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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相荣耀，例如：父荣耀子…
彼后一17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在登山变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是在登山变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耶稣在传道之前，只是加利利的小人物，
现在圣父为他作见证，
现在圣父为他作见证
把他真正伟大的身分表现出来、宣告出来。
灵荣耀子…
约十六13-14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约十六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把圣子的荣耀表现出来。

神学家、改教家加尔文，有一篇论文《论三位一体》，
从三位的共性、特性、关系来谈…
位的共性 特性 关系来谈
三位的关系可以归纳成
一、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各有其特性，实际上是奇妙的合一，
 一神、三个位格、三个不同的彰显
 三个位格各自有思想、情感、意志，却没有丝毫冲突，
可以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爱、完全的同在
二、三者不是分开独立存在，而是永远同在、相爱、合一。
二、三者不是分开独立存在，而是永远同在、相爱、合
。
曾经在历史上有短暂的不合一，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时，
 因为背负我们的罪，被父神击打、苦待、遗弃，
耶稣受不了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
 那是短暂的不同在 — 耶稣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
耶稣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
跟圣洁的父神不能混在一起；他复活又跟父完全合一

子荣耀父…
约十七4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让人可以把看不见上帝的荣耀，
从耶稣所作的事情就可以看见了。
从耶稣所作的事情就可以看见了
约一14a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上帝本来是灵，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人看见
 不只是有肉体，而且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不只是有肉体 而且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恩典就是上帝慈爱的那一面
 真理就是上帝公义的那
真理就是上帝公义的那一面
面
上帝的慈爱跟公义，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表现出来

四、分工合作的关系，在救恩方面，
 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
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感动我们，
才
才回转归向主、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才 够得到 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
 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施行救恩
 把耶稣所成就的十字架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
彼前一2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是圣父的拣选，圣灵的感动，
还有耶稣宝血的拯救。
还有耶稣宝血的拯救

四、分工合作的关系，在神的创造方面，
圣父事先就作规划 是领导 主导者 在这过程
圣父事先就作规划，是领导、主导者，在这过程，
 圣灵在不在？ 在，圣灵孕育万物…
创一2b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圣子在不在？圣子在，箴八22-30
圣子在不在？圣子在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27-29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我
；
，
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 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不完全等于工程师，反而比较像工地的领导，
不完全等于工程师
反而比较像工地的领导
 工程师像是圣父在背后来规划
 直接执行，陆海空天地都由他造出来，是谁呢？
直接执行 陆海空天地都由他造出来 是谁呢？
是耶稣基督！

林前十二3b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我们能够信主，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能够信主
是圣灵的感动
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圣子是主。
圣父
帖后二13b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得救不是上帝一个位格做的，
也不是圣子一个位格做的
 圣父起初的拣选、后来有圣灵的感动，
也是合作的关系，我们才得救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箴言第八章 没有说是耶稣啊？
约一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圣父不是直接的造物者、是规划者，
真正直接把万物造出来的是圣子


西一15-16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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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分工合作的关系
来一2 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箴八 可以肯定是耶稣基督，至少有 约一、西一、来一 三处证据。

五、固定主从的关系
主管跟从属 就是下属 在上做领导 在下做随从 —
主管跟从属、就是下属，在上做领导、在下做随从
 圣父派圣子来，圣父是主导，圣子是下属、是从属的
 圣父也派圣灵来，圣父是主导，圣灵是下属
父也派圣灵来
是 导
是 属
 圣子也派圣灵来，圣子在圣灵之上，是主管，
圣灵是下属，被圣子差派
这关系是固定的，从来没有对调过，
 不会耶稣当老二这么久，今天换我当老大
 圣灵也有没说现在换我当老大，好不好？
六、圣灵是神的灵，也是耶稣的灵
 有一种下属的关系，不要把他当作附属品
有 种下属的关系 不要把他当作附属品
 圣灵不是一个附件、零件，
他是自己有神的位格的上帝

八、圣父用圣灵来膏圣子
约三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我们是有限量的，会被圣灵「充满」
 耶稣是无限的充满，是
耶稣是无限的充满 是一个无限大的器皿
个无限大的器皿，
虽然道成肉身成为凡人，可是讲的话是最高权威…


七、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圣徒施洗
徒二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表达圣子升天、从圣父领受圣灵、为我们施洗，
表达圣子升天
从圣父领受圣灵 为我们施洗
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把我们洗干净。
多三6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
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三位有 种奇妙的、配搭的关系，
三位有一种奇妙的
配搭的关系
我们领受圣灵，
是圣父 圣子 圣灵合作的
是圣父、圣子、圣灵合作的。

九、耶稣将来要再来，
上帝要对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审判，
是圣父自己作审判吗？还是圣灵来审判呢？
不是…
约五22 父不审判甚么人，
父不审判甚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

来 8 9 论到子却说：「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来一8-9
论到子却说 「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 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 胜过膏你的同伴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跟耶稣同工的就是了，我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同伴。
耶稣所领受的任务，特别十字架的刑罚，太辛苦了，
所以圣灵给他无限量的圣灵 才受得了
所以圣灵给他无限量的圣灵，才受得了，
才能够完成父神给他的一切使命。

