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一体的教义

illbehonest.com/chineseTim Conway

  你们若有任何人想知道我们所讨论的话题， 我们略略学习了古德恩的系统神学。 在这个查经班

中，尽管我们完全没有照着他的资料学习， 但我们有略略跟随他书里的大纲。 所以，下一章讲的是创

世。 你若有这本书，或者你来拿这本书，你可以读到这些。 我们学到了哪一章？第14章， 所以创世的

主题是在第15章。 这本书真的很厚。听上去好像，“我们已经学到第15章了， 我们肯定快学完了。”

我们还没有触到这本书的表面， 这本书非常厚，我想十五章只占了这个比例？ 所以，我们若继续学这

本书，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

  今晚，我想来具体谈某个话题， 实际上，这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在反三位一体论的

宗教或邪教中， 谁知道哪一个是最大的？ 最大的反三位一体论的宗教是什么？ （人的回答） 摩门教排

第一。 有人知道谁排第二吗？ 我在这里听到了答案。 独一神格五旬节派，他们排第二。这是我们今晚

要谈的。 下一个会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们只是列出了统计出来的事实。 独一神格五旬节派的运动 是第

二大反三位一体论的运动，是今天第二大宗教组织。

  要记下来，三位一体必不可少！ 无论谁说“三位一体”一词并未在圣经里出现过。你可以这么

说， “也许是这样。 还有很多其它我们所面对的概念也是如此。” 这三个基本真理巩固了我们的三位

一体， 它们是合乎圣经的。它们是什么？ 独一的神， 独一的神乃是三位区别明显的不同位格，这是第

二点。 这三位位格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完全是神，同等是神。 这三个真理确实是在圣经里。 不管你

想怎么说“三位一体”一词， 这是它的三个含义，或支撑它的三个真理。 我们仅有一位神；唯一神乃

是以三种区别明显的不同位格存在； 三位位格有相等的神的地位。 这是指三位位格 都属于同一神圣本

质。父，子，圣灵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有“三位一体”一词。 三位代表了三，一体代表了一。 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不是

三个神在一位里面， 不是三位神和一位神，也不是神的三个属性在一位里面。 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 

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这节经文，我认为可以用在这里。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

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

意念。”我来告诉你，你知道吗？ 在我们与基督面对面的那一日，我们会发现 三位一体会完全超出我

们的想像。 我们想靠自己弱小的头脑来理解这些概念， 约翰·卫斯理说过， “给我一条能理解人的蠕

虫，我就给你一个能理解三位一体的人。 ” 我认为是这种程度。

  好，让我们来谈“矛盾”。 因为这是要谈的话题。反三位一体论者会说， 不管他们是独一神格

派，耶和华见证人， 还是摩门教徒，还有谁敌挡三位一体？ 有人能想到吗？对了，回教徒，犹太人。

完全正确。 他们想说的一件事是，“这是一个矛盾。 这不符合逻辑，我无法理解。”我想问你这个问

题： 什么是一个矛盾？三位一体的概念是一个矛盾吗？ 我来自于一个工程师的背景，我喜欢这一类的

事。 有一个不矛盾律。有人听过吗？ 我们可以在这里用理性思考。 我若说这是纸张， 然后我又说这

是一块石头， 我们在这里不是有一个矛盾吗？ 我若说这是一个”A”，我真的不能说这是一个”B”

，对吗？ 不矛盾律基本上说，我若陈述 这是”A”，它不能是”A”，又不是”A”。对吗？ 底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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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同时肯定某事，又否定某事。对吗？ 你们能明白吗？我不能说这是”A”， 又说这不是”A”。

这是一个矛盾。 但去说神是三位一体是一个矛盾吗？ 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吗？ 我们在圣经里有这些

概念。 能否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基督祷告说，“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

而为一。”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踏入婚姻圣殿时，发生了什么？ 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是一个矛盾

