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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分辨

第二個錯誤的三位一體，它的通俗的名稱叫做養子論、或嗣子論，
三位中的第二位耶穌基督是被上帝收養的兒子，正式學名是「動力神格唯一論」，
強調神的 、上帝的獨 性。至於有時候會感覺有兩位神、三位神
強調神的一、上帝的獨一性。至於有時候會感覺有兩位神、三位神，
是從動力 power 能力，從能力來看好像有兩位神。

第七課…

三一論的異端
三一
論的異端

能力是指耶穌基督受洗的時候領受能力。耶穌受洗以後，祂就開始出來傳道、
能力是指耶穌基督受洗的時候領受能力
耶穌受洗以後 祂就開始出來傳道
醫病趕鬼，所以醫病趕鬼的能力，就是耶穌受洗的時候所領受的，
也就是說耶穌受洗的時候，祂正式被上帝收養為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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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論的第二種說法，是耶穌是在復活的時候領受能力，
上帝把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賜給耶穌、賜給祂能力，叫祂能夠復活。
養子論引用的經文 太三17 耶穌受洗的時候，父神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引用 詩二7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在新約聖經屢屢地被引用過。
今日是一個時間的副詞，也就是說：
今日是
個時間的副詞，也就是說：
昨日你還不是我的兒子，今日之後你才是我正式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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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第二篇 又被稱為君王登基詩，

動詞「生」的希臘文是現在完成式，英譯為 I Have Begotten You，
希臘文文法意涵：那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永恆真理，
也就是說耶穌的神性是永恆中就存在了。
奧古斯丁，是初代最聰明的神學家，
他說：詩二7 的今日是在永恆中的今日，
耶穌的神性是在永恆中不斷地被生出來。
是 個持續進行的永恆真理 是永恒中的出生 英文是 eternal generation。
是一個持續進行的永恆真理，是永恒中的出生，英文是
generation
也就是說耶穌的神性，是亙古就有了。

君王即位的那一天，以色列人要在聖殿，誦讀 詩篇第二篇，
在登基前一天祂只是太子，登基之後，才是君王。
耶穌在受洗之後，或者是復活之後，
祂才是上帝，才是正式有神性，在之前不是。
也就是說，耶穌的神性在受洗以前，或者是復活以前，祂不是神，
祂是受時間限制的 祂的神性是不完整 所以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祂是受時間限制的，祂的神性是不完整，所以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來一5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希伯來書第一章 是將我們的大祭司耶穌基督與天使做比較，
天使，神從來沒有講過這一句話「我今日生你」，
就是那個生字，似乎有時間的限制，但是我們繼續往下面看：
一8 說得很清楚，論到子卻說：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所以這裏其實已經在提示我們，這個今日是永恒中的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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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神學家，認為生這個字，是聖子榮耀尊貴的地位，
近代的神學家
認為生這個字 是聖子榮耀尊貴的地位
甚至是指向耶穌基督復活被高舉的時候。
所以其實嗣子論講的某一方面也沒錯：
耶穌的神性，是彰顯在祂受洗的時候、或者是祂復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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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特別強調說，不是那個時間點，不是受洗或者是復活的時間點，
約翰福音 講得非常的清楚：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講得非常的清楚 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聖經既然講得那麼清楚，異端就沒有辦法混淆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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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流的這種說法，導出的結果就是：
 聖子是受造的、是有一個開始的，聖子在出生以前並不存在，
也就是說時空裏有一度沒有祂
 亞流的動機是為了維護基督教獨一真神的教義，為了避免多神論，
所以如果耶穌也是完全的神的話，基督教豈不是有兩位神嗎？
所以他只好把耶穌的神性往下拉一點

第三個錯誤的三位一體：亞流論、亞流主義，之所以有名，
是因為近代也有相同的異端團體，而且源自於美國，
他們在佈道上的積極跟活躍，所以很受到留學生、移民者的青睞。
亞流是初代教會的領袖、是亞歷山大教會的長老，
亞流是初代教會的領袖
是亞歷山大教會的長老
為了要強調神的獨一性、避免多神論，就犧牲了耶穌的神性，
他認為 Logos，基督是受造物，從出生，然後少年到成年，
祂既然會改變、會成長、會受苦，
所以就不是與神同等，只要次於父就可以了。

