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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

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断增

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经的神

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徒领袖。

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传道人和领袖

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英文、西班牙

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写作、设计和制

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在

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

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

台和电视等。 

有关于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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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作为教神学的基督徒老师，人经常问我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学生想要知道三位

一体的教义指的是什么，如何能在圣经中找到这教义。他们了解到“三位一体”这

词实际上从来没有在圣经出现过，常常就很吃惊。但这教义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处

于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把一家不确认三位一体的教会称为“基督

教”教会。所以，正如我们要在这一课看到那样，虽然这术语本身在圣经里是没有

的，我们却发现关于上帝的“一”和“三”这些观念都贯穿圣经当中。 

 

这是我们《圣经三位一体教义》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三位一体简

介》。我们在这一课要聚焦来看，基督徒相信圣经对于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有

何教导。 

 

 

问题 1： 

基督徒说上帝是一个本体三个位格，这是什么意思？ 
 

“三位一体”这词意思很简单，就是“三-一体”——三合一（three in one）。因

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三位一体的教义：上帝是有三个属神的位格，在一个神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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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概念也出现在“三一真神”相关的说法当中。但是，基督徒说上帝是一个本

体、三个位格，这是什么意思？ 
 

贾斯汀·泰瑞博士 Justyn Terry 

我们讲三位一体教义的时候，经典的说法就是，我们有一位上帝，

存在于三个位格当中——一个本体（本质），存在于三个位格当

中。我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的是，只有一位上帝。因此，

这是基督徒要确认的很重要事情。这是我们贯穿圣经看到的极重要

启示。只有一位独一上帝，而不是三位上帝。一位。一位上帝。但

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位上帝是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角度来启

示上帝——三个位格，不是三位上帝，而是一位上帝,他有三个位

格。因此，我们看到父差遣子，子在受死和复活之后到父那里去，

他们差遣圣灵。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突然在创造的时候才开始存有的。不是的，我

们能回溯到创造之前；上帝已经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一位上

帝、三个位格。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在创造中看到的，上帝是作

为圣父、圣子和圣灵与世界互动。耶稣教导我们称上帝为“父”。

耶稣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事。也许理解这一点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有三个位格。 

 

杰弗瑞·摩尔博士 Jeffery Moore 

在基督教神学里，我们说上帝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为一，

一为三——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到上帝的。我们并不企图要把上帝

硬塞在这三位一体形状，或不管什么形状的盒子里。你知道的，有

如此多的人并不明白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不喜欢三位一

体这观念，对于圣经没有使用这术语等等这事实上小题大做。但这

术语其实并不重要。要点就是，要以一种符合圣经谈论上帝的方式

谈论上帝……因此我们得出像“本体”，“位格”这样的术语——

我们说“我们”，我讲的是，很久以前的基督徒，他们采用了希腊

文和拉丁文已经有的词，现在，我们使用例如像“位格”和“本

体”这样的词来讲三位一体。上帝的本体是一，他的位格是三。要

明白这一切如何切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回到圣经，发现圣经讲到

上帝是父，因此我们讲到父这位格。圣经讲到上帝是子，讲到上帝

是圣灵……只要我们不断来看圣经实际说了什么，我们就是在正确

的范围之内，希望可以展开一些有用的对话，帮助我们思想上帝对

我们的大爱，他要如何与我们建立关系。 

 

当我们说上帝是一个神性，我们是在确认，他是一位非受造的创造主。按照罗马书

1 章 25节，有一位非受造的创造主，宇宙当中所有其他事情，都是上帝创造秩序

的一部分。三位一体的教义，与一个神性之内三位一体的众位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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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我们如何能开始理解像三位一体这样复杂的教义？ 

 

三位一体是上帝最复杂的教义之一。它部分地可以理解的，但它的极大部分是人不

可以完全理解的，或者是神学家所说的“奥秘”。虽然如此，这仍是我们信仰其中

一样最根本性的信念。如果我们要认识，并且敬拜唯一的一位真上帝，我们就需要

认识和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因此，想到这一切，我们如何能开始明白像三位一体

这样一个复杂的教义？ 

 

吉姆·梅坡尔斯博士 Jim Maples 

人会奇怪，像三位一体教义这如此复杂的教义，如何会成为基督教

神学的一块房角石，事实上，“三位一体”这一个词并没有出现在

圣经里。三位一体这概念、观念和想法，是明示和暗示存在于圣经

当中……因此，三位一体是一个人不能通过理性得出的教义。它并

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一个不合理性的教义，而是一个只能出于

启示，对它的认识只能出于启示的教义。你只能通过上帝已经启示

的明白这一点……三位一体的工作出现在主要的教义和圣经的一些

部分——像创造、道成肉身、复活、救赎、成圣这样的事情——我

们看到三位一体在不同地方发挥作用，你知道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实施”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作为。因此，明白这一点，明白

