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用的相片

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鄭國治著

(編輯先生:本書出版時字大些, 可用 14 号或 16 号字)
聯合推薦
(编輯先生:以下三位的内容可放在封面的內頁)
“三位一体的教义 深奥莫测，历来争论不休，艰涩难明，
郑国治牧师却能用浅显流畅之笔来论述，足见其神学的功底
和牧者的心肠。本书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陈逸鲁牧师/博士 Rev. Dr.Yilu Chen
广东协和神学院院长 President of Guangdo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anj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Tel 025-5283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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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机会拜读郑国治博士著“认识三位一体真神”一书，
感到颇多受益。郑牧师将其扎实的神学功底与其五十多年的
牧会经验很好地结合，严谨、系统同时又不失通俗的表达方
式阐释“三位一体”的道理，表明神的真理。十分切合当下
中国教会的处境，对帮助教会众弟兄姊妹及基层教牧同工，
树立正确的上帝观、圣经观，正信正行，以及抵制邪教或异
端邪说，尤为具有现实意义和实际效用。愿这“五饼二鱼”
蒙上帝祝福，为更多人喜爱。
张克运牧师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
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江苏神学院院长

“三位一體”是基督教信仰之中心。解釋有關“三位一體”
的神論問題，實屬不易。鄭國治博士經過多年熱心服事主，
在神學思路上相當有深度和廣度。他從聖經中舊約到新約對
“三位一體”的認識，依次序寫出，解答了許多信徒心中的
疑問。還有書中立論中肯，文筆流暢，也是另一特色。這本
書是教會傳道人、教會領袖和弟兄姊妹值得閱讀的一本好書。
何崇熙牧師 / 博士
美國北美真道浸信會神學院副院長(行政)兼博士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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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輯先生:以下三位推荐的内容可放在封底的外頁)
“鄭國治博士牧師事奉上帝半個世紀，我非常敬佩他像使徒
保羅一樣，為主各處奔走，且健筆著書，造就眾人。三位一
體教義尤其是基督教的基要真理，每一位信徒都當認真學習。
讀者必可從閱讀此書中感到 ‘文如其人，充滿熱力’，更加
增進對真理的認識，靈性的提升。"
賴建國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前院長、創欣神學院教授.
“鄭國治牧師一生努力傳道﹐為主傳揚「純正」的福音。實
為教會中僕人的榜樣。鄭博士所寫的三位一體神論深入淺
出﹐為今日實用的護教書。過去初代教會面對各樣異端﹐神
興起護教家力辯真道﹐保護教會的信仰。今天教會情況一
樣﹐需要有人用系統的教義去栽培信徒。堅固教會的信仰。
本書相信可達到這目的。”
郝繼華牧師/博士
美國信心聖經會會長
紐約信心聖經神學院院長
紐約信心聖經教會主任牧師

“本人常使用一座交通灯和它那红、黄、绿三盏不同颜色
的灯炮比喻三位一体的真理。正如十字路口的那一座交通灯，
乃是藉着红、黄、绿不同颜色的三盏灯炮展示它的存在，并
发挥其救路人的功能；同样独一無二的上帝也是藉着聖父、
聖子、聖靈三個各有特色的位格，向人類彰顯祂的存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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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间成就祂救赎的大功。这是属于上帝本体的奥秘；其
彰顯也成就了極其豐盛的永恒救恩，是其他宗教的神观和救
赎观没得相比的。难得鄭国治牧师/博士很用心的把三位一体
的真理，很有次序條理，且相当精简全面，引经据典的加以
阐明。阅後读者必能体会上帝在基督裏和在聖靈裏，從永远
到永远，從天上到地上，从创造到救赎那内在且不能分割的
三位一体關系。深信读者们都必從本書得造就。”
陈金狮牧师/博士
馬來西亞聖经神学院前任院長,驻院研究学者.
(编輯先生:以下版权的内容可放在書內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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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位一體真神” 是最重要的系統神學, 人單以受造界的知
識不能理解這重要的真理. 只有神將自己的啟示藉着聖靈的引
導才能開通我們的靈竅, 明白其中的奧祕. 三位一體真神的教
義乃是以神自己向人類啟示的聖經為最高的權威和根據.
當我們用理性思考三一真神時, 求主聖靈引導, 才能產生正
確的認知. 因為人的理性是神創造人類賦予人的產品, 神不是
理性的產品, 理性是有限的, 神是無限的. 以有限的理性去解釋
無限的神, 不僅是難之又難, 簡直是不可能. 我們得承認, 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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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 理性是客體. 主客應站在正確的位份上, 才不會顛倒是非,
本末倒置!
我們若忠於神與 其真理, 才能有正確的態度去查考神所啟
示的真理. 耶穌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太 7:7)
“三位一體真神” 的教義, 不謹在神學院要教導, 教會也當教
導, 有正確的解經和純正的信仰, 教會才能往下扎根, 向上結果,
建立健康合乎神心意的教會.
本書的目的是讓廣大群眾都看懂; 對 “三位一體真神” 有疑
問的可得到圓滿的答案;對信徒增加信心和屬靈的知識; 對傳道
者可參考並傳講其中的信息, 既省時又省事, 何樂而不為!
承蒙陳逸魯博士、賴建國博士、陳金獅博士、郝繼華博士、
何崇熙博士、張克運牧師惠賜薦言, 孟子七十代裔孫孟廣志兄
斧正, 謹此致謝.
鄭國治 2013 年於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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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謂“三位一体”？
人越認識神，就越渴慕神；越渴慕神，就越愛神；越愛神，
就越想認識神啟示的真理，並忠心的持守真理，傳揚神所啟
示的真理。有很多信徒對聖父、聖子、聖靈一知半解，沒有
清楚的認識，信仰不夠清楚，也不夠堅固，常被 “似是而非”
的錯誤道理所影響，甚至所左右，將錯誤的解釋當作傳統的
信仰來相信，無形中影響了教會健康的發展。
三位一体真神是基督教正確信仰的根基，人不能單憑純理
性的方法，或哲學的方法來認識 “三位一体真神”；因為人
的理性是創造萬物真神所創造的，是上帝所賦與人類的，人
的理性是有限的，神是無限的，受造界有限的理性無法自發
的認識超理性的神；只有無限的神，透過他主動的向人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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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在聖靈的引導下，藉着神所啟示的聖經，人才能真
正認識神的屬性和位格。耶穌說：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
的，沒有人知道父。”（太 11:27）在此說明透過神的啟示，
人才能認識三位一体的真神。

一．

甚麼是三位一体?

神只有一位，但這位神從三個不同的位格顯明。這三個
位格即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這三個位格是
個別的，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不是聖父, 聖靈不是聖父, 聖
靈不是聖子。聖子在永恆中由父所生, 聖靈由聖父、聖子所
發, 父、子、聖靈是同質、同權、同榮的.
神是絕對完全者，他神性的本質在三個位格裏。他的本
質關係到他所創造的宇宙，顯明他是三位一體。聖父創造：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 1：1）；聖子創造： “萬物是藉
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約 1:3 ）
聖靈創造： “神的靈造我；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伯
33:4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体是因為三個位格與位格際
的關係。
我們所信的三位一体真神，並不是一位上帝在三個神裏；
也不是三個位格在一個位格裏；也不是一個位格在三個神裏；
而是獨一的真神在三個位格中彰顯出來。所以聖父是神—是
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聖子是神—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
聖靈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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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為甚麼相信三位一体真神？

“三位一體”雖然不是聖經原有的名詞，但、是聖經啟示
的涵意,經神的僕人鑽研所領受的真理。主後 168 年提歐裴羅
氏（Theophilus）在敘利亞的安提阿任第六任會督時,為辯正歐
圖利克斯(Autolycus)的信仰,首次提到 “三位一體”(Trinity).歷來
的信經都提到三位一體.歷世歷代正統的基督教都相信三位一
體.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加爾文都堅信 “三位一體”的真理.最
重要的,我們要回歸到聖經的教訓.
1． 只有一位真神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申 6:4）
世界上的宗教多數是多神論.有三大宗教:即猶太教、基督教、
回教都是一神論.惟獨基督教提到 “三位一体”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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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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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3:10）”
神自我啟示,惟獨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因為 “神對摩西說：
「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出 3:14) 神是 “自有
永有”的真神,他不受任何外界的力量影響他的存在,或不存在.
宇宙萬物是因神的創造而存在. “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
後也必沒有”.表明古往今來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向摩西啟示的
耶和華— “自有永有的”獨一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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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真神是絕對的獨一的一位，在以後有的神肯定是假神，
可能是人思想意念所想出來觀念上的神，或人手所造的偶像。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人在 “造神”.人藉物質所造的神,都是假神.
先知耶利米說: “人豈可為自己製造神呢？其實這不是神。”
(耶 16:20) 先知以賽亞說:“凡製造偶像的都必抱愧蒙羞，都要
一同歸於慚愧。”(賽 45:16)人將神所造的宇宙天象當作神來敬
拜,也是錯誤的對象. 使徒保羅說:“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
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
直到永遠。阿們！”(羅 1:25) “受造之物”包括天上的日、月、
星辰;地上的山、川、草、木、江、河、海、人、獸等.都不能
代替真神的地位,我們所信所敬拜的乃是獨一真神.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
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猶 24)

