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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聚会 

一月二十三日、礼拜六 

下午、三点～四点半 

三一神的渐进启示 
 

经文：创一 26-27；创三 22；创十一 7-8；赛六 8 

 

讲义大纲： 

 「三一神论」符合圣经的教导吗？(Is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Biblical?)每

一位研读教义真理的基督徒，很自然地都会认真关切这个问题，而答案也只有在上

帝渐进的启示中去寻找、去整理。这正是第二次聚会要讨论的主题。 

 

1. 渐进式的启示：神以进展的方式赐下祂的启示，先把原理启示出来，而

后再逐步把细则交待清楚。这当中的原则就是「渐进式的启示」！〖我

们常听到的一个说法：“The New Testament is the Old Testament revealed; 

the Old Testament is the New Testament concealed.”(据信这句话是奥古斯

丁说的)。这句话最能说明进展式的启示典型。旧约如影子，着重在豫

表；新约则是实体，着重在印证、显明；也因为这个缘故，新约的内容

比旧约的更清楚、更具体。〗 

2. 举三一神论为例：旧约奠定神的独一性；而三一性的启示，在新约中，

就越来越清楚了。尤其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祂和门徒们相处的那一

段宝贵的光阴里，我们的主竟然花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门徒们讲述三

一论的核心内涵。〖参看约十三～十七；里头从未提到三位一体这样的

词汇，但是从内容上来分析，主耶稣把三一神论的核心内容交待得最清

楚不过了；当然祂所讲的，也最具权威性。〗 

3. 三一神论的奠定：到第四世纪末(A.D. 381)，在大公会议里作成一个总

结，历世历代不能再随意偏离的正统信仰规范，就被建立起来了。〖在

第五次聚会(三月六日)里，我们将纵览三位一体教义神学历史的发展。

届时会做进一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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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帝以「我们」来自称：〖对比所谓的 the plural of majesty；一种人对神

的尊称笔法。但是，上头所列举出来旧约圣经中的经节，都是神自己以

「我们」这样特殊的代名词来称呼祂自己。这是截然不同於 the plural of 

majesty 的用法。〗 

5. 社群里互动交往的基础：三一神论的活的应用，在於圣父、圣子、圣灵

之间的相交，以爱交流，这都应当成为我们教会团契的基础；也应当成

为人际之间交往接待的基础。〖All sor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repeating the 

Christian statement that “God is love”.  But they seem not to notice that the 

words “God is love” have no real meaning unless God contains at least two 

Persons.  Love is something that one person has for another person.  If God 

was a single person, then before the world was made, he was not love. –C. 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6. 以人形显现的上帝(Theophany)：尚未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藉着人体

的形像向人显现的记录。〖找出旧约中的例子。〗 

7. 被差遣的神与差遣的神：这是一位神的不同位格。圣父差遣圣子是新约

特殊的启示；第二位格接受第一位格的差派，第三位格接受第一与第二

位格的差派。 

 

附录： 

1. 一个值得参考、借镜的比喻：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从本质、从内涵上

来说，仅有一本，就是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神所启示的那完整的新、旧

约全书，是基督教惟一、独一的那一本圣经。所有持守正统信仰的宗派

和基督徒，都只承认这么一本圣经。这是一个「一」！同时，基督教的

圣经一本、一本被印出来的，不计其数。这是数量上的「多」。本数虽

多，仍旧是一个「一」！〖这个比喻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稍稍了解三一上

帝的三与一之间的对比。〗 

2. 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A.D. 1054)：到底圣灵是出於

圣父？或是出於圣父和圣子？〖分歧的关键就出在‘和’这个字的上

面：filioque，“从父出来”或是“从父(和子)出来”。同样，在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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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会(三月六日)里，当我们纵览三位一体教义神学历史的发展时，会

做进一步的介绍。〗 

 

附录：几点观察与心得 

1. 从初期教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同时也从教义历史的形成、发展来看，三

一神论可说是头一个初期教父们不得不认真讨论的课题。 

2. 这并不是一项单一独立的课题：不仅三一神论是《神论》中核心的内

涵，它也牵涉到《基督论》、《救恩论》与《圣灵论》等重要的教义信

仰课题，相互交织成一个完整、全备、有机的信仰架构。 

3.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和门徒们相处的那一段宝贵的光阴里，祂竟然

花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门徒们讲述三一论的核心内涵(参看约十三～十

七)。 

4. 仔细反思我们的蒙救赎、敬拜、事奉，以及与神相交等，不论是个人的

或团契、教会整体的属灵生活和经历，处处都可见与三一上帝的关系。

〖In other words, our Christian experience is thoroughly Trinitarian.〗 

5. 为了要解说清楚三一神论，无论东(以希腊文为主)、西(以拉丁文为主)

方教会都同意使用“非圣经上的”(non-biblical)用语和词汇，来帮助厘

清观念，如 hypostasis (person) and homoousios (of the same being, of the 

same substance or reality)。〖hypostasis 这个字其实出现在圣经里一次，

“…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一 3)；不过，在字意上，这节经文要强调

的是基督的全然神性，而不是着重在三一神论里的「位格」这一方面的

字意之上。另外，如 Trinity, Trinitarian, Triune 等字眼，都不是圣经上出

现过的词汇。〗 

6. 基督教信仰不仅是独神信仰，有别於其他多神、无神或泛神的宗教；也

因着三一神论的教义真理，而有别於其他所宣称的独神宗教信仰。 

 