这些教义，这是基督教神学的关键，但事实就是，把这些结合在一

起的，就是对三位一体的认识，而这认识只通过上帝的启示，而不

是人的理性和悟性而来。对很多人来说，这看起来多少有些不合

理，但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上帝的启示，通过启示理解基督教教

义这如此关键的部分。 

 

苏昆特·巴蒂亚博士 Sukhwant S. Bhatia  

我总是说，人要认识三位一体的概念……就需要从上帝的概念入

手。他们需要首先认识上帝。他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发挥的作用，

他为什么来，然后再去看他为什么说圣灵要来。因此要正确认识三

位一体这教义，人就需要明白圣经。人需要解释圣经，人需要查考

圣经。我不能简单回答某人，给出一个说明例子，“哦，三位一体

就像水的构成，你知道的，你能说水是 H20——它能以固态存在，以

液态存在，以气态存在，因此是同样的本质，但形式不同。”人们

并不要需要这种答案，因为我并不是对人的头脑说话。这是关乎内

心的问题。因此，他们要明白这概念，圣经就要掌管人的思想，人

的悟性，我需要圣灵把这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才能明白这

概念。因此，这不是一个能快快解决，或者有快捷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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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三位一体简介的时候，要更仔细看三个重要主题。首先，我们要

探索圣经对上帝为一的启示。第二，我们要看圣经对于上帝为三有什么教导。第

三，我们要思想神性位格有属乎上帝的同等。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神性为一。 

 

 

上帝为一 

 
 

当我们讲到上帝为一，我们必须常常讲到上帝的“神性”。我们指的是把圣父、圣

子、圣灵联系在一起，或他们共有的所有方方面面，因此他们为一，同享和同等。

这种对三位一体教义中上帝为一的认识，源自于旧约圣经的那个认信，人通常称之

为示玛。我们在申命记 6 章 4节看到示玛，看到这样的话：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申 6:4） 

 

这里翻译为“独一”的希伯来文单词是 echad (ֶאָחד)，人最经常把它理解为只是讲数

目。它意味着是上帝在数目方面为一。因此，当我们说上帝是一个本体，我们是在

确认只有一位上帝。除他别无上帝。 

 

 

问题 3： 

基督徒说上帝为一，这指的是什么意思？ 
 

从神学角度，我们说上帝是一灵，一个神性，这些说法出于约翰福音 4 章 24节；

使徒行传 17 章 29节；罗马书 1章 20 节和歌罗西书 2章 9节。他也是永恒，因他

的存在是无始无终。即使我们相信永恒的上帝以三个位格存在，但这事实并不改变

圣经的基本教导，就是上帝作为一个神性，而不是三个神性存在。这意味着基督徒

是一神论者，相信一位上帝，而不是多神论者，相信有多个神。那么，基督徒说上

帝为一独一的，这指的是什么意思？ 

 

克里特·哈克斯牧师 Clete Hux 

神学家讲到上帝为“一”的时候，他们讲的是有多少位上帝。“按

本性一位上帝，一个上帝的本性，”这当然是从旧约圣经来的，示
玛——“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上帝

是他所是，是永恒，非受造，怎么可能比一更多？上帝为一。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基督徒讲到上帝为“一”——一位上帝，“一位唯一的上帝”，他

们指的是只有一位上帝……旧约圣经似乎纠结于这观念，就是如果

有其他神，那么其实就没有神，因为上帝终极而言是全能和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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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上帝。这意味着基督徒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每

次我们表明上帝既是三个位格，也是一位上帝，我们从来就不是不

顾这事实，就是上帝为一。只有一位上帝，一位爱的上帝，一位在

三个位格当中，作为圣父、圣子、圣灵表明他爱的上帝。但我们只

相信一位上帝。 

 

司科特·霍瑞尔博士 J. Scott Horrell 

说上帝为一——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是一神论者，所以我们相信

上帝为一——我们再次回到创世记 1章，“起初上帝 创造天地，”

创造万有。因此，有一位上帝。我们继续看摩西五经，我们看到申

命记 4章 39 节和其他经文重复这一点。有一位上帝，他创造天

地……所以，以色列伟大的示玛——“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在这一切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经