2． 聖父是神
“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帖後
1:2）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
像我們一樣。”(約 17:11)
保羅提到聖父是恩惠、平安的源頭,他直接了當的說他是 “父
神”.主耶穌禱告時稱上帝為 “聖父”,聖父是神才能成為主耶穌
敬拜禱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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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子是神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
的。”(約 1:1-3)
未有世界之前就有了道—聖子，道是超時間、超空間、超物
質、與神同在的，道就是神。未有世界之前聖子與聖父共同
創造天地萬物。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道成了肉身”，從超時間進入時間裏；從超歷史進入歷史
裏；從超物質進入物質界；從無形的靈界進入有形的人界。
這遠遠超乎人的理性所能瞭解，這真是太奧祕了。神子有完
全的神性，他成為人子，有完全的人性。這樣耶穌才能作神
與人之間的中保。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
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
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提前 2:5-6）耶穌成了
恩典與真理的基礎。救恩是聖父的計劃，聖子的完成，聖靈
的施予。人不能靠宗教得救，不能靠立功得救，不能靠立德
得救，不能靠立言得救，也不能靠行為得救。只有靠為中保
的聖子耶穌才能得救。
“「我與父原為一。」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耶穌
對他們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那一
件拿石頭打我呢？」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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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打你，是為你說僭妄的話；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
神。」” (約 10:30-33)
“我與父原為一”，指聖子與聖父工作相同，能力相同，
本質相同。但不是同一個位格。猶太人不認識耶穌是舊約預
言的 “彌賽亞”，不認識耶穌是 “道成肉身”；他們只認識
耶穌是 “人子”的一面，而不認識耶穌是 “神子”的一面，
所以他們不但不信他，反而反對他，想加害於他。由此可知
耶穌受宗教的逼迫比羅馬政治所逼迫尤烈！今天儘管有宗教
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知識份子、凡夫走卒起來反
對耶穌是 “神子”的地位，都不能動搖歷史所記載的事實。
當耶穌受洗從水裏上來，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
子，我所喜悅的。」”（太 3:17）天父印証他是神的兒子。
耶穌的復活，顯明他是神子。“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
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
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 1:3-4）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約 20:28)
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最會懷疑的多馬稱耶穌為神。耶
穌接受他的敬拜，他並沒有說： “多馬！你稱呼錯了。”只
有神接受人的敬拜。人不接受人的敬拜，如保羅與巴拿巴，
聖經記載： “路司得城裏坐着一個兩腳無力的人，生來是瘸
腿的，從來沒有走過。他聽保羅講道，保羅定睛看他，見他
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聲說：「你起來，兩腳站直！」那
人就跳起來，而且行走。眾人看見保羅所做的事，就用呂高
尼的話大聲說：「有神藉着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了。」於是
稱巴拿巴為宙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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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丟斯廟的祭司牽着牛，拿着花圈，來到門前，要同眾人向
使徒獻祭。巴拿巴、保羅二使徒聽見，就撕開衣裳，跳進眾
人中間，喊着說：「諸君，為甚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人，
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
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他在從
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
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
滿心喜樂。」二人說了這些話，僅僅地攔住眾人不獻祭與他
們。”（徒 14:4-18）但是中國人有史以來常把死去的君王、
英雄、文人、祖先、淑女、有功人士……當作神明祭拜。真
是 “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但是， “我們
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
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好叫信子的有永生。
希伯來書直接了當的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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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8)

4． 聖靈是神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
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還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裏
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徒 5:3-4）
彼得被聖靈充滿，帶領耶路撒冷的教會大復興，他宣告聖
靈就是神。保羅引用舊約摩西的例証（出 34：34）。“但他
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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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在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林後 3:16-17）這裏的 “主”
就是神； “靈”，就是聖靈，聖靈是神。
但聖經警告我們：“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
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
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
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
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
在已經在世上了。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
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一 4:1-4）
中國民間幾乎凡靈都拜，這是不合聖經的。聖界有四種不
同的靈。一。神的靈—聖靈。二。人的靈—靈魂。三。魔鬼的
靈—邪靈。四。服役的靈—天使。這四種靈，我們只能接受敬
拜聖靈。絕對不能敬拜接受邪靈，邪靈只會破壞人的心靈和
身体的健康。絕對不能敬拜人的靈，因為人的靈不是神，人
死後既不變鬼也不變神，人死後的靈魂還是靈魂。我們也不
能祭拜天使，因為天使不接受人的敬拜。天使對約翰說：
“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
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啟 19:10）
敬拜三位一体的神，是聖經一貫的教導。以賽亞看見神的
異象時，看見天使以三次的 “聖哉、聖哉、聖哉”敬拜三位
一体的真神（賽 6：3，8）。信徒受洗時是奉 “父、子、聖
靈“的名施洗（太 28：19）。當保羅給信徒祝福時是奉 “聖
子、聖父、聖靈”的名（林前 13：14）。三位一體真神是耶
穌的教導, 使徒的傳誦, 歷代教會所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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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舊約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猶太教徒與回教徒多數相信舊約聖經, 或尊重舊約聖經. 他
們卻反對三位一體真神, 並耶穌是神的聖經啟示. 因他們多數
不瞭解聖經啟示的權威, 因而反對新約聖經. 豈不知舊約預言
基督, 新約的四福音書應驗基督, 書信說明基督. 雖然聖經沒有
直接的用 “三位一體” 的詞, 但卻涵蓋 “三位一体”的神學觀. 我
們從舊約查考三位一体的聖經根據, 無論是猶太教徒或回教徒
都應該口服心服的相信神的啟示和永恆不變的真理!
神是超理性與 邏輯的主宰, 理性是神賜給人的, 單憑受造界
的理性是無法徹底的認識神. 回教的神学对神论的研究，不时
也必须推出「bilakaifa」（不要问如何）和「mukhalafa」
（阿拉是完全的另类/ 不同）的, 用以回避一些超理性的难题.
所以我們單憑神啟示的聖經來看 “三位一體” 真神.

一. 從神的創造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 1:1)
在此“神”字希伯來原文是伊羅欣 Elohim, 這字是複數, 不但
表明神的生命與能力的豐滿. 同時也可能隱含三一真神的奧秘.
“ 起初”是時間的開始, “天”即包括宇宙和空間, “地”是指
物質. 物理學三大基本量,時間、空間、和物質都是神所創造的.
神的“創造”, 是從無中創造出來的(Out of nothing). 經上
說:“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樣，所
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來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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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是創造者:
“耶和華用能力創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聰明鋪張
穹蒼。”(耶 51:15)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
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賽 43:7)
“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我種的栽子，
我手的工作，使我得榮耀。(賽 60:21).
2. 耶穌是創造者: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
我……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上
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
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師，日
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踴躍.”(箴 8:22,27-30) 本段的確
描述耶穌的背景, 說明他是太初就與 神同在的道(約 1:1,14), 在
創造上共同有分. 也是 “神的智慧”(林前 1:24,30. 西 2:3)
新約則直言:“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
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着
他有的；我們也是藉着他有的。”(林前 8:6) 耶穌是造物主.
“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
的。”(約 1:3)
3. 聖靈是創造者: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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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造我；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伯 33:4)
“你發出你的靈，他們便受造。”(詩 104:30)
只有獨一真神是創造者. 聖父、聖子、聖靈都是創造者,
由此可知三位一體的真理已隱含在創造中.
神用他的權能托住萬有(來 1:3) 宇宙的秩序, 自然運行的規
律, 萬有的引力, 都是神所賦予的. 根據愛因斯坦的物理定律,
E=MC2,質量互換定律. 神以能力創造宇宙, 更奇妙的, 神以能
量變成物質, 神的話句句帶着能力(路 1:37), 神說了事就成了
(創 1:3,6,9,11,14,20...) “耶和華用能力創造大地，用智慧建立
世界，用聰明鋪張穹蒼。”(耶 10:12) 神以能力、智慧、聰明創
造諸宇宙. 人類的來源是神創造的. “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
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
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1:26-27) “神” 是單數, 此處代
名詞用 “我們”是複數, 究竟是指誰呢? 在此不是指神與 天使, 因
為天使是受造者, 不是創造者. 天使不能創造人類. 也不是指神
與受造之物, 受造物本身無創造生命的能力. 唯有創造者: 聖父、
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的真神才能創造人類. “三位一體真神”用
“我們”自稱是合情合理的.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
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 17:26) 由此可知人不是由單細胞
進化而來的.
很明顯的, 有神才有宇宙, 有神才有人類. 因為 “他是神榮
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 1:3) “他”是指耶穌,人是
照神的形像造的, 也是照聖子的形像造的.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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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詩 33:6) “神的靈造我；全能
者的氣使我得生”. 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真神的真理, 不
能單憑理性來分析, 乃是憑信心透過神啟示的聖經才能理解.

