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論教義

異端分辨

解釋三位一體的四個步驟，第一步驟：是神的三，聖父、聖子、聖靈都是神，
我們這一集就深入經文的解釋…

第五課…

第一個步驟的第一點，聖父是神的經文，
第
個步驟的第 點
父是神的經文
約二十17b 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
這是復活以後的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 介紹這位父是他的神 也是我們的神
這是復活以後的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介紹這位父是他的神、也是我們的神。
所以聖父是神，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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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步驟的第二點，聖子是神，三位中的第二位。
有 90% 的異端犯的錯誤是基督論，會是這麼有效的照妖鏡，
是因為聖經講得非常的清楚，耶穌是完全的神，最重要的經文是在
約翰福音第 章、歌羅西書第一章
約翰福音第一章
歌羅西書第 章，把基督的神性講得非常的清楚。
把基督的神性講得非常的清楚
約一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 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耶穌基督在 約翰福音 裡名稱叫作道 logo，這位道是在萬有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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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步驟第三個重點，聖靈也是神…

 創世記 的起初是有了宇宙萬物，有了空間的世界，時間才開始算，時空是相對的

詩104:30 你發出你的靈，牠們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

 約翰福音第
約翰福音第一章
章 的太初，是指還未有時空之前的太初，

聖靈是創造主，祂參與創造的工作。
我們引用舊約經文的時候，是用基督教的眼光、基督徒的角度來讀，
因為舊約原來是寫給猶太人的，可是猶太人到如今
都沒有接受三位一體，只有接受三位中的第一位，
所以我們是從基督徒系統神學的角度來讀詩篇。

就是在永恒中，道已經存在了，而且道就是神，
這一位道與神同在，而且祂是造物主，萬物是借著祂造的
這是第一處最重要的經文，是指三位中第二位是完全的神。
西一15~16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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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都是藉著他造的 又是為他造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講到愛子，三位中的第二位。
這一節就是把耶穌跟萬物區分出來了，祂不是被造的，祂反而是造物主，
他是世界存在的原因、他是萬物存在的基礎跟目標。

約三5 聖靈是救主，這是耶穌跟尼哥底母論重生的經文—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可見聖靈使人重生、聖靈是救主。
詩139:7~8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神的靈是沒有辦法躲避的，他無所不在，人沒有辦法逃避聖靈。

約翰福音一章 跟 歌羅西書一章，都向我們顯示：

聖子是完全的神，祂是創造主、也是救贖主。
聖子是完全的神
祂是創造主 也是救贖主
整個 約翰福音，就是介紹這一位救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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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二10b 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3

顯示聖靈無所不知，他沒有甚麼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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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講了，聖靈無所不在，也講到聖靈無所不知，
現在就缺了聖靈無所不能的經文…
現在就缺了聖靈無所不能的經文
伯卅三4 這一節是比較間接的歸納—神的靈造我；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
「神的靈」平行于下面的「全能者的氣」 ， 「造我」平行于「使我得生」 ，
 這一節的意思是說聖靈造我，聖靈參與創造的工作，聖靈就是創造主，
聖靈參與創造、護理，這個宇宙的工作，聖靈是全能者 almighty
 聖靈既然能夠創造、能夠給生命，所以也就是說祂大能到極點了，
聖靈既然能夠創造 能夠給生命 所以也就是說祂大能到極點了
那意思說祂就是創造主，祂無所不能
聖靈全在、全知、全能，所以有誰能夠否定聖靈是神呢？

解釋三位一體的第二個步驟，是強調神的「一」：聖父、聖子、聖靈是同一位神，
不是三位不同的神、而是同一位神。
聖經從第一卷 創世記 到最後一卷 啟示錄，都在介紹神只有一位…
創一1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
起初神創造天地。天地就是宇宙萬物的意思，宇宙萬物都是受造的，
天地就是宇宙萬物的意思 宇宙萬物都是受造的

只有神是造物主，這個神用的是單數型態，只有一位創造主，
創造的動詞是單數型，其他天地萬物都是受造的，包括人類、天使都是受造的。
啟四11 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長老，在寶座前敬拜神，他們的禱告詞是這麼說的：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所有的受造物都當敬拜這位獨一的造物主。

上帝的每一個屬性，上帝的每一個特徵，聖靈都具備，
聖靈是創造主，祂也是救主，祂使人重生得救，
聖靈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聖靈也是完全的神。
這是我們解釋三位一體的第一個步驟，
聖父是神 聖子是神 聖靈也是神 聖經的經文很清楚
聖父是神、聖子是神、聖靈也是神，聖經的經文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聖經不熟的話，就很難跟異端抗辯！

賽四三10~11
賽四三10
11 耶和華說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
你們是我的見證 我所揀選的僕人 既是這樣 便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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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四四6 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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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三位一體的第三個步驟，就是彼此的關係，
聖父跟聖子的關係就是「生 的關係
聖父跟聖子的關係就是「生」的關係。
如果要研究三位一體，約翰福音 是很不錯的書卷…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創造主才有資格 才有能力，救贖祂所創造的萬物。
所以祂也是空前絕後，獨一的真神。

