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文：申 6：4 、 賽 55：8-9
引言：
聖經告訴我們只有一位 神，但我們稱主耶穌為 神，而又稱天父為 神，
那麼究竟有幾多位神呢？首先我們要認識我們是人，我們是有限的，我
們受著我們的學識及所接觸的事物所左右我們對事物的接納和理解。
例：一個一生從未見過相機的土人，在別人為他影相後，看到自己的照
片會誤以為他的靈魂被人吸入了那相片中，這是土人們對照相的無知而
產生的誤會。
我們若從聖經中仔細的研究，我們會發淚 神是三位一體的， 神是存在
三個位格中，意思即是說 神將自己顯在三個身位中。我們要留心我們
不能完全明白 神的奧秘，是因我們是有限的人，當然無法完全了解，
那我們是否因不能全知就不理會呢？我們應從聖經中找出答案，並且這
是分辨基督教當中的異端的重要教義，從人對三位一體的持守，可知其
信仰純正否。

A)三位一體的定義
三位一體（TRINITY）這個英文名詞是來自拉丁文的（TRINITAS）是從
形容詞 TRINUS 變化而 來，意思是「三重」（THREEFOLD）或「三合一」
（THREE IN ONE）。這個名詞表淚出 神三重的顯淚。「三位一體是由
三個合一的位格所合成；這些位格不是分離的存在，而是完全的合 一，
作為一位神。按神的本性而言，三位一體是三個獨立的存在──父、子、
聖靈。」簡單說 即聖父是神，聖子也是神，聖靈亦是神，彼此同尊同
榮同質，但是合而為一；只是一位神。
例：「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約 1：1
道在此是指主耶穌基督。
例：「...叫你欺哄聖靈...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 神了。」 徒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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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一位合一的 神，有三個位格（即有獨自的自覺及自決的能力），
故有人下一個定義－－ 只有一位 神，但合一的 神是三位永恆、同等
位格、同質的。很多人以為聖父、聖子和聖靈
加起來應是三個神（１＋１＋１＝３），但這只是人對 神的認識有限，
其實應是（１×１×１＝１）；或應如此說：「 神是偉大的，不是『1』，
應是『㏄』，即無限大，『㏄＋㏄＋㏄＝㏄』，故 神仍是只有一個。」

B)三位一體的根據
1)舊約中的暗示
a)「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
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 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
造男造女。」 創 1：26-27
b)「當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裏，降與所多瑪和蛾摩
拉，」創 19：24
c)「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申 6：4
「獨一」原文是含有合一的意思，故不單強調 神是獨一，更強調 神
的合一性。
d)「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 裏，請差遣我』」 賽 6： 在同一句話中， 神
稱「我」及「我們」，這暗示 神是三位一體的。
2)新約中的展示
a)「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太 28：19
當中的「名」是單數，若神為多位則應為眾數，這清晰顯示 神是
三位一體：父、子、聖靈。
b)「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
同在。」林後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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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祝福的根據中，看到是奉子、父、聖靈的名，父不是最先，可
見三位一體內是沒有等級的。
此外，我們從 神的自稱中可見到 神是三位一體的及聖經的用字
中亦見到 神是三位一體的。
c)三位一體的比喻
(1)蛋有三部份：有蛋殼、蛋白、蛋黃。
(2)光的本質：有可以看見的光線，看不見但可以感覺到的熱線（如
紅外光及微波），以及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化學光（如紫外光及
Ｘ光）。
(3)火：一團火中有很多的火，有不同部份但卻是同質。
(4)三樂葉子：一片葉子分成三個顯然部份。
(5)立體：立體有長、寬、高來構成立體。
(6)等邊三角形：都有相同長度的三條邊。
(7)如人有靈、魂、體（參 帖前 5：23），並且人遭受另一個三位
一體的攻擊──外在 世界、內在的肉體與陰間的魔鬼。人的
罪惡也形成三位一體：肉體的情慾、眼目的 慾及今生的驕傲。
靈──今生的驕傲──魔鬼──靠聖子勝過魔鬼
魂──眼目的情慾──世界──靠聖父勝過世界
體──肉體的情慾──肉體──靠聖靈勝過肉體
我們要知這些比喻；是使我們可以在我們日常生活所遇見的事
物來明白三位一體的存在。但它們都不能完全的解釋三位一體，
只是給與我們在觀念上較為易了解及明白。
「如果你愛主耶穌基督，並把祂當作 神來順服、相信而且敬
拜祂；如果你處處小心不犯那些使聖靈『擔憂』的罪，如果祂
對你的關切、照應與忍耐，能在你裏面產生感恩的心與勇氣的
鼓舞；如果你同時相信聖靈與聖子，以及永生的父是一體的，
雖然你無法領會三一神論的教條，你的生活卻已經深植在三位
一體的真理，所要教導你的事實上了。」Dr.R.W.DALE（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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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缺少謙卑的態度，並且使三位一體的 神憂愁，縱使
你對三位一體的道理能 窮其奧理，而且口若懸河的加以講解，
對你究有何益？」
Thomas A. Kempies（金碧士）

