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神论的基本概念

大众系统神学
神论

第十一课…

一、只有一位上帝
二、这位上帝有三个位格
、这位 帝有三个位格
圣经没有用三个位格来定义上帝、不是圣经直接宣布
 是初期教会领袖，根据圣经里很多很清楚的教导，
所归纳出来的一个名词 — 三个位格

三一神论((上)
三一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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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简单的说，是可以互相交往
位格简单的说
是可以互相交往
 不是神学家自己发明，那时还有一个含意 —
演员演戏的时候
演员演戏的时候，会带面具，
带面具
有时戏里有好几十个脚色，只有五、六个演员，
那怎么演的呢？换个面具就可以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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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
 上帝不可传递绝对的属性，
上帝不可传递绝对的属性
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也有，
而且是相同、相等的
是相
相等
 圣父的神性、圣子的神性、圣灵的神性，
都是百分之百的、同等的、相同的
四、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
四 圣父不是圣子 圣子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父
三个位格各有其特性，三者是互相交往、
可以互相讨论 彼此同在 彼此相爱的
可以互相讨论、彼此同在、彼此相爱的
五、三者之间有分工合作的关系，
各有特性、按照不同的特性互相配搭，
一起来进行一些事工、
成就许多伟大美好的事情

面具也就是位格，拉丁文 persona，用来形容上帝 —
圣父、圣子、圣灵，是这同一位上帝三个不同的表现。

从三个角度来认识三一神论…
一、三位的共性，相同、相等的地方
二、三位的特性，彼 不相同的
二、三位的特性，彼此不相同的
相同，就是神性相同、权能荣耀相等
 却有某些非绝对的属性是不相同的


三、三者的关系，
有同有不同 是怎么配搭的
有同有不同，是怎么配搭的
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三一神论，
 会比较完整、清晰，不会太复杂
 加尔文有一篇论文，论三位一体，
就从这三个角度来解释三一神论
内容
内容一方面参考他，
参考 ，
一方面直接从圣经来作根据、来归纳。

三位的共性
 父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上帝是自有永有的、至尊、
父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至尊
至圣、全智、全能、全爱、他是创造者等等
 子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圣灵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子 有
之 的神性 圣灵 有
之 的神性
诗二7 受膏者

(就是弥赛亚，新约希腊文就是基督) 说：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耶和华的儿子是不是神？神的儿子必然是神！

圣子耶稣有哪些特性跟圣父完全相同呢？
约一1-2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时间上，其他受造之物是某个时刻开始才存在，
耶稣是在一切之初、之前就已经存在
 一3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
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是造物者，不是受造者


神的名字，耶稣也在很多经文里直接被称为神…
赛九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称他为全能的神，所以他有神圣的名号
称他为全能的神
所以他有神圣的名号
 永在的父，不要跟圣父混为一谈，
 耶稣为我们诞生，成为我们属灵上的父亲
耶稣为我们诞生 成为我们属灵上的父亲
 像父亲一样很慈爱的用他的能力来照顾我们，
耶稣是以马内利 可以照顾每一个基督徒
耶稣是以马内利，可以照顾每一个基督徒


我有女儿还很小，我已是中年人迈向老年了…
我努力锻炼、可以成为她永在的父吗？不可能！
永在的父是在讲耶稣是永远不离开的，
他是以马内利。

怎么知道 — 「道」就是耶稣基督？
约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五18 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这是圣经直接宣布

因他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约十30 我与父原为一。

这是在表达耶稣是上帝。
这是在表达耶稣是上帝
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
罗九5 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
按他道成肉身以前就有的生命，是神的身分。
圣经有很多地方直接宣布 — 圣子是上帝。

以赛亚书有好几个地方在预告耶稣基督来临，例如：
赛四十3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约一22-23 有人来问约翰说，你到底是谁啊？

施洗约翰就说，我就是正如先知以赛 说的
施洗约翰就说，我就是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
古代君王巡视国土时，会有人出来呼喊要把路铺好，
这里形容将要来的耶稣是谁？
赛四十3 耶和华、神，约一23 修直主的道路，
所以耶稣有神 有耶和华 有主的名号
所以耶稣有神、有耶和华、有主的名号。
提前三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是在讲耶稣，他在肉身显现，宣布耶稣有神的名号。

耶稣有神的各样属性，例如：
1. 他是永恒的 — 赛九6 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永在的父
约八58b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来一8a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论 子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 永永远远的
2. 无所不在 3. 无所不知 4. 无所不能
5. 不变

— 神性的本体、神绝对的属性永远不变，不是不动…
马来西亚大同庙、有七个门，把耶稣做成一个偶像…
 耶稣是不变的，不表示他是偶像 —
偶像是不动、呆版
 他的本性从永远到永远都是那么完美，
，
很活泼的进行、动作、完成一切的事，
本性不变，动作是会变的
6. 神一切的属性都在耶稣里面，保罗总归纳…
切的属性都在 稣里面，保罗总归纳
西二9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2. 神的护理

1. 他是造物者
西一15-16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耶稣却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让我们看见了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不要把他误解成第一个被造的，
是元首、领导，是一切受造之生命的元首
，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耶稣是造物主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互相配搭 — 圣父规划好，靠耶稣、借着耶稣而造
又是为他造的。

4.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约三35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来一3

从神圣的作为，看见耶稣是上帝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万有不是自己会永远运转的机器，是耶稣在保护跟管理。
3. 耶稣赦免人的罪

耶稣说：你的罪赦了。
犹太人说：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
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因为他是神！

太九2-7、可二7-10 (医治瘫子)

耶稣曾说：「我们也要赦免人的罪」，
 我们的赦免只是不计较…
我们的赦免只是不计较
 如果没有向神悔改，罪还在他的身上，
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
犹太人这句话并没有讲错，他们只是不相信耶稣是神。

少数的使徒、先知、基督徒靠神有一些神迹
少数的使徒
先知 基督徒靠神有 些神迹
 耶稣直接行神迹，看四福音耳熟能详、不胜枚举


5. 叫死人复活

— 耶稣传道过程叫死人复活，
预告将来叫一切死去的人都活过来，接受审判

6. 末日的时候，万物的销化、复兴

上帝最后要用火来审判、融化，然后复兴，
上帝最后要用火来审判
融化 然后复兴
执行者是谁呢？耶稣再来，成为审判者
来一11-12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

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 件外衣
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地就都改变了
改造成为新天新地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人受审判、信的人死而复活、耶稣再来，要产生荣耀变化…

神圣的尊荣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林后十三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圣父、圣子、圣灵是并列的。
太廿八19b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父、子、圣灵是平行的，
父
子 圣灵是平行的
从平行就知道是一样的尊荣。
圣经直接的宣告，他有—
神圣的名字 神圣的属性
神圣的名字、神圣的属性、
神圣的作为、神圣的尊荣，
在描写圣子耶稣是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