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

读经：赛四五 5；创一 26；太二八 19；赛九 6；林前十五 45 下；太三 16~17；约十四 10；林后十三
14；罗九 23；弗一 17
壹

圣经纯正的话语所启示的三一神：
一 神是独一的 ── 诗八六 10；赛四五 5；林前八 4。
诗八六 10
赛四五 5
林前八 4

二

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惟独你是神。
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
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晓得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

却又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
１ 神自称“我”，又称“我们” ── 赛六 8；创一 26，三 22，十一 7；约十四 23。
赛六 8
创一 26
创三 22
创十一 7
约十四 23

２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
着。
来罢，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
处。

浸入三一神里 ── 太二八 19。
太二八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父、子、灵，从永远到永远，同时共存，互相内在，不相分离 ── 太三 16~17；约十四 10，
26。

三

太三 16~17

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看哪，诸天向祂开了，祂就看见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落在祂
身上。看哪，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约十四 10，26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
父作祂自己的事。……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祂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父、子、灵三者是一 ── 赛九 6；约十 30；林前十五 45 下；林后三 17：

四

赛九 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祂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
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
约十 30
我与父原是一。
林前十五 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后三 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１

子就是父 ── 赛九 6。
赛九 6

２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祂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
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

子（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 林前十五 45 下。
林前十五 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３

主（子）就是那灵 ── 林后三 17 上。
林后三 17 上 而且主就是那灵；

贰

神是三一的原因是要将自己分赐给我们，作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一 三一神在信徒里面 ── 弗四 6；西一 27；约十四 17。
弗四 6
西一 27
约十四 17

二

父、子、灵不是三位神，乃是一位神来给我们得着并享受的三方面 ── 林后十三 14：
林后十三 14

三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
望；
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们却认识祂，因祂与你们同
住，且要在你们里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惟有敞开的器皿能接受三一神的分赐 ── 罗九 23；林后四 7。
罗九 23
林后四 7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四

信祂（灵开），爱祂（心开），呼求祂（口开）── 弗三 17；约十四 23；罗十 12~13。
弗三 17
约十四 23
罗十 12~13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
处。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因为“凡
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

叁

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乃是：
一 为着完成祂永远的经纶。
二 为着完成神的分赐。
三 为着完成神的行动。
四 神对人逐步的启示。
五 使神成为人的享受。

其他参考经节：
弗一 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
祂；

第四周．第一天
祷读经节
林前八 4~6 上

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晓得神只有一位，再没有
别的神。纵然有称为神的……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

晨兴喂养
神是圣经第一所启示的，因为神是一切的元始，宇宙的一切源于祂，也始于祂。神也是圣经从头
一卷，直到末一卷的主要内容。祂是创造我们的，也是重生我们的，与我们有切身、生命的关系。所
以我们应该首先对祂有认识。
一切的偶像都是假神
（一）
“他们的偶像不过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
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喉咙也不能出声”
（诗一一五 4~7，一三五 15~17）。
照这些经文所说，偶像全是假的，不是真神。
（二）
“……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晓得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纵然有称为神
的……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林前八 4~6）。这经文清楚地说明，
偶像算不得什么，一切称为神的，也算不得神，因为神，就是真神，只有一位，乃是独一无二的。
（三）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
他们的罪孽”（出二十 5）。这经文也告诉我们，独一的真神乃是忌邪的，憎恶一切偶像，必追讨拜偶
像的罪。
独一的真神
（一）“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赛四五 5）。
（二）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提前
一 17）。
（三）“……离弃了偶像转向神，来服事又活又真的神，”（帖前一 9）
这三处经文，清楚又强烈地启示我们，真神是独一的耶和华，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生存到永
永远远的，除祂以外再没有别的真神。
以罗欣 ── 信实的大能者
（一）“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创一 1）
这里的神字，希伯来文是以罗欣，这是圣经启示神所用的第一个神圣称谓，意即信实的大能者。
这说出，我们照圣经所敬拜的真神，不仅是大能者，且是信实的。祂是大能者，所以祂能创造天地万
物和人类，就是从无造出有来。祂是信实的，所以祂是信实可靠，永不变更，永不易动的。祂凭祂的
信实所作的事，如日之恒，如月之坚（诗八九 33~37）。
耶和华 ── 自有永有的我是
（一）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到万
代”（出三 14~15）。神在这里，用明言告诉摩西，祂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这名，乃是圣经启示神所
用的第二个主要圣称，意即那自有永有的我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指祂是那我是的，
除祂以外，一切的都不是，惟有祂是，而且祂是自有永有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宇宙中
一切都是虚无不是，惟有祂是，惟有祂是永远存在的，惟有祂是实际。祂对于祂所创造，属祂的人，
是一切。他们需要什么，祂就是什么。（生命课程，卷一，第七课）