二. 從神的差派認識三位一体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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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此處神以
“我” 的代名詞自稱, 是單數的. 但接着又用 “我們” 的代名詞, 是
複數的, 本身並沒有矛盾. “我”表明神是獨一的真神, “我們”表
明差傳聖工是 “三位一体真神” 合一的計劃與使命. 以賽亞書 6
章 3 節, 天使讚美神說: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
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在此用三次 “聖哉”, 隱含向 “三位一體真
神”的敬拜.
差傳不是現代教會領袖的計劃，不是信徒幫神做了什麼。
差傳乃是神自己永恆裏的計劃，在創世以前已經定規了，受
造的人只有順服創造者的旨意去屢行當盡的本份。以諾、挪
亞、亞伯拉罕、但以理因順服神的差遣而蒙神喜悅。我們可
從全本聖經查看三位一體真神的差傳聖工.
1.聖父差派
(1) 聖父差派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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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差派歷世歷代的先知，如摩西、但以理、以賽亞、耶
利米、以西結、約拿等, 為他警誡世人, 要以色列百姓歸回真
神。
"從前雅各到了埃及．後來你們列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
差遣摩西﹐亞倫領你們列祖出埃及﹐使他們在這地方居住。
"(撒上12:8 )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 是神的先知, 他奉差到埃及向
法老傳神的話, 帶領以色列百姓脫離壓迫, 脫離暗無天日的環
境, 進入迦南地得自由的事奉神.
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水深火熱時，神差摩西拯救他們，摩
西預表基督是受膏的大先知（申18:15-19,徒3:22-23）；大君
王（出3:10,申33:4,5;賽55:4;來2:10)；中保（出32:31-35;約
一2:1-2)；代求者（出17:1-6;來7:25)、拯救者；因為「摩西」
意即拉出來（出3:1-12)；基督將其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賽61:1;路4:18;林後1:10)。天父差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脫
離法老的轄制，直到日期滿足，神就差他的兒子拯救他的子
民脫離魔鬼的轄制。
以賽亞是神呼召的先知, 也是神差派的宣教士. 他以口傳、
筆傳,雙管齊下. 以賽亞書成了影響全球的名著. 他說: "那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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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
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賽52:7 )
神差以賽亞向以色列人宣道，以賽亞身為國家元老，貴為
國策顧問，出身貴族，卻不敢輕易差人去替他宣道；相反地、
他卻謙卑地求神差派自己去，因為他看見神榮耀的異像；他
深知地上的君王會崩，會消逝；惟有神是永活、永存、永在
的。他順服神成了時代的工人，他在宣道上的成就遠比政治
上的成就高得多了。
差傳是神創世以前的計劃.神早已預定、預選、預派耶利
米先知的工作。"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
耶和華阿﹐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對我
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
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耶1:5-7)
神差派約拿先知向外邦人宣道."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
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拿1:1 -2)
神差派約拿到尼尼微大城去宣教, 他因有私心, 總希望敵人
被神審判, 速速滅亡. 他想逃到他施去. 但神不許可他背叛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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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經管教之後, 約拿的宣教成為歷史上最有果效的佈道會,尼
尼微城的百姓從上到下都披麻蒙灰的悔改. 人不能抗拒神差傳
的使命!
神差約拿向外邦人宣道，約拿本是神忠心的僕人，也是一
個成功的先知，其預言能準確的應驗（王下14:24)。為什麼他
不肯去尼尼微城？因為他是性格倔強的先知，尼尼微城是亞
述國的首都，亞述國曾經入侵以色列國，他深知神會赦免，
故不願意去。相反地，如果神審判毀滅尼尼微城，對以色列
國將是有利，這是本於民族感情、本於私意，故寧死不去。
但、豈不知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喜愛憐恤，不喜愛祭
祀。神的主權高過人權。約拿經過管教之後，他在魚腹中日
夜認罪禱告，終于順服，履行了神差他的使命。信徒也當學
習不反抗神的差派.

(2) 聖父差派聖子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
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形像。"(約5:37)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
往那裡去。"(約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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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
17:23)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
樣差遣你們。"(約20:21)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
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羅
8:3 )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
律法以下﹐"(加4:4 )
聖子本與天父同在，為完成救贖的使命，受差而來到世界，
從無限的永恆而進入有限的歷史。當耶穌受洗時天上有聲音
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主受洗之後，走遍各城各
鄉，宣講天國的福音。他立下了差傳的楷模。

(3) 聖父差派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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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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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靠着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
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彼前1:12 )
"成功的見証，乃是靠着聖靈的大能，單單的傳講基督，並
將結果交託結神。" 聖靈受差而來引導人認識真理，接受基督，
重生人的生命。他來了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聖靈在救贖與差傳的事工上站了絕對重要的角色。

2.聖子差派
救贖的主有權差派被贖者。凡被贖者都屬於救贖者。
(1)

聖子差派十二門徒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
鬼﹐醫治各樣的病.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
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傳福音﹐到處治病。"(路9:1-2、6)
十二門徒追隨耶穌的腳蹤, 往各城各鄉去傳道. 主耶穌復活
升天之後, 他們繼續耶穌的使命, 至死忠心的往各處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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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子差派七十門徒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在
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對他們說﹐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
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10:1 ,2,17)
主差派七十門徒, 要他們去收割莊稼, 同時也給他們權柄, 制
服污鬼. 這時代也是莊稼多, 工人少. 尤其是中國教會, 信徒多,
工人少, 當裝備更多高素質的工人, 為主收割莊稼.
(3)

聖子差派眾門徒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主耶穌差派門徒宣教, 是由近而遠, 由同族到異族, 由同文化
到異文化, 由本國到外國, 由耶路撒冷到地極. 這是超越文化的
宣教, 是普世性的宣教.

(4)

聖子差派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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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
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徒9:15 )
保羅說:"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
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1:17 )
保羅原是反抗基督, 逼迫教會的猶太教狂熱份子. 但在人不
能, 在神凡事都能,主呼召他成為宣教士, 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將
福音傳給猶太人、君王及外邦人, 並將福音從東方傳到西方,
建立主的教會. 他成為翻天覆地的使徒. 他遵行 “三位一體真神”
的命令.

3.聖靈差派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
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
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
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徒13:2 -4)
聖靈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 基督升天之後,由聖父及聖
子差來的, 是無形的, 會在人心靈中作感動及光照的工作, 會引
導人進入真理, 明白真理, 與 人同在, 賜人權柄和能力. 在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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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上, 聖靈也作差派的工作. 安提阿教會最優秀的人才, 巴
拿巴和掃羅就是聖靈差派出去的.
聖靈也會禁止人宣教的方向, 並引導人宣教的道路. “聖靈既
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
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
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
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
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徒 16:6-10)
保羅是一個靠聖靈行事的使徒, 對聖靈的引導十分敏感. 聖
靈有主權差派宣教士.
聖靈差派腓利向太監傳道."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
"(徒8:29 ) 腓利不但引導太監信主, 甚至為他施洗(徒8:30-38)
三一真神在差傳上是整體性、合一性的工作。目標與方向
是完全一致的，具有遍傳與救贖的功效。宣教是三一真神的
旨意、計劃、安排. 我們當積極的參與 行動, 將福音遍傳天下,
等後主再來.
例: 我與內子連續三年往中國巡迴証道,有時路途崎嶇,顛波
不已;有時夏日炎炎,汗流浹背;有時隆冬嚴寒,冷風刺骨;有時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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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病倒,渾身乏力,冷熱煎熬,仍上台証道;有時千山万水,不眠不
休!我思量,我掙扎,是否仍要繼續的前往?但、經我儆醒禱告,細
心的尋求,主的靈感動我說: “這是我的工作,還是你的工作?!” 我
羞愧謙卑敬畏戰競的回應: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 時於 1996 年
1 月 20 日於美國加州住宅寫下此詩詞以表事奉心願!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
一.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我願意謙卑的順服, 全力以赴!
我願背起十字架前往; 終身為你發光.
二.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我願照你旨意而活,多結靈果.
我願獻上身心當活祭;舉起福音旌旗.

副歌: 主啊!你是我的主;你引導,你開路,使我直奔你的道路!
我負你的軛,就必得享安息.我衷心讚美你,願榮耀都歸給
你!

因聖靈的感動與 差派, 我含苦如飴,已到中國事奉 20 年了.
你是否也願為中國擺上?
我深信 “三位一體真神” 是創造者, 拯救者, 差派者. 我深信
神啟示的聖經是無誤的, 是我們信仰的根據, 生活事奉的指針,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林後 5:7)

第三章 從主耶穌的教導認識三位一体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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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闡述三位一體真神的關係
“「我與父原為一。」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
他。耶穌對他們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猶太人回答說：
「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為你說僭妄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神。」”(約 10:30-33)
“原為一”是指同一類, 表示聖父與 聖子工作相同、能力相
同、本質相同. 猶太人非常反對耶穌是神, 他們要用石頭打死
他, 後來藉羅馬的權勢將他釘十字架. 耶穌的確是神道成肉身,
否則, 他何必用謊言來犧牲自己的生命. 他從死裏復活顯明是神
的兒子(羅 1:4).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嗎？我對你
們所說的話，不是憑着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
父作他自己的事。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
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約
14:10-11)
耶穌要門徒相信他與 父的關係, 子是父的彰顯, 他不是憑自
已的權柄說話, 而是完全遵行天父旨意而行. 因為他在父裏面,
父也在他裏面.
耶穌為教會禱告, 要求教會合而為一, 就像他與天父那樣合
而為一.“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 17:21)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
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約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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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聖靈都是由父所差來的, 耶穌是從父那裏出來(約
8:42,13:3) 顯明三位一体真神是同在同質的.
聖子與聖靈都要說神的話, 因為三位一體真神的工作是一
致的.“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
的。父愛子，巳將萬有交在他手裏。”(約 3:34-35)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
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
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
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
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
16:13-15)
聖靈將過去、現在、將來的事都向教會啟示, 在此包括聖
父、聖子、聖靈,三位一体真神的啟示.

2. 主應許三位一體真神的同在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
譯：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
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
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
們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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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4:16-17,26)
“保惠師”希臘原文 parakletos, 意為 “幫助者”, 也可譯為 “安
慰者”. 主耶穌為我們的幫助者, 當我們軟弱, 他為我們代求(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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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1, 羅 8:34, 來 7:25). 聖靈也幫助代禱(羅 8:26-27),聖靈住在
我們裏面, 永不離開. 聖靈是真理的靈(約 15:26; 約一 4:6), 我們
當信靠他的指引, 他是基督的見証人和真理的導師.
耶穌說: “我必與 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耶穌復活升天在父的右邊, 他怎能與我們同在? 藉着聖靈的
同在, 即三位一體真神的同在.