这个审判者是谁呢？耶稣基督，
 圣子是审判者
 圣父是那个背后的、最高的领导
圣子也是上帝 但不是另外 位上帝
圣子也是上帝，但不是另外一位上帝，
 是跟父神合一的一个奇妙的第二个位格
 代替圣父来直接施行审判

三位一体常用的比喻 —
一加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
加 加 怎么会等于 呢
一、水、气、冰…，
可以变液体、气体、固体，好像三位一体，
 水结成冰的时候就是固体，就不是液体，
烧成蒸气的时候，就是气体，不是固体，
其实只是一个位格而已
 三位一体是同时存在、彼此同在的，
水、气、冰不够来表达
二、太阳像圣父、阳光像圣子、
太阳的温度像圣灵，
温度 圣
 阳光只是阳光，没有太阳一切的属性
 圣子有神一切的属性，跟太阳的比喻不一样

三位一体比较好的比喻 —
一、1 + 1 + 1 = 1 ，这不是好的比喻，
如果用乘法 1 ＊1 ＊1 = 1
二、唐崇荣牧师说，
你有一本圣经、我有一本圣经、
你有
本圣经 我有 本圣经
另外一个有另外一本圣经，
三本圣经都不一样，
本圣经都不 样
可是基督徒信的是同一本圣经
三、完美+ 完美+ 完美 = 完美
四、∞ + ∞ + ∞ = ∞ (无限)
我觉得这两个公式，比较能够表达上帝

三、好像人的三个角色 —
在家是父亲 上班变 人 看戏变成观众
在家是父亲、上班变工人、看戏变成观众，
 上班的时候，其实就分身乏术…
他有三个阶段，其实只有一个位格
有 个
其实 有 个位格
 三位一体是分身有术的，圣父、圣子、圣灵是永远同在的
有异端把它解释成旧约神是用父的型态，
四福音时代，神是用子的形态出现，
五旬节以后，上帝是用圣灵的型态出现，这不对的
 耶稣降生之前，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了
，
灵 在
 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父、圣灵也是陪着圣子的
 升天以后，圣灵降下，圣父、圣子
升天以后，圣灵降下，圣父、圣子也都在
都在
四、灵、魂、体三分法，不能解释成三位一体，
 人的肉体只是肉体，并没有人的
人的肉体只是肉体 并没有人的一切属性
切属性
 等谈人论、三元论再讲

结论
一、奥古斯丁一篇文章论三位一体，
奥古斯丁 篇文章论三位 体
是出于神的启示，不是人用自己的理性证明出来的，
不是讨论以后就可以明白，是「先信后知」，
是
白 是「先信后知」
 不是知道以后才信三位一体
 受圣灵的感动，信耶稣以后，跟父神和好，
稣
神
 才发现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
 但不是三神论，不是三个分开的神，是三合一的神
、
没有
位 体」这样
名词，
二、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样一个名词，
 是初期教会神学家的结论
 充满着证据 — 三位的共性、特性、关系
位的共性、特性、关系
三、没有办法用口才、理性完全理解、讲清楚，
却是每 个基督徒都可以亲身经历到的 —
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亲身经历到的
圣灵的感动、圣子的救赎、圣父的拣选…

四、上帝同时有独一性、同时有多元性 —
他是 神
他是一神，可是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是却有圣父 圣子 圣灵三个位格
 旧约比较强调独一性，基本上就是圣父
 新约，圣子、圣灵都很明显了，多元性比较强调，
新约 圣子 圣灵都很明显
多 性比较强调
讲圣子是神、圣灵是神，
大家不会搞混、不会变多神论了
五、神三位一体的自我启示，是渐进的，
五
神三位一体的自我启示 是渐进的
 旧约圣父一神的位格很清楚了
后来耶稣来了 圣子也清楚了
 后来耶稣来了，圣子也清楚了
 五旬节圣灵来了，圣灵也清楚了
六、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
个 帝，
但不是三个上帝，
而是只有一位三而一的上帝

七、三位一体可以应用在一切的团体当中
1. 圣父、圣子、圣灵神性相同，但是特性不同，
任何团体，也要彼此欣赏不同的特性，
彼此的差异不是让我们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欣赏
2. 三位
三位一体地位相同、都是至高者，却有不同的次序…
体地位相同、都是至高者，却有不同的次序…
我们也要甘心舍己，愿意降卑，不要每个人都要当领导，
才不会变成双头马车 这个团体就很难行动了
才不会变成双头马车，这个团体就很难行动了
3. 目标相同，却是角色不同 — 创造上、救恩上分工合作，
 根据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同心、一样的目标，
根据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同心
样的目标
却有不同的角色，不要互相排斥、互相嫉妒
 神给你怎么样的角色，把你的角色演好就对了
神给你怎么样的角色 把你的角色演好就对了
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神学理论而已，
体
，
用在一切的团体，就会让一切的团体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