第四周．第二天
祷读经节
太二八 19
林后十三 14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晨兴喂养
三一神
（一）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一 26）。神字在此仍是以罗欣，
是复数的，含示以罗欣这位神，乃是圣经中以后所要启示出来的三一神。所以在创世记第一章，到此
节，神称自己为“我们”。在圣经中，神以后还数次这样的称自己作我们（创三 22，十一 7，赛六 8，
约十七 21~22）。这都含示神虽是独一的，却有三面的讲究，祂乃是三一的神。
（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 19）。圣
经说到基督复活完成了神所要经过的一切过程之后，在这里就用明文说出，那独一的真神，乃是三一
的，就是父、子、灵。父、子、灵虽是三者，各自有分别，却是一位独一的神。这节中的名字，虽是
父、子、灵三者的，却是单数的，表明父、子、灵三者虽有分别，却仍是一位独一的神。
（三）
“惟独从神来的（子），祂看见过父”
（约六 46）。
“我（子）是从祂（父）来的”
（约七 29）。
神子基督，在这两处圣经里说，祂是从父出来的。这证明父是源头。
（四）
“我（子）是从祂（父）来的”
（约七 29）。原文从字在此含有带同的意思。这启示我们，子
不仅是从父来的，也是带同父来的。祂降世的时候，是带着父来的，父也是同着祂来的。
（五）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约一 18）。这话清楚说明，
带着父来的子，乃是父的显出。父是源头，子是显出，所以“子与父原是一”（约十 30）。
（六）
“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祂与你
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我也在你们里面”（约十四
16~20）。这段话给我们看见，灵乃是子的化身，作子的实际，来与门徒同住，且要在他们里面，而祂
在门徒里面，就是子在门徒里面。所以灵是子的临及与进入。这说明子与灵也是一。父是源头，子是
父的显出，灵是子带着父的临及与进入，三者就是一位神，从源头显出，来到人中间，再临及门徒，
而进入他们里面。这说明神是三一的，乃是为着将祂自己作到信入子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一切，
成为他们神圣的享受。
（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后十三 14）。这是使徒
保罗对信徒的祝福，愿他们得享三一神爱、恩、交通三一的垂顾。父神的爱，成为子神基督的恩，在
灵神的交通中，作了信徒日常的祝福和享受。
（八）“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约十五 26）。这里的从，也和我们前面
所说的一样，含有带同的意思，子从父所差来实际的灵，是带同父来的。这证明灵不只与父是一，也
与同父是一的子是一。而且这节也证明父、子、灵三者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先后，从永远到永远都是
如此。
（九）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约十四 10）。这话给我们看见，父、子、灵不只同时并存，并
且互相内在。同时并存，表明各自有分别；互相内在，表明调和为一。这些话说明，父、子、灵三者
虽有分别，却是一位神，虽三仍一，三者是一。如下面经文所强而有力证明的：
（1）“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祂的名称为……全能的神、永远的父……”
（以赛亚九 6）。这话清楚说出，子的名就是父，证明子、父二者是一。
（2）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灵”
（林后三 17）。这话也清楚说出，子基督就是那灵，证明子、灵
二者也是一。

所以，圣经启示，真神虽是独一的，却是父、子、灵三者；父、子、灵三者虽有分别，仍是一位
独一的神。（生命课程，卷一，第七课）

第四周．第三天
祷读经节
赛四五 5
诗八六 10 下

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
惟独你是神。

晨兴喂养
圣经里启示神是三一的，这是太重大的启示。神是独一的神，祂名称为耶和华，而这位神又是三，
是父、是子、是灵。这乃是一个奥秘，且是一个奥秘中的奥秘。我们这微小有限的人，没有办法领会
得透，更不能用我们的话把祂说得完全。许多关于生命的事，都是人没有办法明白得透的，只能知道
一个大概。譬如我们人肉身的生命，就没有一个人能讲得透，因为生命是一个奥秘。我们人里头还有
一个灵，这更是奥秘。人的生命是个什么东西，人的灵又是个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能讲得透。所以
不要说三一神父子灵，这样伟大的奥秘，就是我们人这个微小的奥秘，我们都了解不了。连人我们都
明白不透，何况三一神！
虽然如此，我们却能接受并享受祂这位奥秘的神。我们不能了解却能享受。从前的人一点不懂什
么叫维他命，但他们都享受得很多。三一神不是为着给我们了解，乃是为着给我们享受。祂之所是，
凡为着给我们享受的，都启示在圣经中，我们可照圣经的启示来接受。我们虽然不能全然了解，但能
照圣经的明文接受它所说的。
在圣经中，虽找不到“三一”这个辞，却能看到神是三一的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来把圣经中与这
事较为明显有关系的地方看一下。
神只有一位
圣经多次多方说到神只有一位。无论在旧约或新约里，都清楚并确定地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
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说，
“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五节说，
“我是耶和华，再
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还有六节、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四十六章九节，四十四章六节、
八节，都有同样的话。
在这些经节中，神再三再四地说，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祂不是说，除了我们以外，再没有
神；乃是说，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我”是单数的，只有一位。神这多次的宣言，强有力地证明，
神只有一位。
诗篇八十六篇十节：
“惟独你是神”。这里不是说，惟独你们是神；乃是说，惟独你是神。这话也
证明神只有一位。这是圣经明确的启示，也是一个基本而总结的原则。
也许有人会问，神既只有一位，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里，神怎么自称我们，并且说我们的形像
呢？到底是只有一位神呢？或是一位以上的神呢？答复乃是：祂是三一神，是独一的神，却有父子灵
三方面的讲究。