文……这小小的术语“一”，希伯来文是 echad，圣经使用了 960

次，是圣经中表明“一”的主要用词。但这并不像某些群体的人想

说的那样，把上帝局限于一个位格。圣经有一些时候使用 echad，表

明整个以色列聚集，就像一人，或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或一串葡

萄。这样的用法有很多。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就像耶稣重申的那

样。我们相信上帝为一，但他讲到亚当夏娃，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成

为“一体”。再一次，同样的术语……他为一，但并不是这种观

念，就是一位个体孤立的上帝。这是在这单一性中有某种众数的上

帝，这也延伸进入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当然重申上帝为一。 

 

 

问题 4： 

神学家如何解释上帝的纯一性这教义？ 
 

因为上帝为一，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有一个神性。上帝不是由物质组成，因此不是由

不同部分组成。他并不是不同元素或组成部分的混合体。神学家常常把上帝为一的

这一方面称为上帝的“单纯性”。上帝的单纯性这教义，指的是上帝的存有既不是

混合，也不可分成不同部分。它源自于像申命记 6章 4节这样的经文，那里说上帝

为“一”。它在像约翰福音 4章 24 节这样的经文中达到完满，这节经文说“上帝

是灵”，作为灵，他不可分身。神学家如何解释上帝的纯一性这教义？ 

 

布然敦·罗宾斯教授 Brandon P. Robbins 

神学家经常讲到上帝的单纯性。意思是上帝并不是复合体，上帝并

不是由不同部分组成。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受造之人，这样来说，我

们只能在一个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因此我们有时候要使用不同的术

语来描述上帝。我们需要说他是全能，他全知。我们需要说他有不

同的属性，比如上帝是爱，上帝是怜悯，上帝是公义。但是，当我

们说上帝是“单纯”，这指的是——按照一种我们几乎甚至无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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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方式，他同时为一。他的义是他的怜悯。你知道的，他的公义

是他的恩典。他是完全纯一，并不像我们那样由个别部分组成。他

没有手脚眼睛和那种事情，他没有不同的部分。他是一种单纯的存

有。 
 

威廉姆·埃伽博士 William Edgar 

单纯性这教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备受争议……它指的就是,如果我能

这样说的话，他是一种存有。他并不把自己以外任何事情加给自

己。他不是组成的。他不是像一些神学家认为那样，是由一堆部件

加在一起……圣经说上帝是灵。灵按定义是一种单纯的存有，不是

组成，不是复合，不是多神。再一次，最终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非常安慰人的教义，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上帝是纯一。他并不是

有各样事情的混合体，组成他的存有，他也不是复合的。他就是他

本身。他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时的这重要经文：“我是自有永有

的，”“我是我所是，”他并不是说：“我是所有以下这些事

情……”但他是他所是。因此，这并不是说他是简单化，或没有兴

趣或好奇心，或个性，或爱，或各样属性，这是指他的存有不是由

不同部分加添而成。他是单纯的灵。 
 

埃瑞克·索尼斯博士 K. Erik Thoennes 

上帝生命的单纯性，是他属性统一的另一种说法。上帝并无区分，

没有冲突，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在他所是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方面

是完全统一。例如他的忿怒和他的恩典从来没有冲突。他并不是关

掉他恩典的阀门，好让他可以打开他忿怒的阀门。他所有的属性在

全时间完全起作用，完全互相依存，因此他的所是是完全统一。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基督徒是一神论者。我们认同其他与亚伯拉罕有关的信仰，就

是只有一位上帝。没有别的上帝。然而，基督教信仰有某种非常独特的方面。我们

相信上帝是一个神性，但我们也相信上帝亘古以来就以三个位格存在。 

 

在这对三位一体的简介中，我们已经看到三位一体的教义如何始于旧约圣经承认上

帝为一。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教义如何在新约圣经认信上帝为三这件事上达到完

全。 

 

 

 

 

上帝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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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马太福音 28章 19 节的大使命中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太 28:19） 
 

这只是上帝身为上帝为三的一个例子。耶稣命令门徒把上帝的独一神圣之名（单

数）——耶和华用在圣父、圣子、圣灵身上——这些是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位格。

跟从他的人，要奉这独一特有的名使人作主门徒，给他们施洗。 

 

 

问题 5： 

新约圣经有哪些经文教导我们关于上帝是三为一的事情？ 
 

但是说，上帝是在一个属神的本体里，存在三个属神的位格，这是什么意思？虽然

我们难以理解这教义，我们绝不可能完全领会它一切复杂之处，但我们仍然可以贯

穿新约圣经看到它明确的例子。新约圣经有哪些经文教导我们关于上帝是三为一的

事情？ 

 