吗？ 这些事不是一个矛盾，我们知道这些事是事实。 请看，我若说神的独一性 与神的三位位格完全是

同一件事； 我若说这完全是同一件事，这是一个矛盾，对吗？ 但是，当我说神是三位一体时，我是指

什么？ 神的三位是指什么，一体又是指什么？ 神的三个位格为同一属性，或以一体的形式存在。

  有什么事我们还没有做？我们没有思考过什么是一个位格。 什么是一个本体，或一个属性？ 这

些词：本性，本质，属性，本体。 对所有这些词，哲学家会追根溯源。 “本体”有什么含义？ 本源。 

对，实体。一块石头有一个实体，对吗？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体。 一块石头有一个实体，一条狗有

一个实体。 我们是人类，对吗？ 一个本体单单是指它是什么， 但你说一个位格是什么？ 本体与本源有

关，位格与什么有关？ 是什么？自我？ 我认为位格与个体有关。对，你可以这么说。 当我们说某个人

是一个个体时，我们是指什么？ 我认为这在于他有一个自我意识。 换言之，我若说他们是三位一体， 

我是指每一个位格都有同一属性， 但他们有三个自我意识。

  让我们简单来看，我知道这与定义无关， 但当我说到个人时，那人可以称他自己为“我”， 他

可以称其他人为“你”， 在我读圣经时，我发现天父称他自己为“我”， 称他的儿子为“你”。 我发

现儿子称天父为“你”，称他自己为“我”， 称圣灵为“他”。 你看，这种语言像是在说， “这里

不止有一位。”这里有不同（的位格）。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父阿， 你若

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这里有不同的意愿， 尽管他

们同心合一，但他们有不同的意愿， 有不同的情感，有不同的身份， 有不同的性情，然而他们乃是一

体。 但你若走得太远，说，“我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人，这会让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体

吗？” 不会，因为我们知道神存在于完美的一体， 我们之间不存在这种完美的一体。 因为我不是他或

她本体的真像， 我们完全不同，我们的意愿完全不同。 但他们心意合一，他们存在于一体。 基督是他

天父本体的真像，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这里有一个合一性。 在此，我们无法用被造世界的本体 和

个人的特性来作出解释。 神在各自的神性里属乎一体，并以不同的位格存在。 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事。但请你听我为何如此说。 个人——“我”；“你”；“他”；“他们”。 当我们有不同的个体

时，我们会如此称呼。

  为什么我要讲这点？为什么要在此花这么多的时间？ 这是有三个基本含义： 独一的神；唯一神

是三位区别明显的位格。 他们都有相等的神的地位。 独一神格五旬节派做了什么事？ 他们也常常被称

为什么？ 撒伯流主义，我们要来看他们相信什么， 但他们主要是在攻击三个定义中的哪一个？ 区别不

同。 现在请看，关于形态论和神格惟一论， 让我告诉你，独一神格五旬节派的运动， 我不能说人人都

如此相信， 但我知道美国五旬节教会和美国使徒教会确实如此相信。 也许会有一些例外，若有人听了

之后说，“我认识某人。” 我不能说我对这些教派的每一个教会都十分了解， 但整体来说，确实是这

样。我可以告诉你， 这比耶和华见证人更狡猾。为什么？ 因为不像摩门教徒和耶和华见证人， 不像犹

太人和回教徒，他们说他们遵循圣经， 不是他们自己翻译的圣经版本，不是摩门书和其它的书。 他们

说他们和我们相信同一本圣经。所以这更为狡猾。 还有别的什么？ 显而易见，另一件事就是 他们相信

一位独一的神。 很显然，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完全等同于神， 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也很狡猾。 你们对

他们有什么了解？ 他们只单独奉耶稣的名施洗。 让我来告诉你。 他们不仅只相信要奉耶稣的名， 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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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他们没有遵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这难道不奇怪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谈到了“名”。 父，

子，圣灵是一个名。（“名”是单数） 三位位格用的是一个名，然而他们又有三个名。 三位一体的事

实在此显明了。他们不喜欢这节经文。 他们来到使徒行传说， “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说要奉耶稣基督

的名受洗。” 所以，他们坚持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他们越变越坏。 他们相信你必须要奉耶稣的名