3. 主吩咐奉三位一體真神的名施洗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
柄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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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給他們施洗，
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太 28:18-19)
“名” 在原文用單數字,表明三位一體真神是獨一的神. 但如
今威廉·伯兰罕(William Branham)教派在中國大張其鼓的反
對三位一體真神的教導.
伯蘭罕與五旬节派“唯独耶稣”（Jesus-Only）的觀點
相似，他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信仰，教導 “模形说”
（Modalism）.伯蘭罕認為神只有一个位格（耶稣）,在历史
上於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称号,或形态出现。伯蘭罕的教導
似二世纪的异端，由撒伯流教導的 “变形说”的一种演化
（参 看神格唯一论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pp. 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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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兰罕说：“……在聖 经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三位一
体……那是天主教的错误，你们新教徒也向这个教义俯首屈
膝” (Conduct, Order, Doctrine Q and A, p. 182).“ 父，
子，聖 靈 是一位神的三个职分，他是父，他是子，他是聖 靈 。
那是三个职分或者说三个分配（dispensations）……”
(Ibid., p. 392).这种对神性的观点称为 “变形说”，天主
教会和新教都已将它定为异端。
伯蘭罕認定“三位一体”是属魔鬼的，所以其他教派中奉
聖 父、聖 子、聖靈 的名受洗的人不能得聖靈 ，而且成了獸的
印记,只有在伯蘭罕信息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才能得聖 靈 。
除了伯蘭罕的教会，没人可以得救？這種武斷自大的狂言, 根
本違背聖經的真道.
“耶稣受了洗，随即從水裏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
看见上帝的靈 彷 彿 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從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太 3:16-17).
聖 父、聖 子、聖靈 能够同时出现，可见神不是不同时期
的三种职分。
“三位一体”真神的教义,有限的人是無法完全了解的,
就如人無法完全瞭解神一樣;但是，神向人類自我啟示的範圍
有多大, 我們就可認識神多大. “變形論”與 神在聖 经中神
的自我启示不相符。 “变形论”教導说只有一个位格在神性
裏面，通过几个相关的“形态”运作。当他是父的形态的时
候，子和聖靈 不工作。然而，马太福音 3 章 13-17 节，子在
受洗，聖靈 降临，父说话。还有，奉父、子、聖靈的名施
洗,“in the name of”（太 28：19）并没有限制神本性的合
一，明顯的暗示在神性裏面同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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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只有一位，但這位神從三個不同的位格顯明。這三個
位格即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這三個位格是
個別的，聖父不是聖子，聖子不是聖父, 聖靈不是聖父, 聖
靈不是聖子。聖子在永恆中與 父同在, 聖靈由聖父、聖子所
差. 父、子、聖靈是同質、同權、同榮的.
我們所信的三位一体真神，並不是一位上帝在三個神裏；
也不是三個位格在一個位格裏；也不是一個位格在三個神裏；
而是獨一的真神在三個位格中彰顯出來。所以聖父是神—是
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聖子是神—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
聖靈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
我們深信主耶穌的教導是絕對正確無誤的!

第四章 三位一體真神相等嗎?
三位一体真神是同質、同榮、同在的. 三位雖各有區別, 職
位雖各有不同之處, 然而在許多方面確是相等的.
一. 都有神名
1. 聖父是神(帖後 1:2;王上 18:39)
2. 聖子是神(約 1:1-5,14;20:28; 猶 24)
3. 聖靈是神(徒 5:3-4)
二. 都有神性
1. 無始無終
(1) 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詩 90:2,4; 出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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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來 13:8; 參西 1:17; 約 6:62,17:5)
(3) 永遠的靈(來 9:14)
2. 無所不能
(1) 我是全能的神(創 17:1)
(2)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耶穌) 造的(約 1:3; 參
來 1:3)
(3) 聖靈…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路 1:35)
3. 無所不知
(1) 神…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約一 3:20)
(2) 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約 21:17, 參 18-19 節;16:30)
(3) 聖靈參透萬事(林前 2:10)
4. 無所不在
(1)

耶和華說：「我豈為近處的神呢？不也為遠
處的神嗎？」…耶和華說： ‘我豈不充滿天
地嗎？’ ”(耶 23:23-24)

(2)

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耶穌)的
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20)

(3)

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靈(詩 139:7-10)

5. 至聖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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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我是聖潔的(利 11:44)
(2) 聖潔公義者(耶穌)( 徒 3:14)
(3) 聖靈本為善(詩 143:10)
三. 都作神工
1. 創造萬物
(1)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 1:1)
(2) 萬有都是靠他(耶穌) 造的(西 1:16; 約 1:3)
(3) 你發出你的靈, 他們便受造(詩 104:30)
2. 施行神蹟
(1) 神藉着保羅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徒 19:11)
(2) 他(耶穌) 手所作的, 是何等的異能呢!( 可 6:2)
(3) 靠着神的靈趕鬼(太 12:28)
3. 使人復活
(1) 神…叫他(耶穌) 復活(徒 2:24)
(2) 在末日我(耶穌) 要叫他復活(約 6:40,54)
(3) 藉着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
來。(羅 8:11)
4. 賜人永生
(1) 神賜給我們永生(約一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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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耶穌) 又賜給他們永生(約 10:28)
(3) 賜生命的聖靈(羅 8:2)
5. 居人心中
(1) 神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賽 57:15)
(2) 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林後 13:5)
(3)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 林前 6:19)
四. 三名同列
聖經有 60 多處同時提到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稱. 玆簡略
提數則如下:
1. 父、子、聖靈(太 28:19)
2. 基督…神…聖靈…(林後 13:14)
3. 我(耶穌)…父…保惠師(約 14:16,26)
4. 他(耶穌)…聖靈…父…(弗 2:18)
5. 基督…靈…神(來 9:14)
6. 神…聖靈…基督(彼前 1:2)
7. 靈…主…神(林前 12:4-6)
8. 耶和華…我…他的靈(賽 48:16)
聖經有時單提到父神; 有時提到父神和耶穌基督; 有時提到
神、耶穌基督、聖靈. 聖經既然將神、耶穌基督、聖靈的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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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列, 顯明三位一體的真神是同等的. 我們豈可憑空反對三位
一體真神的信仰呢!?
(註: 參閱丁良才著 “經訓類纂”P10-14)

第五章 彼得對三位一体真神的認識
彼得是使徒們的領袖，他忠心跟隨主直到為主殉道。他心
直口快，有話直說。他跟隨主三年半，對三位一體真神的認
識非常真確。
1．從異象中認識聖父
當耶穌登山變像時,“…彼得對耶穌說：「夫子，我們在這裏
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
亞。」…
彩裏就懼怕。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他。」”(路 9:33-35) 彼得認識聖父多數
是從聖子論述而得. 這次卻是親耳聽到聖父親自說話. 彼得將摩
西、以利亞與耶穌同等看待, 但聖父責備他, 單要聽從聖子, 因
他是神的獨生子. 彼得清楚認識聖父.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
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他從
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彼後 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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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來寫信時提到此事, 他用 “我們”, 當時還有雅各與
約翰與 他同在. 他深入的認識聖父與聖子, 並預見將來神要建
立榮耀的國度.

2. 從神蹟中認識神子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
真是神的兒子了。」”（太 14:32-33）
當彼得看見主耶穌在海面上走，他要求耶穌讓他從海面上
走到他那裏去，因風浪甚大，彼得就害怕，將要沉下去，耶
穌趕緊拉着他，及至上了船，風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
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都”拜他，表示彼得與
所有的門徒都真正的認識耶穌是神的兒子。只有神接受人的
敬拜，耶穌接受人的敬拜，因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
當我們人生遭遇風浪時，不要害怕，只要憑信心信靠神的
兒子--耶穌基督，他能拉着我們度過難關。
3．從啟示中認識神子
“耶穌到了凱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
說我─人子是誰？」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
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裏的一位。」耶穌
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
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指示的。”（太 1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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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以自己主觀的理性來認識耶穌：“有人說是施洗的
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裏的一
位。”現代智識份子則說： “耶穌是革命家、教育家、宗教
創始人、社會改革者。”這些都是人本觀的認識，不是從神
啟來的。惟獨彼得受天上的父指示--啟示，才能說：“你是基
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基督”就是彌賽亞，神的受膏者。
殊為可惜！猶太人等候彌賽亞，基督已降生，他們卻從肉体
去認識耶穌，不從啟示去認識神的兒子。
4．從真道中認識神子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
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約
6:68-69）
彼得跟隨耶穌，看見主在迦拿婚筵上所行的神蹟，見到他
在逾越節時潔淨聖殿，聽到他與尼哥底母論重生之道，知道
施洗約翰為主耶穌所作的見証：“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
的也是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 . . . . .父愛子，巳
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
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 3:30-31；35-36）彼得親自
看見耶穌醫病趕鬼，親自聽見耶穌多次的証道，並稱上帝為
父（約 5：17-27）。他親自看見主以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
親自看見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約 6：15-21）。當“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
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
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 6:53-54）“他的門徒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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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約 6:60)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約 6:66) “耶
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嗎？」”(約 6:67)
但十二門徒的代表彼得立刻回應, “主有永生之道”, 耶穌是
永恆生命的源頭, 他就是道的本体(約 1:1-2,14), 彼得從道中認
識耶穌是聖子. 早在耶穌道成肉身之前,天使告訴馬利亞說：
“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
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路 1:35)。但當時猶太人聽了卻聽不懂,
但現代人聽了又信的人有福了.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 聖
子耶穌就是與 神同質同尊同榮的聖者.
5．在聖靈裏認識三位一体的真神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
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還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裏
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徒 5:3-4）
五旬節時彼得被聖靈充滿, 講道大有能力, 三千人悔改, 五千
人得救. 甚至聽道的人覺得扎心. 教會大復興,信徒快速增長. 彼
得靈裏清楚認識 “三位一体的真神”. 亞拿尼亞估名釣譽, 賣田
地奉獻給教會, 本來是一件美事, 但因他給魔鬼留地步,不誠實
撒謊, 不是全數奉獻, 而騙彼得是全數奉獻. 結果神管教. 他不
但騙不了人, 也欺哄不了聖靈.聖靈到底是誰呢? 聖靈就是神.
聖靈是神第三位格的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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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書信中說:“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着聖靈得
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
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彼前 1:2）
這節聖經提到: “父神”、 聖靈、耶穌基督” 三位一体的真神.
聖父有絕對的主權和揀選. 揀選是在創世以前, 按神的旨意和
計劃. 揀選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和慈愛. 不是被揀選者有甚麼
优點和善行.
“藉着聖靈得成聖潔”, 聖靈將這些蒙揀選者分別出來, 使神的
揀選達到目的. 聖靈工作之後,人就會順服耶穌基督, 又蒙寶血
所潔淨(約一 1:7、9). 彼前 1:2 節, 已建立了清晰的三一論: “神”
以他聖父的位格, 因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揀選人; “神”以他聖靈的
位格感動人歸信耶穌; “神” 以他聖子的位格救贖人, 並以寶血
潔淨歸順他的人. 彼得將三位一体的真神闡明的非常透徹!.