吉姆·梅坡尔斯博士 Jim Maples  

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三位一体的表现，在马太福音 3 章耶稣受洗的

时候，在路加福音 1章宣告马利亚感孕的时候，但我们在马太福音

28 章的施洗模式明确看到这一点。在约翰福音 14-16 章，在楼上讲

论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明确详细说明三位一体各个成员—

—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挥作用，他们与基督徒的

关系，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 

 

穆摩·勀萨欧教授 Mumo Kisau 

我们在约翰福音 1 章看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

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

的。”因此，我们再次来看到这道……“道成了肉身。”然后就是

耶稣基督降生，他就是这道，在约翰福音 1章 1节，我们听到这道

太初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然后我们快进到 14，15和 16

章，那时耶稣亲自开始讲到圣灵上帝。接着他开始讲到“我与父原

为一”。就这样，带领我们来看父，带领我们来看子，来看圣灵。

在马太福音 28 章……经文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布然敦·考威博士 Brandon D. Crowe 

关于三位一体的教导，这并不是人编造出来的，而是圣经向我们启

示的一个教义……如果上帝不是作为三位一体存在，圣经的许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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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就是无法理解的，例如像大使命的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 章

和哥林多前书第 8 章，彼得前书开篇的经文，希伯来书的教导，等

等的经文……如果我们不是在服侍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有许

多经文就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问题 6： 

就三位一体而言，什么是位格？ 
 

我们讲到三个属上帝的位格时，我们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我

们可以把“人格”定义为“区别不同、有自我意识的个性，存在于与其他人格的关

系当中”。但就三位一体而言，什么是位格？ 
 

但以理·特里尔博士 Daniel Treier 

我们讲三位一体的上帝时，要明白“位格”的意思，这是极奥秘的

事。奥古斯丁在他论三位一体的名著将近结束的地方说，我们用一

个术语表明“位格”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三个什

么？” 我们需要留一个词说“三个什么”，但我们其实并不准确知

道我们在讲什么。部分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把上帝位格和人位格的类

比顺序调转了。我们想到人的位格，因为这是我们知道的现实，我

们很容易把这投射在上帝身上。但是，当然现实是正好相反的。应

当用上帝的位格来定义我们的位格。因此，我们需要承认，这奥秘

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可能深思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位格具有的

完全含义。 

 

我们可以在根本上排除这种的现代概念，就是位格是一种不同的自

我，一种个体的自我意识，依附于一个分开的身体，一个具体的、

与他人有别的个人名字。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种现代个人位格的概

念应用在三位一体上帝的位格上，我们就是在冒三神论的风险。我

们就会说，这仿佛是“委员会组成的上帝”。一种上帝的共同体，

由现代个人观的位格组成，这并不是三位一体。这而是一种由委员

会组成的上帝。因此，不管讲的位格指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是指其

实聚焦在个人这概念上的现代个体这种概念。如果我们尝试尽可能

按圣经思想这现实，那么就需要想到新约圣经某些经文中的这现

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中间彼此说话，讲到彼此的事情，在约

翰福音 17章，我们看到它讲到不同的位格在彼此“里面”，彼此相

爱，在某些方面我们能稍微把握这一点。这似乎表明沟通互动性的

观念，即对人说，其他人对自己说，说其他人，和被其他人说的这

观念，与这位格的观念有关，在神性之内有一种互动性自我意识的

位格。圣父不仅仅意识到自己是父，他也意识到自己是与圣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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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有关系的圣父；同样，圣子意识到自己是在永恒当中由圣父说

话发出所生的圣子。因此，“沟通互动性”看来描写了父、子、圣

灵作为有彼此关系的位格，他们看起来一种彼此互动的自我意识，

构成三位一体教义另外一个主要原则的基础，这原则就是，上帝对

外行动的统一性——就上帝与世界关系而言，他行动的统一性。就

这样，圣父、圣子、圣灵对彼此说话，讲到彼此的事，结果是有互

动的自我意识。但是，圣父、圣子、与圣灵也最终用一个声音对世

界说话，我们是在道，在耶稣基督里，最清楚地听见这声音。 
 

司科特·霍瑞尔博士 J. Scott Horrell 

 