受洗才能得救， 受洗是救恩的必要因素。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靠行为得救的系统。

  谁知道在这些（独一神格的）运动中， 还有什么是得救的必要因素？ 说方言。你必须要说方

言。 请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我们看到保罗说到了属灵的恩赐。 他很确切地说，不是人人都说

方言。 任何人过来说人人要说方言才能得救， 他就完全否定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 重点

是：全身不都是眼， 身子不都是同一个肢体。 教会有许多肢体，会有各种混合搭配的恩赐。 保罗特地

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答案很明显——不！ 不是的。我们不是靠受洗得救。 你怎么知道？某个

人现在向我证明你不是靠受洗得救。 十字架上的强盗。 基督教会和独一神格五旬节派的人相信你必须

受洗， 才能得救。 包括天主教会也相信受洗能洗净原罪。 他们都很难解释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 现在

我会去用这些经文。 在圣安东尼奥学院有一个基督教会的人。 你们不要让人用神的话来迷惑你。 因为

他们会说，“这与现在的新约有关， 他是在旧约之下，这不同。” 就去问他们，“请告诉我圣经哪里

有这么说？ 请告诉我那个强盗进天堂与你我进天堂的方式有何不同？” “这与神立的约有关。那是在

立约之前， 是在基督死之前，是在五旬节之前，是在圣灵降下之前， 是在我们受印记之前，是在我们

能说方言之前。” 等一下，请告诉我圣经哪里有这么说？ 我听到了你所有的理论， 但我需要有神的话

来支持这些理论。

  这第二个论点又如何？ 加拉太书2:16，“我们因信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以弗所书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彼得前书3:21，我们今天

有讲过。 彼得前书3:21实际上让很多人害怕， 因为它说我们是借着洗礼得救， 所有人不会去用那节经

文。但让我来告诉你， 要护卫这件事，这节经文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彼得坚决说， 我们是借着洗礼

得救，但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他是在说，“看哪，我们是借着洗礼得救， 但我不是说去

把身体弄湿， 我不是在说除掉肉体污秽的洗礼。” 他说，“我是指要来到神的面前。”现在请看， 不

要为此跌倒。到神的面前是指：我的信心借着 洗礼到了神的面前。同样在我求告主名时， 我借着我的

嘴，到了神的面前。 你是借着求告主名得救的吗？罗马书第十章说我是如此。 请等一下，我以为你是

因信得救？对，我们是。 所以，你若说你要去求告，这不是一种行为吗？ 洗礼也是如此。但请看，这

两种情况都是建立 在信心的基础上，才能来到神的面前。 是借着相信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 这才

是使人得救的因素。无亏的良心是由此而来。 这是彼得坚决说我们的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污秽的原因

了。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讲的是三位一体，不是洗礼和说方言。 但他们坚决相信这些事。 你们知道

他们对神的看法吗？ 他们如何解释神？ 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 因他们和我们用的是同一本圣经。 他

们是不是只用钦定版圣经？ 是，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在用了钦定版圣经有十年之后，我知道一件

事。 钦定版圣经讲到了父，子，和圣灵。 我可以完全肯定，独一神格五旬节派的人无法 否认三个不同

的名字被使用。但他们会怎么解释？ 不同的形态， 或者他会说，这是一个人戴着不同的面具。 换言

之，父神是耶稣（存在之前）的化身， 神子是耶稣的肉身， 圣灵是耶稣五旬节之后的化身。 他们会这

么说。让我来告诉你。 你若说神子仅是耶稣的肉身，猜猜会发生什么？ 我之前有对你们讲过，这更为

诡诈，更难辨别。 你可以闻到撒旦，因为撒旦会攻击基督和基督的工作。 他们两者都攻击了。他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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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攻击基督的工作？ 你必须要有行为！要去说方言，要受洗。 他们如何攻击基督？ 他们攻击了神子的

身份！ 因为他们认为神子仅是基督的肉身， 基督活在世上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们否认了神子的什么属

性？ 他们否认了神子的的神性！ 在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称自己为子时， 圣经说，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