C)三位一體的同工
在一切的事上，三位一體的 神為同工，只不過我們看見其中一位特別
的突出而有所誤會。實際上在創造、救贖、救恩、相交、祈禱、重生等
事上，三位一體的 神都是同工的。
1)在創造事工上：
a)聖父──「起初 神創造天地」 創 1：1
b)聖子──「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約 1：2-3
c)聖靈──「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 1：2 下
2)在道成肉身上：
a)聖父──「......賜下獨生子......」 （參 約 3：16）
b)聖子──「......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提前 2：5
c)聖靈──「......聖靈要降縷在妳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妳，
因此妳所要生的聖，必稱為 神的兒子。」 路 1：35
3)在救恩工作上：
a)聖父──如浪子比喻中的父親等候兒子的回來。 （參 路 15：22）
b)聖子──如牧人尋找迷羊。

（參 路 15：4）

c)聖靈──「......就受了所應許爾 t 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
業的憑據，......」 弗 1：13-14
4)在祈禱的事上：
a)聖父──接受我們的禱告 （約 16：2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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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聖子──需奉主的名禱告 （約 16：23 下）。
c)聖靈──為聖靈引導我們禱告 （羅 8：26）。
5)在重生的事上：
a)聖父──將我們的名錄在天上（路 10：20）。
b)聖子──以其寶血洗淨我們的罪（弗 1：7）。
c)聖靈──執行改變我們生命的工作（約 3：3-6）。

D)三位一體神的屬性
屬
永

性

聖

遠 詩 90:2

父

聖

子

聖

靈

啟 1:8、17

來 9:14

無所不能 彼前 1:5

林後 12:9

羅 15:18

無所不知 耶 17:10

啟 2:23

林前 2:11

無所不在 耶 23:24

太 18:20

詩 139:7-12

聖

潔 啟 15:4

徒 3:14

路 1:15

真

實 約 7:28

啟 3:7

約壹 5:6-7

恩

慈 羅 2:4

弗 5:25

尼 9:20

相

交 約壹 1:3

約壹 1:3

腓 2:1-2

出處：
http://christianresource.hypermart.net/christianresource/new_page_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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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約 20:17、14:16-17
引言：
我們在認識三位一體的奧秘後，我們要再進深的去看一看天父及聖靈與
我們的關係。這使我們在成長中及經歷 神的事上極為重要。