第六章 馬太對三位一体真神的認識
馬太是馬太福音的作者，他原本是迦百農城的稅吏，原名
是利未（可 2：14）,為羅馬政府向同胞徵稅，有時免不了要
壓榨欺騙（路：19：8），是猶太人所篾視的。但馬太認罪悔
改，信主之後竟成為十二使徒之一。竟寫了 “馬太福音”，
並詳盡記下耶穌五次講道的內容：1。登山寶訓（太 5-7 章）；
2。給十二門徒宣教的訓誨（太 10 章）；3。講天國的比喻
（太 13 章）；4。教會的生活和紀律（18 章）；5。論末世
（太 24-25 章）。他有 98 次引用舊約的內容，他常說： “這
就應驗了主藉先知所說的。” 馬太福音被列為新約的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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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內容與 舊約頗銜接，正好成為新舊約的橋樑。馬太詳細的
記載耶穌基督的家譜, 主要是對猶太人宣講天國的福音,耶穌是
基督, 是神的兒子.
耶穌時代,猶太人的政治與 宗教信仰頗複雜. 政治受羅馬帝國
所統治, 猶太人有公會管理宗教與民間事務. 公會的成員是由
祭司和民間長老聯合組成, 大部分是撒都該人和一些法利賽人
所組成. 撒都該人信仰相當僵化, 他們墨守儀文, 不信天使、復
活、鬼魂等. 法利賽人卻與 他們分庭抗禮, 法利賽人雖然拘泥
傳統, 缺乏生氣, 死守儀文, 但他們相信有天使、復活、鬼魂等.
這些人常與 耶穌接觸, 甚至辯論真理, 也有暗中信主的. 尼哥底
母夜裏來見耶穌, 得到重生的信息(約 3:1-15;7:50-51;19:39), 暗
暗的跟隨耶穌, 這是最明顯的例子. 他甚至帶着沒藥和沉香來
裹耶穌的屍体.
猶太人均盼望舊約所應許的彌賽亞來臨, 因他們長年受羅馬
帝國的欺凌, 於是總盼望要來臨的彌賽亞是救國的大英雄, 可
以推翻羅馬帝國, 重建大衛之國的雄風. 其實他們不瞭解舊約
的彌賽亞就是降世為人的耶穌, 神的兒子, 人類的救主.
馬太記載的福音, 是他所見所聞, 所信所傳的福音. 他是親自
跟隨耶穌的門徒, 對三位一体真神的認識一清二楚.
一、天父的印証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
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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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洗是一件極重要的歷史見証. 四福音書都記載耶穌受
洗的事實. 見可 1:9-11; 路 3:21-22; 約 1:31-34.
這裏的 “我”就是聖父； “子”就聖子；“神的靈”就是
聖靈。上帝親自印証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真神的三個位格均
在此清楚可見.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這句話在耶穌登山變像時聖
父重復的又說一遍 :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
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
喜悅的。你們要聽他！」”(太 17:5) 摩西與 以利亞在耶穌登山
變像時談論耶穌將要死的事, 天父從天上發聲, 有一目的, 要人
信的不是先知, 不是律法, 而是耶穌, 他是人類獨一的救主, 是
神的獨生子, 叫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舊約早就預言神子的事.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
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詩 2:7) “生”字表
明原與 父同生命, 而非受造的. 聖子是與 聖父同生命, 同本質,
同在同存的, 非受造的,萬物乃是三位一体真神所創造的. 三個
位格互為見証：聖父為聖子作見証, 聖子也為聖父作見証； 聖
子為靈靈作見証，聖靈為聖子作見証；聖父為聖靈作見証，
聖靈為聖父作見証。三位一体真神有相同的工作，是彼此互
動的，卻在三個位格中彰顯其特性。
在耶穌降生之前約七百年，舊約以賽亞先知早已預示三
位一体真神的真理：“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
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
邦。”(賽 42:1) 神的 “僕人”究竟是指誰？第一种僕人--以色
列即是神的僕人，要將認識神的知識傳遍天下，可惜她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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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實現。第二种僕人--彌賽亞，他要屢行神的計劃和使命，從
上下文看應是指彌賽亞，神將他的靈賜給彌賽亞（參賽 11：2）
神稱彌賽亞為僕人（參賽 49：3、5-7；50：10；52：13；53：
11）。耶穌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彌賽亞。當耶穌受洗從水裏
上來，聖靈降在他身上，完全應驗神的預言。他道成肉身將
真理傳開，升天之前吩咐教會要將福音傳遍天下。可見聖父、
聖子、聖靈在傳福音的聖工上都是共同在推展。
新約時代保羅特特提到神的愛子。“使他榮耀的恩典得着稱
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弗 1:6) 聖父的恩典
藉着愛子賜給我們。我們領受了救恩，才能勝過罪與 魔鬼的
權勢。“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
裏.”(西 1:13) 三一真神所預備的國度是永遠的，榮耀的，得勝
的，聖潔的，光明的，遠超地上任何的國度。聖父印証三位
一体真神的真理,新約與 舊約遙遙相呼應，既清楚又明白。

二．耶穌的印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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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親自說： “奉父、子、聖靈的名” “名”原文是單
數字。“父、子、聖靈”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是同為一体
的神，不是三位神，所以用單數的語法。但被美國正統教會
認為是異端的威廉、瑪利安‧伯蘭罕（William Warrion
Braham），他因不信三位一体，甚至極力的反對三位一体。
在其講章“如何受洗？”中說： “奉父、子、聖靈 的名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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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是從魔鬼而来的错误理念，而且完全没有任何聖 经的
根据。” 這是極其危險的說法，等於他否定耶穌的權威，否定
耶穌的信實;否定聖經的可靠性，否定上帝的啟示。他甚至在
其他著作中強調，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都不得
救，要再奉 “耶穌的名施洗才能得救”。他把 “得救”與
“受洗”混淆了。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可：16:16）信
在前洗在後，受洗不是得救的條件,水洗不是赦罪的條件,罪得
赦免是神的恩典,藉着耶穌的寶血(約一 1:7)。信耶穌才是得救
的根源（羅 10：8-9）。受洗是公開的見証，表明我們與主同
死、同埋葬、同復活,真心的歸向神.
馬太福音的作者所記載的都是第一手的資料, 他親自跟隨
耶穌三年多, 所言 “三位一體真神”的証據, 都是親眼所見或親
耳所聞, 然後述之筆墨, 既可靠又可信!

第七章

保羅對三位一体真神的認識

保羅原本是猶太教的狂熱分子, 盡心竭力的反對耶穌和其
門徒, 他曾苛刻的壓迫基督徒, 甚至抓他們下監. 當他手拿祭司
的文件擬到大馬色去逮捕信徒, 在路上蒙主選召, 重生被聖靈充
滿, 成為外邦的使徒, 他領受了神的啟示,寫了十三卷的書信, 多
次巡迴佈道,建立了無數的教會, 對神的認識, 無人能出其右.他
對三位一體真神的認識十分清楚.
一. 從聽信福音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我不廢掉神的恩；義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
死了。…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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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
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加
2:21;3:1-2)
在此提到:“神的恩”,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受了聖靈”,
救恩與 三位一體真神是息息相關的, 主要 “是因聽信福音”
才能有如此深厚的認識.
保羅說:“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
心，呼叫：「阿爸！父！」.”(加 4:6:) 信耶穌神就賜我們權
柄作神的兒女(約 1:12), 在此即聖父聖子聖靈在我們心中作
主.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
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
惠的日子一樣。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
巴弗所學的。他為我們作了基督忠心的執事，也把你們因
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西書 1:6-8:)
耶穌的福音不但傳到歌羅西, 也傳到普天下, 叫人真知
道神的恩典, 聖靈將愛存在人的心中, 都是三位一體真神的工作.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
穌基督裏的教會。…被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
選的；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
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
你們那裏，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帖前 1:1,5)
父神和主耶穌是教會的元首, 傳福音要靠聖靈的權能才有
功效(徒 1:8). 三位一體的真神是福音的內容. 保羅說: “你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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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令。…所以那棄絕的，不是
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帖前書 4:2,8) 人聽
信福音才能真正体驗三一真神的實際.