位格这观念本身，作为一种概念，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的概念，由三

位一体教义发展而出。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甚至在其他宗教信仰当

中，其实并没有一种我们今天所讲的“位格”这概念。位格，其实

是……你能在旧约圣经中的上帝形象，以及其他事情当中看到它，

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教父开始意识到父是一个位格，子是一个

位格，你就看到有两个位格，但只有一位上帝。然后特土良说：

“有一个本体，三个位格。”他使用一个拉丁文单词 persona， 这

个词常用来指戏剧中的面具。难题就是，这仅仅是一个人戴上不同

的面具吗？希腊文的说法是 prosopon。有时是同样的观念，教父们

说，“这不够，子和父之间发生的事情比这更多。”就这样，我们

来到主后 325 年的尼西亚大会，这次大会实质上阐述出三位一体的

教义。当时并没有使用“位格”这词，但这观念是在一切讨论的背

后，然后我们进入第四世纪，prosopon 和 persona 这两个词还不够

强烈。需要更强烈突出圣子的现实，现在还有圣灵，以及圣父……

这一切的要点就是, 随着三位一体教义诞生，位格这观念在西方文

明就以萌芽的形式出现。稍后的时候，在主后 451 年，我们看到有

迦克墩会议，基督的教义讲到有二性，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在

一个位格之内，一种位格的意识存在之内。但“位格”指的是什

么？显然指的是有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与彼此的“我你”关系。这

些因素进入当中。但是西方历史从波爱修斯（Boethius）开始，一直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都在纠结位格这观念。有一些人会说，特土

良，阿他那修，或迦克墩会议的定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情况

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有一定灵活性的观念。我们来到十三世纪，圣

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t. Victor），或圣文德

（Bonaventure）更多地讲到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爱，有

一点又一点的更多认识。那么，我们贯穿基督教历史来看，位格这

观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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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为什么有一些人指责基督徒敬拜三个上帝？ 
 

有人误解了三位一体的“三”，以为它是多神论的一种形式，称为“三神论”。三

神论就是指敬拜三个上帝。三神论和三位一体的教义不一样，并没有在“本体”和

“位格”之间作出区分，而是认定每一个位格都有自己的本体。但是在基督教的三

位一体教义当中。这三个作为上帝的位格是存在于一个属上帝的本体当中。为什么

有一些人指责基督徒敬拜三个上帝？ 

 

汤姆·史瑞纳博士 Thomas R. Schreiner 

一些人以为基督徒敬拜三个上帝，因为他们听到父、子、圣灵都要

同等地受人敬拜，他们除了这样说，就是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

那么我们就有三个不同的上帝，就没有别的标准可以思考这问题。

但是基督教教义的精髓，我们信仰的奥秘，就是有一位上帝，一个

神性，一个存有，由三个不同的位格共同享有。我们读圣经，可以

非常清楚看到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只有一

位上帝，例如以赛亚非常清楚讲到这一点。新约圣经作者也再次证

实这一点。我们在使徒保罗的书信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耶稣的教导

看到这一点，我们在启示录看到这一点。然而与此同时，同样这些

作者确认耶稣完全是上帝，圣灵完全是上帝，圣父完全是上帝。所

以，我们在基督教教导当中看到，我们看到三个不同的位格，但只

有一个本体，一个存有。这并不等于说有三位上帝，因此我们必须

小心，在这方面遵循圣经本身的教导，而不是带进外来的、哲学的

影响，支配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J. Wellum 

有时候人指责基督徒拜三个上帝。我想当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非

常坚定断言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你如果不承认圣经非常清楚教

导说，圣父是上帝，与此同时圣经教导圣子也是上帝，你就不可能

明白新约圣经。我们想到约翰福音 1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

在”——讲到他与父的关系——“道就是上帝。”因此你看到这断

言，就是道，圣经指出他是子，道是上帝。你也看到其他经文讲到

圣灵是上帝。很有可能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 5章，使徒彼

得对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说话的时候，讲到得罪上帝和欺哄圣灵，因

此我们看到，圣灵和上帝的名是可以互换的，因此圣经教导说，

父、子、圣灵都是上帝。当你看到这断言，人很自动就会开始认

为，我们是在讲三个上帝。实际上，一些人指责基督徒，说他们这

样讲。特别在我们现今这时候，伊斯兰教指责基督教信仰，说它是

这样。我们常常和穆斯林谈话时，他们会说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观点

是断言有三位上帝，或者是三神论。教会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如此



圣经三位一体教义       第一课：三位一体简介 

   
 

 

-11- 

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确认，因为除了确认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从创

