
而這個根本不重要、也不值得去臆測。
我們只需要知道基督真的是人，
這個意思是基督真的是亞當的後裔
這個意思是基督真的是亞當的後裔，
不但擁有我們之為人的一切本質，
事與我們 樣
凡事與我們一樣。
只有這樣子，
基督才能夠照 羅馬書第五章 所講的 –
成為第二位亞當、
代表我們與上帝立約。
所以基督是真人、正如基督是真神。

一首十九世紀的聖誕歌曲〈馬槽聖嬰〉，
有 句「眾牲畜鳴鳴叫 聖嬰睡夢醒
有一句「眾牲畜鳴鳴叫、聖嬰睡夢醒，
小小主耶穌卻無啼哭聲。」
要了解作者的神學背景、所屬的神學傳統，
要了解作者的神學背景
所屬的神學傳統
 認為基督聖嬰不會啼哭、因為祂是聖子
 認為耶穌聖嬰在馬槽裡面
已經熟知摩西的律法，因為祂是聖子
 耶穌不需要學習新的知識、新的技術，
因為祂是全知全能的聖子
 耶穌在馬槽裡面可以講話
耶穌在馬槽裡面可以講話，
說： 「我餓了」，
祂不需要用啼哭聲來表達祂的飢餓
祂不需要用啼哭聲來表達祂的飢餓。
 如果祂沒有講出「我餓了」這句話
那是因為祂佯裝祂是一個普通的嬰孩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基督論！

這種基督論所要表達的，
就跟古代的「基督 志論 同出 轍
就跟古代的「基督一志論」同出一轍，
否認了基督有人的心思意念，等於否認了
路二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作嬰孩的時候，基督的智慧心智就是嬰孩的智慧心智
 祂餓的時候，不會用言語表達、只會用啼哭聲表達
因為祂是人 有人的心思意念 有人的軟弱
因為祂是人，有人的心思意念、有人的軟弱。
來四15 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體恤」原文有 同受苦 親身受苦的意思
「體恤」原文有一同受苦、親身受苦的意思。
約十一35 整本聖經最簡短的一節經文，
強而有力地向我們顯明
約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約十一35 原文只有兩個字，翻譯成中文：
耶穌哭了！

基督不只有神的意志，祂有人的意志，
而在人的意志上有人性的軟弱…
在 的意志 有 性的軟弱
來四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基督會飢餓、流淚、憂傷，這些軟弱祂都有，
祂所受過的試探都是真實的，但祂沒有犯罪，
不但沒有犯罪、祂連犯罪的可能都沒有！
在正統的基督論中，
這叫做「基督的不可犯罪性」。
基督不會犯罪，
但祂的軟弱是真實的、不是佯裝出來的，
按人性說 – 祂不想上十字架，
十字架使祂感到痛苦、讓祂感覺到排斥，
祂求神撤去這個苦杯。
祂求神撤去這個苦杯

在客西馬尼園中，
耶穌人性上的軟弱的意念展露無遺，
耶穌人性上的軟弱的意念展露無遺
祂禱告求父神撤去祂將要為百姓所承擔的刑罰，
路廿二42a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祂不是沒有軟弱、祂不是從來就不會啼哭的嬰孩
 按祂人性的意念，祂希望父把十字架的苦杯撤去
然而祂禱告：路廿二42b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聖子的意思與聖父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永恆當中聖父 聖子 聖靈彼此立約的時候
在永恆當中聖父、聖子、聖靈彼此立約的時候，
已經預定下來了，
就是要藉由十字架來拯救神的百姓
就是要藉由十字架來拯救神的百姓。
因此當基督說「不要成就我的意思」的時候，
祂指的不是按神性說的 – 聖子的意思
聖子的意思，
而是按人性說 – 祂作為人的意志。

耶穌講這句話的時候，沒有壯烈的壯士精神，
路廿二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
傷痛 禱
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我不想去 我不想上十字架
我不想去、我不想上十字架…
可是願你的旨意成就。
路廿二43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
你能想像嗎？…
按神性說，聖子的能力是無窮盡的，
按神性說，聖子的能力是無窮盡的
不需要天使加添祂的力量
 按人性說，祂有我們理性的靈魂，
祂的心思意念跟我們一樣脆弱


祂如此憂傷、沒有任何壯士情懷，
然而人性最堅強、最勇敢的一面，
也在這最脆弱的 刻顯現出來
也在這最脆弱的一刻顯現出來。

或許基督在地上的日子當中，最軟弱的一刻，
就是在十字架上吶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是在十字架
喊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可十五39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

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馬可、馬太都提到，當耶穌吶喊時，其他人都是在取笑祂…
馬可
馬太
取笑祂
但是這位羅馬的百夫長，
沒有讀過舊約聖經的外邦人…
怎麼解釋？
我們設想有一個人拿著藤條去打小孩，
 如果是別人的孩子早就逃跑了
 如果這個孩子如此挨打，卻去緊抱著那個男人哭喊：
「為什麼打我
「為什麼打我？」就可以認出這孩子真是那人的兒子，
真是
而且可以知道這個孩子平常跟父親有最親密的關係，
所以挨打不會逃跑 反而哭喊：
所以挨打不會逃跑，反而哭喊：
「我的父、我的父，為什麼擊打我？ 」

耶穌引用 詩篇廿二篇，一方面表達人性的軟弱，
另方面也展現出人對上帝最完美的信心與依靠。
另方面也展現出人對上帝最完美的信心與依靠
 祂用 詩篇廿二篇 第一句話，
對人們宣告祂現在在受苦，
乃是憑著信心在受苦、在順服上帝的旨意，而這一切
都是照著上帝原本就預定好的旨意在進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0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

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這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用那句話所表達的信心，
聖子是不需要信心的、人才需要信靠神，
基督如果沒有人的心思意念、沒有理性的靈魂，
就不可能信靠神、也不可能受苦

耶穌在十字架上面，引用 詩篇廿二篇，在在指向各各他，
不只表達被神擊打的痛苦、
不只表達被神擊打的痛苦
也充分表達了人對上帝的信心…
1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

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
6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0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
0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
耶和華既喜悅他 可以搭救他吧
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
16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
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17 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
18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這預言不正在各各他實現了嗎？

福音書記載基督釘十字架所側重的，
從來就不是基督身體上的痛苦…
來
是基督身體
痛苦
更加側重是基督在精神層面上面的痛苦，祂有人的意念，
在這意念上面有人的軟弱 祂會受苦 哭泣
在這意念上面有人的軟弱，祂會受苦、哭泣、
極其憂傷地向父神禱告、求父神撤去十字架的苦杯，
在這樣人性的痛苦當中，祂的信心才有最大的意義 –
在信心中順服聖父、聖子、聖靈在永恆中定下的旨意。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這句話與客西馬尼園裡面那句話，是相輔相成的，
表達了最深刻的軟弱 苦難
表達了最深刻的軟弱、苦難，
也表達了最深刻的信心、盼望。
迦克墩信經這些精闢的神學用語，
迦克墩信經這些精闢的神學用語
 不是抽象的哲學臆測，是真正的聖經神學，
 如果我們否認了這些教導，就沒有辦法解釋
導
辦 解
基督徒信仰裡面最寶貴的核心 – 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