二. 從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
時候，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
照他的憐憫，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神藉
着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多 3:4-6:)
人得救不是靠自已的功勞, 完全是神的憐憫. “重生的洗”,
不是靠水禮得重生, 是聖靈的更新. 當一個人真正重生時就受聖
靈的洗及聖靈的內住.
在此清楚表明三位一體的教義: 神的恩典, 主耶穌的救贖,
聖靈的更新.

三. 從蒙召的指望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
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 4:4-6:)
我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即得永生及進入新天年地.在此提
到 “一神”, 就是又公義又慈愛的天父; “一主”, 就是大家所公認
的耶穌基督為主(林前 12:3); “聖靈只有一個”, 住在教會的聖靈
只有一個, 信徒所領受的是同一位聖靈(林前 12:12-13). 在此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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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三位一体的教導. 其中包括: 聖父的超越, 聖子的同在, 聖靈
的工作.

四. 從神的國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
喜樂。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
稱許。”(羅 14:17-18:)
神的國是屬靈的, 屬天的, 是以神為主, 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吃暍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基督徒要活出合乎
神心意的生活, 並忠心的服事基督, 就能蒙神喜悅, 得人稱許. 在
此提到 “神” 、基督、聖靈, 三位一體真神與 神的國息息相關.

五. 從神賜的恩典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
們的心，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們，我自
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
勸戒。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
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
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着聖靈成為聖潔，
可蒙悅納。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裏有可誇
的。”(羅 15:13-17:)
“神的恩典”: 保羅作了外邦人的使徒, 福音的祭司; 藉着 “聖
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因着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在基督耶
46

穌” 裏自已一無可誇, 只誇 “三位一體真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工
作.

六. 從聖靈的內住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但
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
的，無論是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
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
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
人.”(林前 6:11,17-19)
“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在基督裏得救, 寶血洗淨我們的罪,
乃是藉着 “聖靈” 的工作. “神” 差 “聖靈”住在我們裏面, 使我們
戰勝邪惡, 抗拒色慾的引誘, 逃避淫行. 我們是屬神的, 是他的兒
子耶穌重價買贖回來的(羅 3:24; 弗 1:7), 身體是聖靈的殿, 聖靈
住在其中. 聖靈的內住, 也是三一真神的同在.

七. 從屬靈的恩賜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
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
的事。”(林前 12:4-6)
“聖靈”、 “主(基督)”、 “神(父神)”, 三位一體真神都在教會
裏動工, 將不同的恩賜給人. 各種不同的恩賜, 目的是為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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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會. “恩賜” 是出於恩典的賞賜. 神藉此使用人在教會事
奉. 恩賜的運用是聖靈顯在人身上明証(林前 12:7) .

八. 從承擔新約的執事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並不是我們
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他叫
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着字句，乃是憑着精意；
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譯：聖靈〕是叫人活。”(林後
3:4-6)
“因基督” 才有信心; “出於神” 才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 “聖
靈是叫人活”, 才能承擔三一真神託咐的使命. 新約不是以舊約
的律法條文為根據, 因為律法的字句不能給人能力, 只能判違反
者死刑. 所以在舊約律法下的人都受了死的宣判. 但神的靈是
賜生命的靈, 凡” 不按着儀文的舊樣”, 而 “按着心靈的新樣” 服
事主的人(羅 7:6), 都能脫離罪和死的律(羅 8:2). 三一真神託咐
的執事是屬靈的, 不是字句的.

九. 從神所定的旨意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
面前。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
原是你們的榮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
各〔或譯：全〕家，都是從他得名）求他按着他豐盛的榮
耀，藉着他的靈，叫你們心裏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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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弗 3:1117
“神從萬世以前”,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藉着他的靈，叫你們心裏力量剛強起來”. 有神就有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在創世以前就存在. 神的旨意在基督裏定的, 顯明基督
是與神同在, 直到耶穌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 我們因信
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因信
基督聖靈內住, 才能有根有基的活出愛心的見證. 聖靈的內住就
有主的同在, 也是三一真神所定的旨意. 保羅說:“凡事謝恩；因
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消滅聖靈的
感動.”(帖前 5:18-19)

十. 從聖靈的充滿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
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凡事要奉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弗 5:18-20)
“聖靈充滿” 是經常時時的被充滿, 不是一次充滿永遠充滿.
“奉耶穌的名”, 表明耶穌是中保, 是道路, 是人通神的橋樑.“常常
感謝父神”, 表明聖靈充滿是三一真神都與我們同在。

十一. 從神的同在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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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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的同在, 就有主的恩惠、慈愛、與 感動, 這些都是由三
位一體真神所賜的.

十二. 從神的引導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
耐。”(帖後 3:5)
聖靈會引導我們的心, “心”: 包心思、意志、感情、理性等
在內. “愛神”是神的命令,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
盡意愛主─你的神…」”(路 10:27). “學基督的忍耐”, 基督遭遇
被無重生的猶大出賣, 被無理的譏笑, 被無人道的攻擊, 被無公
義非法的審判, 無人性的被釘十字架, 他為拯救世人, 真是立下
了忍耐的榜樣. 聖靈會引導我們認識三一真神的工作.
神給保羅的啟示非常大, 他自己認卑的說: “又恐怕我因所
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剌加我肉體上，就
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林後 12:7) 保羅
是從神直接領受的啟示. 他說: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
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既然樂意將他兒
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
氣的人商量.”(加 1:12,16) 保羅寫的書信, 有關的奧祕是從神啟
示而來的, 所以令讀者感讚且信服, 保羅說, 神“用啟示使我知道
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弗 3:3 既然如此, 他
所論的 “三一真神” 必然是千真萬確的, 是十分可信的!

第八章 對三位一體真神的疑問與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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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一. “聖經並沒有“三位一體” 的詞句, 這是第四世紀基督徒
所定出來的信仰.”
聖經的確沒有 “三位一體” 的詞句, 但、雖然如此,三位一
體乃是以聖經為基礎的信仰.
“三位一體” 是用來解釋聖父、聖子、聖靈在永恆裏的關係.
有很多處聖經表明三位一體. 早期基督教有些錯誤的信仰流傳
至今. 早期的信徒不斷地答辯他們的信仰. 以下是早期教會領
袖, 在主前 300 年以前就寫下辯護三位一體的教義.
大約的時間:
主後 96 年

克里勉 Clement, 羅馬第三任主教

主後 90-100 年 十二使徒的教訓 “the Didache”
主後 90 年?

伊拿提丟氏 Ignatius, 安提阿會督

主後 155 年

基氏丁馬提耳 Justin Martyr, 基督徒作家

主後 168 年

提阿非羅氏 Theophilus 安提阿第六任主教

主後 177 年

亞蘭納果拉氏 Athenagoras, 神學家

主後 180 年

伊利納紐氏 Irenaeus, 里昂的會督

主後 197 年

特土聯 Tertullian, 早期教會領袖

主後 264 年………大馬土歌氏 Gregory Thaumaturgus, 早期教
會領袖
疑問二. “基督徒相信有三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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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基督徒只相信一位神.
有些人可能相信基督徒是多神論者, 因為基督徒引用聖父
是神, 聖子是神, 聖靈是神. 但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位神. 聖經說
只有一位神.但神在三個位格中顯明. 經過數世紀下來, 人都想
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三位一體”. 每一個例子都有其限度,
但有的也有助益. 例如:
神不是 1+1 +1 = 3
神是 1 x 1 x1 = 1
三位一体是深奧的教義, 必須憑信心接受. 聖經說的有些地
方我們並不瞭解. 若沒有三位一體, 基督徒救恩的教義就不能存
在. 有些宗教團體號稱相信聖經裏的神, 但拒絕三位一體, 他們
認為靠善行可得救恩.
疑問三: “耶穌不是神”
真理: 耶穌是神, 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
1. 耶穌自已的宣告
(1) 他赦免罪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
罪赦了。」…「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可
2:5,7)
(2) 他如神接受人的敬拜並宣稱擁有天父的榮耀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
了。」”(太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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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
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太 28:17)
“他說：「主啊，我信！」就拜耶穌。”(約 9:38)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叫人都
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
子來的父。”(約 5:22-23)
(3) 他宣稱是神的兒子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
事。」”(約 5:17)
“「我與父原為一。」”(約 10:30)
“…他以自己為神的兒子。”(約 19:7)
2. 神獨特的特性

耶穌的特性

神獨特的特性
唯獨神是創造者(創 1:1; 詩
102:25; 賽 44:24)
“是首先的, 是末後的”(賽 44:6)

耶穌的特性
萬物是藉着他造的(約 1:3; 西
1:16; 來 1:2,10)
“是首先的, 是末後的”(啟
1:17,22:13)
“萬主之主”(申 10:17; 詩 136:3) “萬主之主”(提前 6:15; 啟
17:14;19:16)
永不改變(詩 90:2;102:26-27;
永不改變(約 5:58; 西 1:17; 來
1:11-12;13:8)
瑪 3:6)
審判萬民(創 18:25; 詩
審判萬民(約 5:22; 徒 17:31; 林
94:2;96:13;98:9)
後 5:10; 提後 4:1)
獨一的救主(賽 43:11;45:21-22; 世人的救主, 除他以外別無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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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13:4)