世记到启示录，圣经都断言上帝为一。有一位永生真上帝，所以我

们能认识对上帝完全启示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说有一位上帝，没有

别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同有一个神性。教会的说法就是，他

们作为三个位格存在于一个神性当中，所以我们拒绝说有三位上

帝，而是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这本是圣经教导，教会确认

的，在这方面确实把我们与所有在信仰方面和我们竞争的人区分开

来。 

 

 

问题 8： 

我们为什么相信上帝那属上帝的三，并不违反上帝的单纯性教义？ 

 

三神论违背了圣经关于上帝单纯性的教义，即上帝不可分的，但是上帝的三这教义

却没有。这很难把握，除非我们认识到，虽然上帝是三个属上帝的位格，他却只有

一个属神的本体。祂的本质不可能分成各个部分。他是不可分的一。因此，我们绝

不可把三位一体与三神论混淆起来。我们为什么相信上帝那属上帝的三，并不违反

上帝的单纯性这教义？ 

 

范乐瑞·扎多若斯尼牧师 Valery Zadorozhny 

上帝的单纯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因为，一方面，圣经说上帝

是人无法测透的，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分析上帝，把上帝完全想

个明白。另一方面，神学包含着上帝“单纯性”的概念。正如我们

知道的，我们可以说上帝已经启示他自己是三位一体，但这三个位

格为一——他们有一个本体。这就是说，他不能被分解成我们所说

的“部分”。如果我们看任何受造物，它必然由部分组成。溶液由

水和别的事情构成，当中有许多分子。而上帝为一。因此，在这种

意义上，他是纯一。 

 

保罗·拉贝博士 Paul R. Raabe 

上帝，第一个位格，总是他圣子的圣父，而他的圣子，总是他圣父

的圣子。这追溯回到亘古。总是存在着圣父的灵和圣子的灵，这三

不可分。他们总是彼此在一起。不仅彼此在一起，而且很多时候，

你可以说，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他们互相渗透，因此并不存

在三位不同的上帝。只有一个神性，一个不可分的神性，却有三个

不同的位格。 

 

贾斯汀·泰瑞博士 Justyn Terry 

如果你去看像马太福音 10 章这样的地方，你听到耶稣讲到凡奉我的

名接待……一个门徒，他们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

我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当中看到的，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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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人不仅是接待那门徒，他们也是接待上帝的儿子。他们接待

上帝儿子的时候，他们是接待天父。这很清楚不是三个不同的位

格，而是一位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当中。我知道这里会变得很复

杂。我要讲得简单一点，但我们努力要说的，就是一位上帝，在三

个位格当中——父、子和圣灵。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对三位一体的简介，探索上帝的一和上帝的三这些重要概念。让

我们来思想这教义的最后一部分，神性三个位格具有属上帝的同等。 

 

 

 

上帝的同等 

 
 

贯穿历史，基督徒一贯认识到，神性的三个位格在每一方面都是同等的。他们每一

个位格都是非受造，具有所有同样的能力和属性。他们有同等的权能和荣耀。从亘

古以来就是这样。但是这上帝的同等看上去是怎样的？ 

 

 

问题 9： 

上帝亘古以来就是作为三位一体存在吗？ 
 

所有基督徒都相信，上帝既是非受造，也是永恒。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上帝不存

在的。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戛，是始，是终。但上帝总是以圣父、圣子和圣灵存

在吗？换言之，上帝亘古以来就是作为三位一体存在吗？ 

 

卡尔·楚尔门博士 Carl R. Trueman 

关于上帝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总是作为三位一体存在。这是

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是的，上帝是永恒就有，并不

改变，这意味着他的存有并不随着时间改变，他的存在是一种三位

一体的存在，因此，他总是以三位一体存在……系统来说，上帝永

恒的三位一体性质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论证爱是属于上帝的

本质，爱是上帝一种永恒的属性，那么我们就需要记住，爱是一种

关系的属性。爱是在位格之间发生，因此，很重要的就是，上帝要

从亘古就是爱，他就必须要有多个位格。 

 

沃曼·皮埃尔牧师 Vermon Pierre 

上帝总是他原本的样子，这意味着他总是作为一位上帝三个位格存

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总是有完全的共同体，他总是存在于完

全的爱当中。约翰福音 1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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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这表明了一些事情——上帝一直以来就存在，他总是以他

表明他自己的样子存在，就是作为三位一体存在。 

 

 