等。 他们确实否认了基督的神性，尽管这更为狡猾。 他们不像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徒， 因为他们会

用圣经和圣经里的用词， 使这更难辨别。

  也许你们有些人在想， “我明白你说的，我也明白你所说的有关这些人的看法， 但请用圣经来

证明这些人的看法不正确。” 好，让我们来这么做。让我们从最起初开始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

们的形像造人。” 他们说，“只有一位神，就是耶稣。 父神是耶稣成为肉身之前的化身， 神子是一个

纯粹的人， 圣灵是耶稣五旬节之后的化身。” 圣经说，神有以多位同时存在的形式说话。 现在，我

们要回到这一点。 我们的说话方式表明了我们的个体。 我会说“我”，“我们”，“你”，“他们”

，“他”，“她”。 我们会用代名词来辨别个体。 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神不

是在以一个单独的个体说话。 我们不会用复数。我要收回这句话。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复数代名

词 来表明一个个体？有人能想到吗？ 女王或国王。你们听过这种叫法吗？ 一位女王或国王会用复数代

名词来说自己，这并不罕见。 所以，这大概是独一神格五旬节派， 或任何反三位一体论者所使用的理

由。 创世造人的那节经文给反三位一体论者制造了问题， 因为基本上，你若说基督不是神，就有问题

了。 你若说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以三位位格存在，这会有问题。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国王会用的复数

代名词。” 好，但我不买账，我不认为这是事实。 但就让我们说有时这个复数形式是如此使用的。让

我们继续看。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怎么说？ 请某个人打开圣经，来给我读以赛亚书61:1。 让我们单独来听，

这里毫无疑问， 这里没有用到任何国王会用的复数代名词。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圣灵在我身

上。 从这里，我不能完全辨别出圣灵是一个位格， 而不是一个力量，如耶和华见证人所说的。 似乎

像是一个位格，听上去像是一个位格，“圣灵在我身上。” 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面对复数代名词， 我

们就能逃脱国王会使用（复数代名词）的观点。 这里是单数人称代词——我。 “圣灵在我身上。”

好，请继续。 “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现在等一下，耶和华是谁？ “耶和华用膏膏我”，所以，当

我说：“耶和华用膏膏我”时， 语言要求我所说的耶和华不是我自己。 圣灵不是我，耶和华不是我，

对吗？ 好，请继续读。 “他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他叫我”意味着

不是“我叫我”， 或“我叫我自己”，或“我来自于我自己”，或“我用膏膏自己”， 或“我用自己

膏自己”。 他说，“耶和华用圣灵膏我”， “他叫我传好信息”。请继续读。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

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

人。” 好。

 请某人翻到撒迦利亚2:10-11，让我们来看这里。 弟兄们，这样的经文明显表达出有同时存在

的位格。 这里不能用其它方式来解释。 若不是这个意思，语言就毫无意义。 你若如此去看一节经文，

例如我们在创世记找到的，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我们”显示出了神的复数形式。 请某

个人给我读撒迦利亚2:10-11。 “锡安城阿，应当欢乐歌唱， 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

的。” 好。“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我”。 有某个人在此

用代名词的形式说话。 “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一个复数代名词，这里指的是人。 好，弟兄请继

续读。 “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 作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中间。” 好。“他们作我的子民。

我要住在他们中间。”请继续。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好，“万军之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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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万军之耶和华和“我”不是同一个人。

  这里是怎么说的？你知道这节经文，它在新约有重复出现。 诗篇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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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神阿，你

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这里发生了什么？“神阿，你的宝座”，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有一位神。 “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所以，这里是神在膏神。 顺便说一句，这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有重复说到。 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 这里是神在膏神。

  这个又如何？诗篇110:1， “耶和华对我主说，” 有一节经文说神在膏神，这里的经文说， “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耶和华对我主说”有什么意思？