亞流的老師，是正統教會的教父，教父是跟異端打對台的，
亞流的老師
是正統教會的教父 教父是跟異端打對台的
異端的領袖就是異端；正統教會的領袖稱為教父。
俄利根在三位 體上提倡次位論 隸屬論
俄利根在三位一體上提倡次位論、隸屬論，
師生兩個人的理論，是不太一樣的：
俄利根認為耶穌基督是在永恆中受生；亞流認為耶穌基督是在時空中受造。

亞流認為耶穌基督不過是在道成肉身的時候受造
亞流認為耶穌基督不過是在道成肉身的時候受造，
可能在道成肉身以前是天使長，是眾子的首位，
眾子就是諸天使 是受造中的存有中最高 那 位 首位
眾子就是諸天使，是受造中的存有中最高的那一位、首位；
祂在世的時候取了人的形像，祂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又將至高的名賜給祂，要將祂升高，回復給祂那個天使長的頭銜。
這個就是古代的亞流主義，也是現在一個很龐大的基督教異端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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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在 AD325 尼西亞會議來處理。這是由皇帝君士坦丁所召開的大公會議，
他是政治的領袖，他那時剛剛統 了帝國，但是他管轄之下的教會，
他是政治的領袖，他那時剛剛統一了帝國，但是他管轄之下的教會，
卻為了三一論而分裂，所以為了帝國的統一起見，皇帝就召開了教會的會議。
尼西亞位於小亞細亞，距離東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大約45英哩的腳程。
在這一次的會議裏面，亞流就被定為異端。

俄利根提出的聖經內容、聖經根據有幾項，
1 耶穌基督是父的獨生子，為父所生，有父才有子，所以祂是次於父。
1.
耶穌基督也曾經說過，父是比我大的 (約十四28)。
2. 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常向天父禱告，禱告就是位階低的向位階高的禱告，
也就是說在歷史時空上，耶穌的位階、祂的身分是次於父。
3. 林前十五24 在末了，子要將國交給父。也就是說聖子將來也要向聖父交帳。

亞流是亞歷山大教會年長的長老，在同一個時代，
有 位年輕的長老叫做亞他那修
有一位年輕的長老叫做亞他那修，
都是齊名的，不過一個是教父、一個是異端。
亞他那修是 個年輕人 是愛主敬虔 生活嚴謹 又有口才的長老
亞他那修是一個年輕人，是愛主敬虔、生活嚴謹、又有口才的長老，
認為有關耶穌基督位格的問題，非常的重要，它關係到人類救恩的問題。
 亞流最大的問題，是失落了救恩的基礎
 亞他那修自始至終態度堅決，為了堅持他的立場，曾經被放逐了五次
亞他那修說：如果基督不是神的話，那他所完成的救恩是很有限的，
世人因為罪的緣故，我們處於無能為力、無力自救，
只能夠等候神來施行救贖…

正統的教父跟異端，常常是一念之差，俄利根說
正統的教父跟異端
常常是 念之差 俄利根說 在永恒的本體中，
在永恒的本體中
父子同榮共尊，聖父跟聖子是同等的，只是進入歷史時空中，子次於父；
但是他的學生亞流 是把歷史時空的次於父 轉到了永恒中本體
但是他的學生亞流，是把歷史時空的次於父，轉到了永恒中本體，
子是次於父、子是受造的。
歷史時空中，子的角色、子的功能、子的程序上祂是次於父；但是如果在永恒中，
父子應該是同榮共尊，應該是同等、平分秋色的。
亞流因為犯了這個很嚴重的錯誤，引起教會中很大的亂局，
在亞歷山大的教會裏面 引起很大的風波
在亞歷山大的教會裏面，引起很大的風波，
亞流派的爭論，造成了教會長期痛苦的爭辯…

俄利根的隸屬論，是有聖經依據的：
從永恆的本體論來說—這是哲學的名詞，
 在永恆當中，聖父、聖子是同等的
在永恆當中 聖父 聖子是同等的
 一旦進入歷史時空，就功能、程序的角度來說，子次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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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好戲，是在尼西亞會議之後五十年之間上演的，
亞流雖然被判為異端，但是他很狡猾，
而且他的徒子徒孫人數眾多，在五十年之間敗部復活。