问题 10： 

基督是受造的存有，还是他总是存在？ 
 

有时候，反对三位一体的人引用像歌罗西书 1章 15节这样的经文，论证说上帝并

不总是作为三位一体存在，这节经文说，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基督

是“生”的，这些人论证说，他和父不一样，他肯定有一个起头，然后才存在。他

们认为他是一个受造的神-人，而不是非受造的上帝位格，与圣父同等。究竟基督

是受造的存有，还是他是永恒就存在？ 

 

卡尔·楚尔门博士 Carl R. Trueman 

我们回头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中暗示基督和圣灵的存

在。当然，一种反对意见，就是说保罗在给歌罗西人的书信中讲，

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当然，当你看“首生的”

这说法，追溯回旧约圣经，你就会看到，“首生的”这说法并不是

指时间顺序先后。实际上它讲的是我们说的“本体方面的”的优先

或超越。因此，例如当摩西去到法老那里，他把以色列人称为上帝

头生的儿子，这不是指他们是地球表面第一个部落，他们而是在上

帝的眼中显为至高。因此，从解经的角度，虽然人对圣子的永恒存

在提出了一些挑战，但事实上，当你看经文，歌罗西书的经文也许

是经典的经文，它们并不具有反对三位一体之人希望赋予它们的重

要意义。 

 

林恩·科希克博士 Lynn Cohick 

我们来看歌罗西书，1章 15-17节……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解释，耶

稣基督如何是上帝的形象。他代表着圣父上帝。保罗也在这里讲到

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多少让我们吃惊，因为这听

起来就像是，也许保罗在说耶稣是第一个受造的存有。这就是例如

亚流在初期教会论证的，他说耶稣是第一个受造的。这并不是保罗

在这里要说明的。保罗的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回旧约圣经，旧约圣经

把以色列称为上帝的长子。耶稣现在是上帝对人，对世人的拯救之

道。因此，耶稣表明那拯救道路，藉着这方法，圣父上帝，圣子上

帝和圣灵上帝正在做成拯救我们的工作。那么，保罗把耶稣和创造

联系起来。这里请留意，在他里面，创造发生，然后，借着他，创

造界坚固、存在、延续。这就是保罗通过歌罗西书这美好经文要说

明的问题。哥林多前书 8章有另一处经文，保罗要讲到圣父上帝，

也要讲到耶稣基督是主。再一次，他在那里并不是说耶稣是一个排

在第二位的神祗，就像其中一位天使一般。他在这里明确说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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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和圣子都配得我们敬拜，他们一起，连同圣灵做成拯救我们的工

作。这里第 8章，还有哥林多前书 10 章的上下文，讲的是拜偶像的

罪。这些哥林多人变得非常接近要犯拜偶像的罪，重新走回老路，

因此保罗为他们断言，“我们只有有一位上帝……并有一位主，”

就是主耶稣。这说法直接出于旧约圣经，是敬拜的说法。因此，保

罗要哥林多人敬拜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所以我们能深信，耶稣在

历史上成为创造的一部分，而此耶稣本是上帝，永远是上帝，保

罗，作为其中一位最早期的基督教作者，确立了这事实。 

 

加雷思·考克瑞尔博士 Gareth Cockerill 

歌罗西书的经文，15节把他称为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

肯定不是指他是受造的。这指的是他是王子，是受造界之上行使主

权，最终继承这受造界。保罗在那里也说，万有都是为他造的，不

仅是由他造，还是为他造的——这其实是非常震撼人的——万有在

他里面存在。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开篇的经文，它说的第一件事，

甚至在它说“创造”之前，上帝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在一

种意义上，作为上帝的儿子，继承是儿子身份自然的结果。如果你

是一个儿子，你就是继承人。因此，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是对上帝

完全的启示，在创造中完全与上帝等同，但也是承受万有的……因

此，通过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他坐在父右边，

他儿子身份的结果，就是他进入继承者的身份，承受他创造的万

有。 

 

 

问题 11： 

新约圣经对三位一体的阐述，如何帮助我们看到圣灵与神性其他位格

是同等的？ 
 

圣经清楚表明，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是非受造，是永恒就有，就像圣

父上帝一样。他在权能和荣耀方面与圣父同等，同有神性的所有属性。圣灵也是如

此。实际上，圣经中每一处对三位一体的陈述，都提到圣灵连同圣父与圣子，是三

位一体同等的一个位格。新约圣经对三位一体的阐述，如何帮助我们看到圣灵与神

性的其他位格是同等的？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E. Johnson 

新约圣经对三位一体的陈述，帮助我们看到圣灵是完全的上帝，有

完全的位格。举两个例子，在大使命中，耶稣命令我们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一个名——圣父、圣子、圣灵——因此，我们