这正是三位一体！ 你若相信独一神论，这全是胡说八道， 这些经文会变得毫无意义。 你会摸不着头

脑。 你需要扭曲经文的意思才能如此解释， 把这些经文变得毫无意义。 那是旧约！当然，我们简直无

法在读以赛亚书之前去读新约。 正如我之前对你说的， 以赛亚书有很多好东西， 可以直接在以赛亚书

中看到三位一体。 以赛亚书53:4怎么说？

  人们哪，让我来告诉你。 我想你们来听这点，因为这是问题的核心。 有些人研究出了一些理论

来解释 三位一体为何在新约更为明显。 这毫无疑问。为什么？ 你可能会给出几种答案， 我要给你的答

案... 我并不想花很多时间来向你证明， 但我认为这大概会引起你的共鸣， 也许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我

认为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神的三位一体在新约更为明显？ 我认为这是因为救赎的方式

在新约更为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定论， 那是天父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须要有一位神道成肉身， 神

道成肉身，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凡事与人相同。 要有一位神人来完成我们的救赎。 你看到

在五旬节，教会被兴起， 你看到圣灵被赐予， 耶稣说你们要领受能力。 “我要赐予教会能力。” 我们

看到教会藉着神的灵领受了能力。 我们有清楚在新约看到神的百姓得以成圣的事实。 我们看到这里有

详细阐述圣灵的果子...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看到了基督。弟兄们，我讲这些是因为 必须要有一位三位

一体的神， 必须要有三位一体的救赎，我们才能得救。

  弟兄们，这些独一神格派的人， 我向你保证，他们无法面对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并深深领会

三位一体的救赎。 你知道这些人否认三位一体时会发生什么吗？ 他们不能读圣经里的某些经文， 因为

他们不会喜欢那些经文。 他们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没有答案。 我可以保证这些教会无法把以赛亚

书 第五十三章存在心里。为什么？ 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

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你如何对待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 耶和华却喜悦

将他压伤，耶和华使他受痛苦。 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 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说，“父啊！” 他说

他务要去喝这个杯， 他说他会忧愁难过，直到这被成就。 每天他一起来，他会感到忧愁难过。他常经

忧患。 困苦将他的灵魂抓住，使他无法逃避，到了前夕... 独一神格派的人无法面对客西马尼园， 我告

诉你，他们若无法面对这些经文， 他们就没有得救，他们无法面对十字架。 他们不能面对耶稣说，“

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们无法理解。 你若否认了三位一体，你就否认了你自己的

救恩。 我们怎能面对圣经中这些最宝贵的经文？ 道怎能是神， 又与神同在，并自己以肉体在十字架上

说， “我的神怎能（离弃我）”。 是神在膏神， “耶和华对我主说”， 我们如何能有三位一体与合一

性同时存在？ 神怎么能离弃神？ 我们如何解释人与神合而为一？ 以及这位神离弃那位神人？ 我不知

道，但我可以对你说， 你的救恩寄托于此真理。

  约翰福音1:1是整本圣经中最深奥的经文。 如何在太初就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

道太初与神同在。”你知道这告诉了我什么吗？ “道与神同在”意味着（道与神）有一个区别。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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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意味着（道与神）属乎一体。 位格之间有区别，而他们又属乎一体。 我们可以回到这点。当

人想来解释三位一体的神时， 我们像是蠕虫想来解释人。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面对的是一

位无法被解释的神。 去读以西结书第一章，你来告诉我以西结看到了什么。 你去读启示录，你来告诉

我， 约翰在他的眼前到底看到了什么？ 当有人获得神的启示过于其余的人时， 他们听上去像是疯了。 

他们听上去很像疯子！ 这是无法形容的。 以西结，你到底在说什么？轮子？我不明白。 我甚至无法用

脑袋构思出他所看见的画面！ 救恩寄托于此。

  “我小子们哪，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我怎样才能有一位中保？ 我怎样才能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 若我

的中保无法站立在神和人中间？ 你来看，天父将恼恨倒出来， 神子被压伤。 耶和华定意将他压伤。 耶

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事实。 在基督预备离世时， 你怎能明白他所说的话？ 在约

翰福音14，15，16，17章。 你怎么能说，“门徒们，请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去，就差保