救(約 4:42; 徒 4:12; 多 2:13; 約
一 4:14)
將人從罪中贖回成為他的子民 將人從罪中贖回成為他的子民
(出 19:5;詩 130:7-8; 結 37:23)
(多 2:14)
凡求告其名的他必垂聽應允
凡求告其名的他必垂聽應允
(詩 86:5-8; 賽 55:6-7; 耶 33:3;
(約 14:14; 羅 10:12-13; 林前
珥 2:32)
2:2; 林後 12:8-9)
無人可從其手中奪去(賽
無人可從其手中奪去(約
43:13)
10:28-30)
天使敬拜(詩 97:7)
天使敬拜(來 1:6)
疑問四 : 耶穌是比天父次等的神
真理: 耶穌是與天父同等的神. 有人可能用以下爭論的經文來
否認這真理.( 如主後 319 年亞流派 Arius 的異端)
1. 錯解經文說耶穌是被造的
(1)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
以先。”(西 1:15) 他是被造的嗎?
答案: “首生的”不能說耶穌是被造的, 因為保羅說: “因為萬
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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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都是
藉着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
立。”(西 1:16-17) 基督在萬有之先, 他是創造者, 非被造的. “首
生的”, 傳統而言是指後裔, 根據上下文, 保羅是說基督是神的兒
子.
(2) 約 3:16, “獨生子”會表示耶穌是有一開始的嗎?
54

答案: “獨生子” 不是意指耶穌有一開始; 它乃是表示耶穌是神
“獨特”的兒子. 在舊約的希腊文, 雖然亞伯拉罕有其他孩子們,
以撒卻被稱為 “獨生” 的兒子(創 22:2). 耶穌是神的獨生子, 因為
他是獨一的真神, 是永生神的兒子(約 1:1-3,14-18)
(3)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
我。”(箴 8:22) 是否表示基督(智慧) 是受造的?
答案: 這不是照字面上的解釋基督, 這是將智慧人格化. 基督
不是與那名為 “靈明” 的住在天上(箴 8:12), 他不是用七根柱子
做房子(箴 9:1). “造化” 最好翻成 “保守”(箴 4:5,7;16:16;17:16;
19:8). 這節經文按詩意的解釋即神用智慧創造世界(參箴 3:1920).
2. 錯解經文說耶穌是比父神次等
(1)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你們
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
的。”(約 14:28) 如果父比主大, 耶穌怎麼可能是神呢?
答案: 耶穌道成肉身於地上自願的謙卑自己與 分擔我們有限
度的生命而救贖我們. 他從死裏復活之後, 進入與 父同享的榮
耀裏(約 17:5). 在歸還其榮耀, 耶穌能差派聖靈, 且賜門徒能力,
甚至作比他在地上所作更大的事(約 14:12,26-28).
(2) “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
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林前 15:28) 如果耶穌是神,
為甚麼他要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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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耶穌謙卑自己自願的順服天父的旨意是有時間性的.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
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
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
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腓 2:5-11) 但, 他的先在及永恆為聖子, 他是與天父同等
的.
(3)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
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 13:32) 如果耶穌是
神, 為甚麼他不知道何時再來?
答案: 耶穌自願謙卑自已在人的身位上限制自己. 站在人子的
地位上而言, 他不知道(約 1:1,14).弔詭性的說, 耶穌乃仍是神而
無所不知. “現在我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問你，因
此我們信你是從神出來的。」”(約 16:30) 耶穌的再來是神永恆
裏的計劃.
疑問五. “聖父、聖子、聖靈只是耶穌三個不同的稱號, 或神
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啟示自己.”
答案: 聖經清楚的指示父、子、聖靈是有三個明顯的位格.
有人想三位一體的教義與獨一真神是會有矛盾的. 他們爭辯
惟有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所以耶穌就是 “父子聖靈的名”(太
28:19), 而不只是聖子的名. 當然我們確信只有一位真神, 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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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聖經來定義這是甚麼意思. 聖經很清楚表示父子聖靈是三個
明顯的位格:
*聖父差聖子(加 4:4; 約一 4:14)
*聖父差聖靈(約 14:26; 加 4:6)
*聖子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照父所吩咐的說(約 8:28;12:49)
*聖靈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照耶穌所吩咐的說(約 16:13-15)
*聖父愛聖子, 聖子也愛聖父(約 3:35;5:20;14:31)
*聖父愛聖子算為兩位見證者(約 5:31-37;8:16-18)
*聖父與聖子彼此互相榮耀(約 17:1,4-5), 聖靈榮耀聖子耶穌
(約 16:14)
*聖子與 聖父為我們的中保(約一 2:1); 耶穌差聖靈, 他是我們
的保惠師(約 14:16,26).
*耶穌不是聖父, 但是聖父的獨生子(約二 3).
馬太 28:19, 耶穌並沒有認為他就是父、子、聖靈. 他乃是說
一個基督徒受洗, 他認同相信聖父, 相信父神差來為我們的罪而
死的耶穌, 且相信聖父與聖子差來的聖靈內住在我們心中.
“三位一体”是用來解釋 “聖父、聖子、聖靈”在永恆裏的關係.
凡信的人就有福了!
註: ( 參閱 Rose Publishing “THE TRINITY”P4-7)

第九章 歷代信經對三位一体真神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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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徒信经(Apostles'Creed)
使徒信经共十二条,是今日教会最为普遍的使用的信經.
早期教会信徒要受洗之前, 均以此信经为准则.教会的教導都
以此为基礎.而教会信仰是否纯正, 也以信经的教導为考核。
使徒信經明確的糾正以下錯誤的教導：撒伯流派
(Sabellianism) 宣称聖 父、聖 子、聖 靈是独一神之三种显
示；马吉安(Marcion) 否定基督道成肉身及復活；诺斯底派
(Gnosticism) 不承认基督有身体；多纳徒派(Donatism) 不
接纳大公教会；使徒信经清楚指出以上各派之错误。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聖靈 感孕，從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陰间；第三天從死裏復活；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從那裏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
我信聖 而公之教会；我信聖 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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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永生。阿们！”
使徒信經開宗明義的提到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
神. 這些先賢先聖整理出來信仰的精華, 真是萬分寶貴屬靈的產
業!

三. 尼西亞信經 (The Nicene Creed )
《尼西亞信經》是在西元 325 年第一次召開的教會議會中制
定的。當時亞利烏（Arius, 256-336）及其理論在教會中造
成分裂，他主張聖子為聖父所造，因此與聖父不同本質。此
說被亞歷山大的主教定為異端，但后來卻因他的口才與政治
長才，得蒙亞城之外地區的支持，而造成兩派的對立。羅馬
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深恐教會會因此分裂，于是在
325 年尼西亞這個地方召開會議，深盼在神學觀點上取得共
識。議會共有 318 位主教參加，除了少數幾位來自西方教會
之外，其余皆是說希臘語的東方教會代表，而這其中又分為
安提阿的亞利烏派，亞歷山大的正統派及由歷史家優西比烏
（Eusebius, 260-340）所領導的中間派。當亞利烏派的代表
優西比烏（非歷史家）提出其信仰論點時，立即受到強烈的
否定，且被定為異端；于是在皇帝的特使侯休斯（Hosius
of Cordova）的領導之下，完成了《尼西亞信經》，並經所
有主教的簽名表示接納。此信經被送到帝國各處，是第一個
具有權威又普遍的信仰告白。
《尼西亞信經》很明顯的是反對亞利烏的神學：子是“從
真神而來的真神”，雖是生出的，卻是“從父而來”，而
“非受造”；而且子是“從父的本體而來”，並且“與父本
體相同”，都是針對亞利烏派錯誤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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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經與今日教會使用的《尼西亞信經》並不完全相同，
后者較前者為長，且不包含一些《尼西亞信經》中重要的用
語。為何有此演變，則無人知曉了！
尼西亞信經
1.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2. 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父所
生，出於神而為神，出於光而為光，出于真神而為真神，受
生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3. 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着聖靈，並從童女馬利
亞成肉身，而為人；
4.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于十字架上，受難，埋葬；
5. 照聖經第三天復活；
6. 並升天，坐在父的右邊；
7. 將來必有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永無窮盡；
8. 我信聖靈，賜生命的主，從父和子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榮，他曾藉眾先知說話。
9. 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
10. 我認使罪得赦的獨一洗禮；
11. 我望死人復活；
12. 並來世生命。
此信經不但著重獨一上帝、獨一主耶穌基督、同時也提
到聖靈, 明顯的含蓋三位一體真神的信仰,
四.