所以亞他那修說：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耶穌基督絕對不能夠次於神，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耶穌基督絕對不能夠次於神
基督是創造主、也是救贖主
 堅持「受生」跟「受造」只有一字之別，
受 」
受造」 有
生跟造，可是它們之間有天淵之別
約翰福音 所說的「道」 ，
是永恆中已經存在了 而且祂就是神
是永恆中已經存在了，而且祂就是神。

 在亞歷山太教會主教死了以後，亞他那修繼任為主教，
在 歷山太教會 教死了以後 亞他那修繼任為 教

可是在任期之內，他曾經被放逐五次之多
 尼西亞會議之後，常常依皇帝個人的喜好，來決定教義的成敗，

也就是說政治捲入了教義之爭
也就是說政治捲
教義之爭
 尼西亞會議之後十年，亞流又復職了，亞他那修被逐，
可是亞他那修卻堅持他的信念 毫不屈就局勢
可是亞他那修卻堅持他的信念、毫不屈就局勢，
尼西亞信經所以能夠保存下來，全賴亞他那修的堅持
 AD336 亞流暴斃，AD363 支持亞流的皇帝也去世了，
正統教會就立刻團結起來，重新地肯定尼西亞信經，
所以耶穌基督的神性問題，就得到了肯定、得到了奠定

所以在尼西亞會議裏，就制定了尼西亞信經，
最重要的是在第二條，有關聖子是神的信條：
我信獨一主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事以前為父所生，
出於神而為神、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真神，
受生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
這一次亞流就被判為異端，
尼西亞信經成為普世教會所接受的一個基要的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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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亞會議的後半期，爭論的重點漸漸地轉移到三位中的第三位，
聖靈是不是具有神性？聖靈是不是跟神的本體相同？
這個問題在西方教會是統一的，但是在東方教會還是有很多的爭議。
尼西亞信經對於聖靈只有一句話輕輕地帶過去，
第八條 我信聖靈。
因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三位的第二位，第二條 的上面，
但是因為後來有錯誤的聖靈論出現 教會才再加以肯定聖靈的神性
但是因為後來有錯誤的聖靈論出現，教會才再加以肯定聖靈的神性，
所以尼西亞信經，後來又補上了一些有關於聖靈神性的段落。

這是我們在三位一體裏面，最核心的爭論，就是基督的神性問題，
這是我們在三位
體裏面 最核心的爭論 就是基督的神性問題
有關基督的神性問題，到此應該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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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聖靈是受造物、或是賜給人的一種恩賜，

他們反對聖靈是具有全備的神性
 也有人藉口說，聖靈究竟是不是神、
是不是具有跟聖父、聖子同樣的神性，
聖經沒有講清楚，所以拒絕表態
有關聖靈是神的教義，東方希臘教父迦帕多家，包括三位神學家，
在 位 體上很有貢獻 他們也是幫助聖靈是神的這 條教義
在三位一體上很有貢獻，他們也是幫助聖靈是神的這一條教義...
1. 位格跟本體在希臘文上，統一了詞匯。
2. 更清楚的說明三位的關係
更清楚的說明三位的關係，譬如：子是由父而生、聖靈是由父而出；
譬如：子是由父而生 聖靈是由父而出；
用因果來講三位的關係，父是因，子跟靈是果，
子直接由父而生，靈由父借子而出。
3. 強調三位的作為是統一的，在創造、救贖、聖化、鼓勵、安慰的事工上，
三位都是合作的：神的作為由父開始，借子運行，由聖靈完成，
沒有一位是單獨作業，乃是彼此相連貫通，所以三位的作為是統一的。
這是三個迦帕多家的神學家，位三位一體的聖靈神性做的貢獻。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錯誤的聖靈論，比如說：
我們來看看
有哪 些錯誤的聖靈論 比如說：
 有人認為聖靈是天使，位份高過其他天使的天使長。
來一14 天使是服役的靈，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勞。
所以他們認為聖靈就像這種天使，為人的救恩效勞
 第二種錯誤的聖靈論，認為聖靈是一股能力，
這是猶太人基本上的理念，凡是舊約聖經提到耶和華的靈、神的靈的，
他們都認為這是附屬於的能力、神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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