A)認識天父
稱 神為「父」是主耶穌所啟示給我們的，又是藉著主耶穌的救贖及復
活所帶來給我們的恩典，並在祂復活後所宣告的事實──我們有了兒子
的地位。
我們這位父究竟是如何的一位父呢？
1)天上的父（太 5:48、6:9、32、7:11、23:9）
「天上」是表示祂與地上的父親不同，祂是養活萬物者，祂是真知道我
們一切的需要的，並且祂供給我們一切所需要的。因我們為祂的兒女，
兒女從父親得著所需是合理的事，地上的父親尚且知道將好東西留給兒
女，何況我們在天上的父，豈不將更好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給我們麼？
而且祂又是我們禱告的對象，祂用耐心來耹聽我們每一個禱告。要認識
我們這位在天上的父，相信祂並倚靠祂，聖經應許畯怑 n 先求祂的國和
祂的義，我們所需的這一切東西，天父必加給我們。
2)永活的父（約 6:57、5:26）
永活表示祂是永存及祂的神性，祂既是永活，祂對我們的看顧必不會停
斷，我們可以放心 的來投靠在祂的蔭下。就算我們年老髮白， 神仍看
顧保護我們，我們仍是祂的兒女。
3)榮耀的父（弗 1:17，徒 7:2）
榮耀是表明父神的尊貴，因祂是創造萬物者，為至高者，萬物都是在祂
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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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君王在人民心中是尊榮的，與一般的平民是大有分別的。
4)聖潔的父（約 17:11、彼前 1:15、啟 4:8）
聖潔是 神的本性，是 神超越的特性，一切罪惡與不潔的事都與祂違背，
神一切的屬 性都與祂的聖潔一致，如 神的聖潔顯出 神的公義，有罪
的必須面對 神的追討。
例：天使（撒拉弗）已是聖潔，但在聖潔的 神面前尚且要用四個翅膀
遮身，用兩個翅膀來飛翔，因深感 神是至聖潔的，不配站立 神前。
5)公義的父（約 17:25）
公義為 神的性情，祂不會以有罪的為無罪，祂不會容讓不法的事，亦
不會容讓不義的事。由 於父 神是公義的，祂因著主耶穌的救贖就看
我們為無罪，不再追討我們的罪了。另外因 著我們與祂的關係，祂不
能撇下我們不顧，祂必須施恩拯救，故 神的公義昔日對我們為 追討
罪，但今日因主耶穌的緣故；成為我們得救的保障。但這亦告訴我們不
應行惡，因這 是叫父 神難過的。
例：若我們明知父母不喜歡我們某些惡習，我們仍偏要行，那豈不是叫
父母傷心嗎？
例：世人為賭博而求拜偶像，我們卻不可為賭博而求天父，因賭博是貪
心的表現，貪心是罪，公義的父豈會助人犯罪呢？ 神有時彷彿
「忘記」
，
但 神的公義使 神必不忘記。
例：如舊約的約瑟，他一生敬畏 神，但遭遇不如意事，彷彿 神沒有看
顧，在後來的事看到神沒有忘記他，反是一直的帶領他，並為保守他及
他全家的牲命而早作出安排。
6)慈悲的父（林後 1:3，詩 145:8-9）
慈悲亦為神的性情，父神不會任讓我們在難處中受苦而不顧，祂是不甘
心讓我們白白受苦，我們所遇見的難處必定是對我們有益處，並且必定
要施恩使我們得著幫助。
例：父母讓兒女在學行的過琵中，會讓他們的兒女經歷跌倒，但卻不會
讓他們受傷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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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父母不愛他們的兒女，而是要他們學習成長。若兒女不能站立，父
母會幫助他們站立，在行走時雖有驚恐，但必沒意外，因父母必會幫助
及看顧。
7)萬靈的父（來 12:9）
這告訴我們 神是萬物的創造者，萬有都是從祂而來的。有時我們在地
上會走差路，犯罪行惡得罪 神， 神會為著我們的屬靈益處而施行管教
的，免得我們沉淪在罪惡中。
當然受管教時是不快樂，但在事後卻看出 神的苦心及美意，又使人在
神的聖潔上有份。
例：大衛雖是神所喜悅的人，但他犯了罪， 神也沒有辜釋他， 神將他
的罪行顯露來，目的為使大衛回頭，重新在 神的手中有用。