惠师来。” 这是在用哪种语言？ “我要到父那里去，他会差另一位保惠师来。” “我要到父那里去，

他会差另一位来。”另一位！ 若只是同一位神在用三个不同的名字， 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说话。 这不

是我妻子称我为“丈夫”， 我小孩称我为“父亲”，你们称我为“弟兄”。 这里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

不是在讲同一个人用的三个不同名字。 当基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他会来。” 他若这么说会

变得毫无意义，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会换个名字再回来。” 这很好笑，但这也是可咒诅的。

  弟兄们，你只需要去看 神的不同位格 在你的救恩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你就会看到一个区别。 

我们该怎么看待基督的受洗？ 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我们读到耶稣被圣灵所膏， 然后从天上有声音

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父在对子说话，圣灵在膏子。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圣灵会担

忧。 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谈到的圣灵是一个位格，他有情感和感情。 基督到他天父的面前说，“父啊”

， 基督祈求他能与父同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他同父所有的荣耀。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你问：他们为何如此说话？ 他们如此说话是因为圣经里记载，耶稣有说， “你们若认识我，也

就认识我的父。” 但请等一下， 这就意味着子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 这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特征，

相同的属性， 相同的荣美互相照耀。 这不是指同一位位格在一体内， 这只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本

性。 然后他们喜欢说，“还有一处经文说，’我与父原为一。’ ” 好，但也有一处经文说，“父是比

我大的。”你怎么解释这些？ “我与父原为一。”他是在说他们意愿的合一性。 他有如此说过。难道

耶稣没有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我们祈求？ 使我们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 使我们合而为一

与他和父合而为一没有区别。 以赛亚书第九章是怎么说的？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永在

的父。” 你们知道“永在的父”的原始定义吗？ 在旧约里，有很多经文用到了“父”这种概念。 我

挑出了一节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经文，是在申命记32:6。 “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是谁制造的？ 基

督！“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他是造物主。“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制造你，建立

你的吗？” 你知道“永在的父”的基本定义吗？ 它意味着永恒的根源，永恒的父。 永在的父是指他是

造物主。 这里没有具体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那是另外一马事。

  当你来到新约，你可以找到哥林多后书1:3这样的经文。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里没有说耶稣基督是他自己的

父神。 这里说他是永恒的父，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那位掌管万物的神。 他是提供者，他是供养者。他

创造了一切被造之物， 他托住了万有。这么看，他是父， 他是赐予者，他是万有的供养者。 旧约对这

种观念并不陌生。 申命记对此并不陌生。 去拿这节经文对比那些数不胜数的 有关三位一体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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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旧约就不胜枚举， 新约几乎每一页都有。你很愚昧， 若只看一节难理解的经文，但邪教一般不会这

样。 他们会拿一节或两节难理解的经文， 去改变那些经文的原意， 并忽略其它不可胜数的经文。 弟兄

们，这是可咒诅的。这是使人灭亡的。

  我们绝不想去重新定义神子耶稣是纯粹的人， 而父神是耶稣成为肉身之前的化身。实际上， 子

和父是两位永远同时存在的位格。 去否认这个事实，你是在否认圣经里神子的身份。 你若持有这个观

点，你是在否认 圣经里的永生神的儿子， 因此你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看法。 结果是， 看哪，你对基

督的看法，要记下来， （我们要结束了，但要记下来）。 你绝不可以分别看待基督和三位一体，绝不

可以。 记下来，你每次否认三位一体， 就是在否认圣经里的基督。 你若否认了圣经里的基督，你就与

救赎无缘。 你是被咒诅的。你要灭亡。 你若失去了圣经里的基督，这不是一件小事，这生死攸关。 你

若承认圣经里的基督，你会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 去承认那位被真父所差遣的，并差遣真圣灵的真基

督， 你每次都会看到真正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实际上， 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基督徒所被启示的 真神本性

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们无法逃避这点。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根基。这是基本的。 弟兄姊妹们，你之前若