約一14
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唐崇榮牧師有一個很不錯的例證，他說：
神，這一個字的希伯來文 Elohim，
後面的字尾 him，是希伯來文的複數型字尾、字的尾巴，是複數型態，
是希伯來文的複數型字尾 字的尾巴 是複數型態
可是 Elohim 這一個名詞，後面所接的動詞，通通是單數型，
譬如：上帝創造天地；
上帝伸出膀臂，將以色列人從埃及地領出來，那個伸出膀臂的動詞；
神向萬人施慈愛，施慈愛也是動詞；上帝發怒，祂發怒的時候鼻孔會冒煙。
這種動詞都是單數型態。名詞是複數型態，但是動詞是單數型態，
所以這個是很好證明，我們的神又是複數、又是單數，
神是三、又是一，一而三、三而一，
神是三
又是
而三 三而
我們不能夠只強調神的一，而不突顯祂的三，反之也是如此，

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有。
惟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救主。
這位創造諸天全地的耶和華，他是救主，在他之前沒有救主，在他之後也沒有，
我們可以說祂是空前絕後，祂是獨一的創造主，也是獨一的救贖主。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 裡，耶穌都被稱為「父的獨生子」。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
這個「生 字 是聖經的作者受到聖靈的默示感動
這個「生」字，是聖經的作者受到聖靈的默示感動，
很謹慎、很小心的、很嚴謹的所採用的字彙，
 跟人間媽媽生孩子的生，是不一樣的生
跟人間媽媽生孩子的生 是不 樣的生
 主要是區別聖子跟聖父的關係，我們這些被造的萬物跟聖父的關係
我們也稱聖父是阿爸父，可是我們跟聖父的關係是「造」 ，被造以前我們不存在；
耶穌基督跟父神的關係，是「生」的關係，耶穌是上帝所獨鐘的那一位獨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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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四16~17a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第四個步驟，那個奧秘就出現了，如果你通不過那個奧秘，就會淪為異端，
多半三位 體的異端，都是出在第四個步驟弄錯了。
多半三位一體的異端，都是出在第四個步驟弄錯了。
第四個步驟是聖父、聖子、聖靈各有特色，
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也不是聖靈，奧祕就在這裡。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
這位真理的靈，是耶穌之外另一位保惠師，
也可以翻譯：上帝的就賜給你們另一位 Another one，
聖靈是耶穌之外的另一位，聖靈不是耶穌，聖子跟聖靈是不可以混淆的。

 如果聖父也是聖子、聖子也是聖靈的話，那神是三、又是一，

約十五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 (差遣 seeding ) 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

完全講得通，A等於B、B等於C，所以 ABC 是同一位，
這完 講得通
這完全講得通的，那個理性就可以過關的
個理性
關
 但聖經說，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也不是聖靈，聖靈是耶穌之後的另外一位，
如果不同 位 祂們又是同 位神 吊詭最大的奧秘 就在第四個步驟
如果不同一位，祂們又是同一位神，吊詭最大的奧秘，就在第四個步驟。
三位為什麼不一樣呢？因為祂們各有特色，
祂們角色是不一樣，功能也不一樣，雖然工作是重迭、是合作的，
但是角色是各有特色，三位都是完全的真神，三位同榮共尊，
三位之間彼此有團契，團契就是溝通。

聖靈由父子而出、聖父聖子是差遣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聖靈由父子而出
聖父聖子是差遣聖靈 他來了 就要為我作見證
耶穌去了、耶穌升天，聖靈才來。
聖靈主要的任務是要為耶穌做見證 還是以耶穌為主
聖靈主要的任務是要為耶穌做見證，還是以耶穌為主。
十四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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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話。
我們再一次複習，第三個步驟，
 聖父跟聖子的關係是生的關係，聖靈與聖父、聖子的關係是出的關係
 用主動的方式來表達，聖父生聖子，聖父聖子差遣聖靈
那個動詞，聖經都有一定的用法，所以不可以混用、不可以隨便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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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子的角色祂是救主，祂是救恩的代理者、完成者，是神人之間的中保。
對基督教來說，三位中的第二位祂是最大的特色，
因為三位中，只有第二位具有人性、有人的身體。
舊約的經文有時候說神的使者向人顯現，那個使者
是有人的形體的、是人看得見的、可以跟人互動的；
三位中只有第二位才有人的形體，所以很多解經家都說：
舊約裏面向人顯現 又接受人敬拜的使者 應該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第二位
舊約裏面向人顯現、又接受人敬拜的使者，應該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第二位。
第三位，聖靈，是保惠師、訓誨者、訓慰者、安慰者、輔導者，
祂也是保惠師 就是辯護者 在法庭的面前為人辯護
祂也是保惠師，就是辯護者，在法庭的面前為人辯護。
三位中聖靈最靠近我們，因為聖經說聖靈就在我們裏面，
人生最沮喪 最低潮的時候，有時候會覺得上帝很遙遠，
那個時候，好像跟聖靈禱告最貼心、最靠近。
三位各有特色，但是工作是重迭的，三位在創造、救贖、使人成聖的過程，
都攜手合作 祂們相連貫通
都攜手合作，祂們相連貫通。
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也不是聖靈，聖父、聖子、聖靈的位格，是不可以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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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救恩歷史的過程來說，三位的角色跟功能是不一樣的，
從救恩歷史的過程來說
三位的角色跟功能是不 樣的
雅一17 聖父是一切的源頭。所以我們理當將頌讚、榮耀歸給他。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