亞他拿修信经 ( The Athanasian Creed ) ：

亞他拿修信经，是基督教传统信经 之一。
亚他拿修是第 4 世纪的神學家. 此信经曾在公元五世纪流传
于 高卢 (Gaul)南部的拉丁教会中. 而近代学者凯利
(JNDKelly)认为此信经反映了关于基督论到底是二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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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一体、二位二体等的争论，故应是针对 涅斯多留主义
而作的，其著作年代应在 428 年之后，不是亚他拿修编纂
的，只是藉由他的盛名而订的名称。基督网
此信经可分两部份：
第一部份以 “三位一体” 为主题。
第二部份强调 “基督” 的神人二性，道成肉身及救赎。
亞他拿修信经:
1. 凡人欲得救，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
2. 此信仰，凡守之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
3. 大公教会信仰即：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
4. 其位不紊，其体不分。
5. 父一位，子一位，聖靈亦一位。
6. 然而父子聖靈同一神性，同一荣耀，亦同一永恒之尊严。
7. 父如何，子如何，聖靈亦如何。
8. 父不受造，子不受造，聖靈亦不受造。
9. 父無限，子無限，聖靈 亦無限。
10. 父永恒，子永恒，聖靈 亦永恒。
11. 非三永恒者，乃一永恒者。
12. 非三不受造者，非三無限者，乃一不受造者，一無限者。
13. 如此，父全能，子全能，聖靈 亦全能。
14. 然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
15. 如是，父是神，子是神，聖靈 亦是神。
16. 然而，非三神，乃一神。
17. 如是，父是主，子是主，聖靈 亦是主。
18. 然而，非三主，乃一主。
19. 依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均为主。
20. 依大公教，我等亦不得谓神有三，亦不得谓主有三。
21. 父非由谁作成：既非受造，亦非受生。
22. 子独由于父：非作成，亦非受造；而为受生。
23. 聖 靈 由于父和子：既非作成，亦非受造，亦非受生；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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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
24. 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有一聖靈 ，非
三聖 靈。
25. 且此三位無分先后，無别尊卑。
26. 三位乃均永恒，而同等。
27. 由是如前所言，我等当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
28. 所以凡欲得救者，必如是而思三位一体之神。
29. 再者，为求得永恒救赎，彼亦必笃信我等之主耶稣基督成
为人身。
30. 依真正信仰，我等信认神之子我等之主耶稣基督，为神，
又为人。
31. 其为神，與聖 父同体，受生于诸世界之先；其为人，與
其母同体，诞生于此世界。
32. 全神，亦全人，具有理性之靈 ，血肉之身。
33. 依其为神，與 父同等，依其为人，少逊于父。
34. 彼雖为神，亦为人，然非为二，乃为一基督。
35. 彼为一，非由于变神为血肉，乃由于使其人性进入於神。
36. 合为一：非由二性相混，乃由於位格为一。
37. 如靈 與 身成为一人，神與 人成为一基督。
38. 彼为救我等而受难，降至陰间，第三日從死裏復活。
39. 升天，坐於全能神父之右。
40. 将来必從彼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41. 彼降临时，万人必具身体復活；
42. 并供认所行之事。
43. 行善者必入永生，作恶者必入永火。
44. 此乃大公教会之信仰，人除非笃实相信，必不能得救。
“亞他拿修信经” 是教會三大信經之一, 不過華人教會都
常頌讀: “使徒信經”和 “尼西亞信經”, 比較少獵涉到“亞他拿
修信经”, 但此信經對早期的教會有很大的助益, 因它論 “三位
一體真神”最詳細.
62

四.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
這是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的宣言，也是赴會者在主
面前所立的信約：為福音齊心努力。這些主耶穌基督教會中
的肢體，來自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共同參加洛桑世界福音國
際會議。其引言: “我們同心讚美上帝，因祂賜給我們極大的
救恩，也因祂賜給我們與祂相 交的喜樂和彼此相交的喜樂。
我們為上帝在這個時代的作為深感興奮；我們也為我們在宣
教工作上的不足而懺悔；我們也深受未完成的宣教使命的挑
戰。我們相信， 福音是上帝賜給全世界的好信息。我們決心
憑藉上帝的恩典，順服基督的命令，向全人類傳福音，使萬
民作主的門徒。因此，我們在此宣告我們的信仰與決心，並
將 此信約公諸於世。”
洛桑信約內容頗長, 雖然以宣教為主, 但第一段是最重要
信仰的告白: 上帝的目的.
“我們確信，獨一永恆的上帝是創造世界的主宰，聖父，
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照祂旨意統管萬有。祂已從世
界裏呼召人作祂的子民，又差遣祂的子民回到世界 中，作祂
的僕人與見證人，擴展衪的國度，建立基督的身體，榮耀祂
的聖名。我們感到羞愧，因我們常常違背上帝的呼召，或隨
從這個世界，或在這個世界面前退 縮，沒有承擔起我們的使
命。然而，我們感到歡欣的是，福音即使是放在我們這些瓦
器裏，仍然是寶貝。我們願意重新奉獻自己，借着聖靈的能
力，將這寶貝顯明出 來。 （賽 40：28；太 28：19；弗 1：
11；徒 15：14；約 17：6, 18；弗 4：12；林前 5：10；
羅 12：2；林後 4：7）”
其結語說: “因此，我們以信心和決心，鄭重地與上帝立
約，也與眾弟兄姊妹堅立此約。讓我們為了普世宣教而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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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共同計劃、合力事奉。我們呼籲其他人與我們一起同
工，願上帝以祂的恩惠為祂的榮耀，幫助我們，使我們誓忠
於此信約。阿們，哈利路亞！”
由此可見 “三位一體真神” 的真理, 是全世界眾教會所
公認的信約.

五. 華福信約
洛桑會議之時, 華人教會領袖:王永信牧師、滕近輝牧師、
吳勇長老、唐佑之牧師等凝集赴會華人教牧同工共同發起組
織 “世界華福”, 我正逢其時. 我返馬後與 同工聯禱會發起組織
“馬來西亞華福”, 由許彼得牧師任首任主席, 我為副主席. 次年
參加在香港舉行 “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近一百個國家代
表赴會, 一千多人共襄勝舉, 訂下 “華福信約”:
“我們相信全部新舊約聖經是神的啟示，將祂救贖人類的
計劃完全啟示出來，也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神聖的準則。
我們相信獨一的 “真活神”，即永存的聖父、聖子與聖靈。
我們相信聖子耶穌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由聖靈感孕
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祂死於十字架上，流血為人贖罪。神使
祂從死裡復活、升天，並要照祂的應許,快要親自再臨。
我們相信聖靈，三一真神的第三位，與聖父、聖子同質、
同權、同存。祂的工作:使人知罪、重生，並住在信徒心中，
使人有能力過聖潔的生活與事奉神、服務人。
我們相信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在亞當裡墮落成為罪人，
都需要神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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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悔改的罪人唯賴神的恩典得以重生，並因信耶
穌基督得以稱義。
我們相信義人身體復活得永生，不義的人復活受永刑。
我們相信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教會是一體的，由聖靈所
重生的人組成，並在敬拜、交通、傳福音及事奉上發揮其功
用。”
“華福信約”很清楚地提到: “我們相信獨一的真活神，即
永存的聖父、聖子與聖靈…我們相信聖靈，三一真神的第三
位，與聖父、聖子同質、同權、同存。” “三位一體”的教義,
是全世界純正信仰的教會所公認的.

第十章 聖經有多少處同時提到 “三位一體”的經文?
聖經有 60 多處同時提到 “三位一體” 的經文, 玆簡列一些如
下, 以資參考:
1.馬太福音 3:16-17: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
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
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 馬太福音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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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
父、子、聖靈的名〕。”
2. 哥林多後書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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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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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弗所書 4:4-6: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
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
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4. 提多書 3:4-6: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
慈愛顯明的時候，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
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
靈就是神藉着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5. 約翰福音 3:34-35: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
給他是沒有限量的。父愛子，巳將萬有交在他手裏。”
6. 約翰福音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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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約翰福音 15: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
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8. 約翰福音 16:13-15: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
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
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9. 羅馬書 14:17-18: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
喜悅，又為人所稱許。”
10. 羅馬書 15:13-17: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
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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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
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
提醒你們的記性，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使我為外邦人作
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
因着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
督耶穌裏有可誇的。”
11. 羅馬書 15:30: “弟兄們，我藉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着
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
12. 哥林多前書 6:11,17-19: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
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
淨，成聖，稱義了。…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是甚麼罪，都在身子以
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子
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13. 哥林多前書 12:4-6: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
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14. 哥林多後書 1:21-22: “那在基督裏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
膏我們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
裏作憑據〔原文是質〕。”
15. 哥林多後書 3:4-6: “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
的信心。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
的，乃是出於神。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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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字句，乃是憑着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
譯：聖靈〕是叫人活。”
16. 加拉太書 2:21;3:1-2: “我不廢掉神的恩；義若是藉着律法
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
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我
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
聽信福音呢？”
17. 加拉太書 4:6: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
們〔原文是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
18. 以弗所書 2:18: “因為我們兩下藉着他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
19. 以弗所書 3:11-17: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
耶穌裏所定的旨意。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
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
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
膝，（天上地上的各〔或譯：全〕家，都是從他得名）求
他按着他豐盛的榮耀，藉着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
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
心有根有基.”
20. 以弗所書 5:18-20: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
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
讚美主。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21. 歌羅西書 1:6-8: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之下，
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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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
作僕人的以巴弗所學的。他為我們〔有古卷：你們〕作了
基督忠心的執事，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
們。”
22.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5: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
羅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願恩惠平安歸與你
們！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在
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
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被
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因為我們的福
音傳到你們那裏，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
充足的信心，正如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為你們的
緣故是怎樣為人。”
23. 帖撒羅尼迦前書 4:2: “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
甚麼命令。…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
靈給你們的神。”
24.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19: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
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25. 帖撒羅尼迦後書 3: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
並學基督的忍耐。”
26. 希伯來書 9:14: “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
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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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彼得前書 1: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着聖靈得成
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
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28. 約翰一書 3:23-24: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
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遵守神命令
的，就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
在我們裏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29. 約翰一書 4:13-14: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
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
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30. 猶大書 20-2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聖經既然有如此明確的記載三位一体真神同列之名, 又何必
吹毛求疵的撻伐 “三位一體” 的真道呢!? 人主觀的偏見會影響
他的信仰和信心. “人非有信不能討神的喜悅”(來 11:6). 願聖靈
增加我們的信心, 開我們的靈竅, 認識基督的真理, 領受天父創
世以前為我們預備的救恩. 聖父計劃救恩, 聖子在十字架上完成
救恩, 聖靈施行救恩重生我們. 使我們在三一真神的信仰上有根
有基的被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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