没有被说服， 我希望你现在有。阿门

  问题：蒂姆牧师，我们知道那些异端邪教相信 形态论之类的事，但你认为他们如此相信有何目

的？ 这本身对肉体或邪教有什么益处？ 正如你说的，遍地都有其它那些数不胜数的经文， 都讲到了三

位区别明显的位格。 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些事？ 蒂姆：问题在于错误的宗教与魔鬼的工作紧密相连。 很

多人认为撒旦的地盘是在贫民窟， 在后巷里，在吸毒的，打枪的，荒宴的，嫖娼的人那里。 魔鬼的地

盘是在错误的宗教里。那些是魔鬼的圈套。 事实上， 魔鬼很会利用人对圣经里的真神的恨恶， 以及对

圣经里的真基督和真救赎的恨恶。 人爱黑暗，撒旦的地盘在宗教里。 你若否认了圣经里三位一体的教

义， 你就否认了圣经里的基督。 你若否认了圣经里的基督，你就否认了圣经的救赎。 每次敌挡圣经的

救赎，追根究底， 是在靠行为得救，而且这些人会下地狱。 他们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卑微， 以及他们

所做的工在神眼前一文不值。 人宁可被咒诅也不愿意如此承认。这是撒旦的把戏， 这些把戏会把绝大

多数人引入灭亡。

  问题：“我想这是人的骄傲。” 蒂姆：绝对是，因为去接纳圣经里三位一体的教义， 圣经里的

基督，圣经的救赎会让人谦卑。 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知道，我们自己有罪， 我们要去认罪。 人爱自

己的罪。人乐意相信自己是良善的。 人乐意相信自己是义人。 人喜欢相信他可以去让神欠他的债， 因

为他的义。他想让神欠他的债， 因为他想有一位来拜他的神， 最终，他自己成为了自己的神。 他把自

己所想像出来的神当作真神，他就去服事那假神。 人想把自己抬举到最高的地位。 你出去对你人讲圣

经里的神，人会恨恶那位神。 撒旦会直接过来，整天玩这个把戏。 撒旦会在其中点火，人已经准备好

了， 人愿意去跳进魔鬼的圈套里。 还有什么别的？

  问题：腓立比书2:5-11是一段很好的经文，对吗？ 去证明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蒂姆：“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基本上这是说，他放下了他的荣耀， 但这

里建立了他与神同等的身份。 不是说耶稣失去了他与神同等的本性， 他乃是完全放下了他的荣耀。

  问题：“创世记1：26里的“我们”能否是指神和天使， 而耶稣是一个天使？” 问题是，希伯

来书的作者很明确。 耶稣基督乃是以亚伯拉罕后裔的形像来， 他并不是天使的形像。他很明确。 人若

是以神和天使的形像被创造， 那么，基督若以人的身份来， 他也必须要以天使的身份来。 然而，圣经

明确指出不是这回事。 在圣经里，人和天使的区别很大， 他们有不同的形像，不同的本性。 你知道

我在讲哪里吗？ 让我来读。希伯来书2:5是怎么说的？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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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暂时比天

使小。” 现在你看，耶稣若是以天使的形像来，那他就不会比天使小， 他会像一个天使。

  让我们继续读。 “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服在他的

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惟独见耶稣暂

时 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原来那

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

是合宜的。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 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

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

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德里

克，第16节在钦定版圣经里是怎么说的？ 德里克：“很明显的，基督不是以天使的形像来。” 蒂姆：

这里讲的是什么？ 我很熟悉钦定版圣经，这是我要来看它的原因。 我不确定，我需要去查一些希腊

语， 因为我不喜欢英文标准版对此的翻译。 请再读一遍第16节。德里克： “很明显的，基督不是以天

使的形像来。”蒂姆：请听！ “很明显的，基督不是以天使的形像来。” 所以他凡事与我们相同， 但

他没有以天使的形像来，这是强有力的证据， 这里的“我们”和那些复数代名词不可能是神在说， 我

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换言之，我的形像和你天使的形像， 至少不适用于这节经文。请继续读。 