看到一位上帝，三个位格。耶稣其实在回应或指向在旧约圣经，亚

伦和他儿子作为祭司，对以色列的祝福，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祝福：



圣经三位一体教义       第一课：三位一体简介 

   
 

 

-15- 

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接着民数记 6章的评论是，“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

福，”“他们要如此把我的名放在我百姓身上。”我们是承受上帝

的名，宣告我们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归属于他。因此，

我们看到圣灵是完全的上帝，与圣父和圣子同等，具有完全的位

格，并不亚于圣父和圣子。或者，如果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3 章结束时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

感动……”再一次，这是奉三位一体上帝之名的祝福，通过圣子的

献祭，恩典临到我们，由圣父上帝的爱发动，然后圣灵与我们团

契，与我们相交，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他把圣子施恩为我们成就

的施行在我们身上，而这是圣父在他的爱中为我们安排的。 

 

史蒂夫·麦金宁博士 Steve McKinion 

新约圣经，在福音书，以及书信中有一些重要的关于三位一体的陈

述，它们帮助我们看到，这些新约圣经作者，使徒们是如何理解上

帝在基督里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结束的地方，有耶稣的一条命

令，他要他们去使万民作门徒，他对他们说，他们要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人施洗，这是非常程式化的说法。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确实

说了同样的事情，他经常讲到上帝、圣子和圣灵，总是用程式的说

法。这些程式化的说法，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神学家，

明白到使徒对我们传讲上帝的工作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圣父、

圣子、圣灵都在做拯救的工作，正如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创造时

做工。这告诉我们关于圣灵的事情，就是他在上帝的工作当中，在

上帝的实施工作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上帝决定要创

造，这不仅是圣父与圣子，我们甚至在创世记看到圣灵运行在渊面

的水面上。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不仅是圣父差圣子，圣子由一位女

人所生，还有圣灵降临在马利亚身上，让她能受孕，怀有上帝的儿

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他是在交出他的灵。他交出

他的灵，把他的灵交出来。因此，在所有这些程式化的说法中，我

们看到这些概括了上帝在基督里做工，让世人与他自己和好，圣灵

在上帝工作的每一方面积极参与，就是在创造、启示、道成肉身，

最终是对我们自己的拯救，让我们重生这些方面，圣灵都在做工。 

 

欧奇·安尼索博士 Uche Anizor 

新约圣经有一些，很少的一些明明确确的阐述，把圣灵与圣父和圣

子相提并论。例如，我们在彼得前书 1章看到一个例子。但我认

为，我们看到的最重要陈述是在马太福音 28章。这是大使命，耶稣

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这名是单数的说法。因

此，当我们奉单一个名给人施洗，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荣耀归于圣

父、圣子和圣灵。如果圣灵真的不是上帝，或同样，圣灵不是独特

的一个位格，那么，不断奉这个单一的名，包括这位并非上帝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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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给人施洗，进入教会的将来，这势必看起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作

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 28章这施洗的程式化说法

得出结论，圣灵具有与圣父和圣子同样的尊荣，敬拜圣灵，这是恰

当的，如果耶稣命令我们要如此行，就肯定这并非不恰当。那么，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圣灵是上帝。任何圣灵论要成为一种正确

的基督教圣灵论，就需要认识到圣灵具有与圣父和圣子同等的尊

荣。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圣经至少有两处地方，清楚阐述了三位一体的程式化说法，帮助我

们认识圣灵论。第一处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结束，人称为大使命

的地方，耶稣教训我们要往全世界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

洗，这施洗的程式化说法清楚表明，这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一个

名，三个位格同等组成神性——三位一体。关于这使命的目的，要

说的可以有很多，但我们也要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结束的地方，我

们所说的那关于“恩惠”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

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看到三位一体

的三个位格在当中一同出现——上帝的恩惠，圣灵的工作，圣子的

工作——都一同发挥作用，确保我们明白有一位上帝，他由三个位

格组成。 

 

 

 

 

结论 

 
 

在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简介里，我们已经看了上帝为一——上帝是一个本体。我们也

讨论了上帝为三——上帝是三个本质是上帝的位格，在一个本质是上帝的本体之

内。我们也讲到上帝的同等，就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在属上帝的属性和永恒方面都是

同等的。 

 

只有一位上帝，以三个位格永恒的存在：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

格完全有同等的权能和荣耀。“三位一体”这词从来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但我们

可以确信，这观念贯穿圣经字里行间。上帝一直以来总是以三位一体存在，将来也

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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