B)認識聖靈
聖靈又稱神的靈，又作基督的靈，是說明聖靈與父及子的關係，也說明
其神性。在舊約當中不是每一個屬 神的子民都有聖靈在身上，乃是個
別重要的領袖人物才有聖靈，並且聖靈不是長久在他們身上，乃為因應
工作需要而降縷在他們身上，是短暫性的存留。並且是可以失去聖靈的
同在，這與新約當中聖靈在信徒身上的關係是斷然不同的，我們有聖靈
是因救恩 的綠故，並且聖靈在我們身上不是暫居，乃是永遠與我們同
在，作為我們得基業的憑據。主 耶穌介紹聖靈時，稱祂作保惠師，其
意思是「被叫來在旁施予幫助的一位」，祂是代表主耶 穌給與我們幫
助。而聖靈的幫助為多方面，我們可以簡單列出下列幾點來看一看：
1)重生（約 3:5-6、多 3:5）
因為人是死在過犯罪惡中，惟有聖靈能叫人活過來。重生就是賜與新生
命，聖靈是使我們在屬靈上得到新生命。聖靈帶來新生命是藉著 神的
話語的工作(彼前 1:22)。重生使人於神的性情上有份(彼後 1:4) 。重
生是一霎時之間成就的事，有時人自己卻不覺得，但終必知曉。
2)印證（弗 1:13-14，林後 1:22）
聖靈在我們得救的人身上，是要作印證。祂是長久住在我們身上，保證
我們有 神兒子的地位，及證明 神的應許 O 真實的。印記是表明所印是
真的，又告訴人所印是屬誰的，並使受印的人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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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商品都有註冊商標，這是產品的一種保證，證明產品是原廠出品，
有品質保證，使買的人可以安心相信。
3)引導（羅 8:14、加 5:25）
聖靈常會引導信徒過聖潔的生活，並且是按聖經的教訓來引導人。但我
們必須順服聖靈的引導，否則我們仍是得不著益處。
例：當我們想犯罪時，聖靈必定在我們心中作提醒，若我們按聖靈的心
意而行必可以勝過罪惡，但若體自己，就必落入罪惡中。
4)教導（約 16:12-15、14:26）
聖靈來為引導我們明白真理，並且是進入真理的實際中，不是頭腦上的
知道，乃是經歷及實踐真理。
例：知道親近神有益與切實的與 神相交和有親密的靈修生活是不同的。
聖靈又常常使我們想起聖經的話，讓聖經的話成為我們的幫助，或是安
慰，或是勉勵，或是責備，或是引導等。而要讓聖靈在我們身上多作工，
必須要我們多用功讀 神的話語。
例：有很多人是在每天的靈修中得著 神的指引，又得著所需要的力量、
勇氣及安慰等。
如「出死入生」中的作者吳重生的經歷一般， 神藉他平常的靈修中對
他說話，使他在日軍的追捕中得以脫身。
5)禱告（羅 8：26－27、弗 6：13）
昔日門徒不明白如何禱告，有主耶穌教導他們，今天我們不曉得如何禱
告，卻有聖靈教我們禱告，聖靈會在我們禱告中引導我們去按 神的旨
意禱告。
6)加力（弗 3：16）
聖靈可以使軟弱的人剛強起來，使懼怕的人勇敢起來，使混亂的心靈平
伏下來。
例：原本懼怕猶太人的使徒們，在聖靈降縷後，大膽的為主耶穌作見證。
例：面對死亡的信徒，內心滿了平安，是因聖靈在他們心裏見證他們有
永生及加力量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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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時我們在傳福音當中滿了懼怕，但在傳福音過琵中看到聖靈的加
力及賜給我們智慧和聰明，又使我們有應對的合宜，此皆為聖靈加力所
致。
7)結果子（加 5：22－33）
若我們讓聖靈在我們身上作帶領，祂必使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來，這果
子是最能表彰出主 耶穌榮美的生命特質。結果子是生命豐盛的表淚，
屬主的人都應當追求有結出聖靈果子的 生活。

出處：http://christianresource.hypermart.net/christianresource/new_page_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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