德里克：“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蒂姆：对了。 哪怕是英文标准版，在此也明显指出了他不是天

使， 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基本上，天使和人之间有区别。

  有人能想到其它的经文 能使我们看到他们本性之间的区别吗？ 在此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新约里

最清晰的经文， 用钦定版圣经的翻译。 英文标准版有点朦胧，我会去考察它。 问题：“在耶稣和天使

之间？那是一个区别吗？” 蒂姆：区别在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天使。 问题：“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了 

基督的家谱和他的王室血统线。” 蒂姆：对，这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有关 神起初是在说他和天使（造

人）的证据， 当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有人说，“对，神在这里是复数，这包括了天

使。” 但圣经没有在任何地方说到人是以天使的形像被造。 这里说我们是以神的形像被造。很明显， 

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天使之间大有区别。 基督凡事与我们相同是事实， 我们是人，像亚伯拉罕，不像天

使。

  问题：“我还想说在犹大书里，它讲到了天使长米迦勒 会与魔鬼争辩，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

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然而，我们有看到基督当面责备撒旦。” 蒂姆：这里绝对有区别。 问

题：“希伯来书1:4-5讲到了...” 蒂姆：对，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真的也能 把它作为证据， 因为希伯

来书第一章在把基督与天使之间做对比。 基督若凡事与我们相同， 我们又是以天使的形像被造， 很难

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教条。 然而，其中这些事与基督的神性有关。 问题：希伯来书1:6在我的圣经中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在1970年之前，他们的新世界译本会如此说， 之后他们换成了“向他敬礼”

。 蒂姆：对。你可以想像，他们不喜欢这个事实。 若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在敲你的门，去问他们， “

你拜基督吗？你爱基督吗？你敬拜基督吗？” 我们之前有谈过这点。他们无法体会这些事。

  问题：独一神格派的人在创世纪第一章找到了这个缝隙， 但这节经文好吗？约翰福音14:23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

住。” 蒂姆：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直到以赛亚书的最后， 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正

如我说过的， 他们不能去那里。 对，你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们不能去那里， 而看不到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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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的这些经文充满了三位一体的事实。 问题：但约翰福音8:17-18说，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

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 蒂姆：对，这

有被写在我的笔记里， 还有很多经文我没有读出来。 有好几次在约翰福音，基督自己说， “我的父作

见证，我自己作见证。” 他说有两个人在作见证。这很不同。 他们是区别明显的不同的个体。

  问题：在17节，他尽力在说，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所以，若父

和子是同一位，基本上， 耶稣就没有给出一个真的见证？ 蒂姆：请再说一次？对，他们若是同一位，

见证不真， 他这里是在说摩西律法， 总要凭两人作见证才可定案。 很明显，耶稣是在说，“我们是两

位。” 问题：这有证明三位一体吗？ 蒂姆：对，这里证明了有两位个体 在作见证。 神不是三位不同的

神。 从人的本体来看，当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时， 我们有三个人，然而神是一体。 那会是我们最兴

奋的时候， 当我们被荣耀时，我们会有变荣耀的心力和能力 来开始这个永恒之旅：去面对面认识神。 

我真的相信那会满有荣耀。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事， 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确实有根据神

的话在讲这些事。 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对了很多， 但当我们面对面见他的面

时，我们会意识到， 神在他的话中只给了我们微弱的一瞥，我们对他毫无概念。 我们像是小孩子在玩

积木， 上面有ABC，我们看见了就说，“那是一个A”。 我们对了，但外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 我们

会花永恒的时间来读那些书。 还有什么别的？

  天父，我们祈求，愿你自身的荣耀和奇妙， 你三位一体的本性， 你的性情， 你的合一性（向

我们显明）。 主啊，我们想来认识你。 不要让这只是理论和头脑知识，书本知识， 主啊，我们想让这

变得真实，确切。 我们想让这来改变我们灵魂的最深处。 主啊，我们想让它变得真实。 请来与我们亲

近，来显示你自己， 甚至是在此生中，以超出我们想像的方式。 我奉基督的名祷告，我为基督的荣耀

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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