参考书目： 

1. Robert Letham:  The Holy Trinity – In Scripture, History, Theology, and 

Worship; P&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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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llard J. Erickson:  Making Sense of the Trinity – Three Crucial Questions; 

Baker, 2000 

3.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ook I, Chapter 13 

4. Edward Henry Bickersteth:  The Trinity; Kregel 

5. 李三锋编著：三位一神；南洋基督徒出版社丛书，1976 

6. 赵中辉翻译、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原著：三位一体；基督教改革宗翻

译社出版 

 

The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A.D. 381) 
We believe in one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of all 

things visible and invisible;  

And in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the Only-begotten, begotten by His 

Father before all ages, Light from Light, true God from true God, begotten not made, 

consubstantial with the Father, through whom all things came into existence, who for us 

men and for our salvation came down from the heavens and became incarnate by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Virgin Mary and became a man, and was crucified for us under 

Pontius Pilate and suffered and was buried and rose again on the third d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riptures and ascended into the heavens and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and will come again with glory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His kingdom; 

An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and life-giver,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ho is worshipped and glorified together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ho 

spoke by the prophets; 

And in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We confess one baptism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We wait for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nd the life of the coming age.  Amen.  

 

尼西亚－君士坦丁信经 

1.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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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於神而

为神，出於光而为光，出於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

万物都是藉着祂造的； 

3. 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马利亚成肉身，而

为人；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於十字架上，受难，埋葬； 

5. 照圣经上所说，第三天复活； 

6.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7. 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祂的国度永无穷尽； 

8. 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

荣，祂曾藉众先知说话。 

9. 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 

10. 我认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11. 我望死人复活， 

12. 并来世生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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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团契 

感谢主的带领，新的年度的「阅读团契」又开始了，而且进入了第二堂。 

 

在这一季里，我们选读的是《三一神论》。这本书是根据第三届神学讲座的

内容整理出版的；那是 1989 年唐崇荣牧师在台北主讲的专题。 

 

欢迎大家参加！ 

 

我们一贯的立场，是盼望通过阅读、研讨、问答与分享，帮助参加的弟兄姊

妹建立起归正神学的架构，坚立归正信仰的信念。 

 

「三位一体」的奥秘向来都引起许多令人困惑的疑难。打从第二世纪起，许

多初期教会之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已经开始钻研基督的先在性，以及祂与父

上帝之间的关系等教义课题，为的就是要解说清楚为什么基督与父原为一，而同时

又只有一位上帝。此后经历了许多的争辩，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段就是牵涉亚流

(Arius)异端，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之间的拉锯过程。一直到主后第四世纪(381
年)，通过在君士坦丁召开的大公会议的议决，关乎三一神论的教义真理才算正式

奠定下来。 

 

在这一个讲座里，唐牧师以其一贯严谨解经的立场，本於圣经上所启示的圣

道，按着正意讲解三一神论的教义，并且尽力排除那些容易令人陷落的疑难；进而

有条理地建立正面的教导，坚固读者们的信仰。 

 

仔细阅读，并作思辨的功夫！深信一定能够坚固信仰的根基，使我们的生

命、信仰一并归正！ 

 

**********************  

聚会日期                 题目  

 

头一次聚会：一月九日    独一的上帝 

第二次聚会：一月二十三日   三一神的渐进启示 

第三次聚会：二月六日    基督的位格与神性 

第四次聚会：二月二十日        三位一体的奥秘 

(第五次聚会：三月六日    纵览三位一体教义神学历史的发展) 

 

聚会时间：  

(礼拜六)下午、三点  

 
地点： 

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Agape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315 Outram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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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团契的宗旨∶ 
  奠定自己归正信仰的根基，建立自己归正信仰的架构、充实自己归正信仰教义

的内涵；淬砺自己归正信仰的精神。  
 
目标∶  
  归回圣经、明白上帝启示的真道、忠于上帝的话语、归纳出圣经中的总原则、

贯彻实践圣经教导、热切传扬福音真理。  
 
远程∶  
  遍读有关归正神学的书籍。尤其是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信仰要义》那本钜

著。 

 
近程∶  
  从唐牧师神学讲座的丛书着手。  
 
具体计划与进行的成果∶  
  从《异象、呼召、使命》这本书读起，在三个月内完成。之后，每一季读完一

本；到现今为止，已经读过的书籍还包括《救赎论》、《圣灵的引导－动力的生

活》、《圣灵与福音》、《布道神学》、《布道策略》、《信仰与奋斗力的建

造》、《基督论》、《时代危机与基督徒典范》、《神的豫定与人的自由》、《圣

灵的洗与恩赐》等；目前阅读《三一神论》…。 
 
聚会进行的方式∶  
  拟定相关问答题目；作个人思辨、审问的工夫；对照圣经上的教导；条列相关

经文、印证圣经内的实例；通过小组讨论，分享心得；归纳及整理笔记；作成记

录。 
 
网址∶http://www.reformedsg.org/index.php?q=node/18 

   http://www.stemi.org.sg/ 

 

2010 年的读书计划：  

  第一季阅读《三一神论》(目前阅读的书籍，第二次聚会) 

  第二季阅读《国度、教会、事奉》 

  第三季阅读《罪、义、神的审判》 

  第四季阅读《圣灵、良心或撒但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