第四周．第四天
祷读经节
创一 26 上
赛六 8
晨兴喂养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神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
神自称我，又称我们
神在以赛亚六章八节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称自己一面作我，一面又作我
们，这证明我就是我们，我们也就是我。神是单数的呢，还是多数的？你若说祂是多数的，祂说“我”。
你若说祂是单数的，祂说“我们”。这就相当奥秘了，我们很难了解，只好照明文接受圣经的启示。
还有，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独一的
神，在祂的圣言中，竟多次称祂自己作我们。这真是令人难解的奥秘！但我们应该相信，这必是由于
神有父、子、灵的讲究。
父、子、灵的讲究
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说，“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主在这里清楚地说出父、子、
圣灵三者。但主在这里说到父子圣灵的名，所用的“名”字，在原文是单数的。这是说，父、子、圣
灵虽是三者，名却是一个。三者一个名，这当然就是三一。
主在这里所说父子圣灵的名，这名是父呢，是子呢，还是圣灵？这实在是很难解答的问题。我们
只好说，父、子、圣灵的名，就是父、子、圣灵，这一个名包括父、子、圣灵三者。这就说出神是三
一的，祂虽是一位神，却有父、子、灵三者的讲究。

父、子、灵是从永远到永远同时共存
父、子、灵都是神
1

父是神

无疑的，父是神。新约里多处说到父神。例如彼前一章二节说，
“就是按照父神的先见。”和以弗
所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 荣耀的父。”
2

子是神

子也是神。希伯来一章八节：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这里称呼子为神。约翰一章
一节说，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定规是基督，是子。因着话是神，所以子也是神。
不仅如此，罗马九章五节说，
“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子基督是神，是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3

灵是神

在行传五章三至四节里，我们看见灵是神。第三节彼得告诉亚拿尼亚，他欺哄了圣灵；而在下一
节说，他欺哄了神。在这两节中，圣灵等于神。
所以圣经清楚启示我们，父、子、灵三者都是神；但这不是说，他们是三位神。我们已经看见，
圣经确定地言明，神只有一位。虽然有父、子、灵三者，但这三者不是三位神，乃是一位神。这实在
是一个奥秘，我们实在明白不透！但我们能照圣经所说的，接受并享受祂这位奥秘者！

第四周．第五天
祷读经节
赛九 6
约十四 16~17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祂的名称为……全能的神、永远的父……。
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

晨兴喂养
父、子、灵都是永远的
1
父是永远的：以赛亚九章六节有“永远的父”一辞。这个辞按希伯来文字面的翻译乃是“永
远的父”。故此，父是永远的。
2 子是永远的：子也是永远的。希伯来一章十二节论到子说，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也没
有穷尽。”希伯来七章三节也说，祂无时日之始，也无生命之终，意即祂是永远的。
3 灵是永远的：灵也是永远的，因为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到“永远的灵”。因此，父、子、灵三
者都是永远的。
父、子、灵同时共存
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
“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
实际的灵……。”在这两节里，子向父祷告，使父差遣灵。……故此，父、子和灵都同时共存。
以弗所三章十四至十七节保罗说，他要祷告父，使我们借着祂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
使基督可以安家在我们心里。在本段里，有父、灵和子基督。三者都同时共存。圣经不是说，父存在
了一段时间，然后子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子不再存在了，而被灵所取代。没有一节经文这样说。
本段圣经表明父垂听祷告，灵使圣徒刚强，而子 ── 基督 ── 要安家在他们心里。从这里也清楚地
看出，三者同时共存。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提
到子基督的恩典，父神的爱，以及圣灵的交通或交流。这三者都同时共存。
因此我们不相信父曾经停止存在，而以子来取代祂；又一段时间之后，灵取代了子；我们相信这
三者 ── 父、子和灵是永远的，而且同时存在。
父、子、灵互相内在，不相分离
父、子、灵三一神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同时共存，更是互相内在的。同时共存的意思是同时一起
存在。互相内在这个辞，应用在三一神身上，意思是父、子、圣灵，在彼此的里面而存在。圣经清楚
地指示，子来的时候，父与子同来；照样，灵来的时候，子与父都同来。并且当子来的时候，父并不
是在子身外同来，乃是里面的、主观的，在子里面同来。
约翰六章四十六节说，
“惟独从神来的，祂看见过父。”这里的“从”字，原文也带“同”的意思。
子不仅是从父而来，并且是同父而来。约翰五章四十三节说，
“我在我父的名里来”。子在父的名里来，
就等于父来。这证明说子来就是父来。约翰十四章十节说，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指出父并
不是在子身外同来，乃是在子里面同来。因此子能作见证说，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约十四
9）。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说，
“但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这里的第二个“从”
字，原文也是带“同”的意思。当那灵来的时候，也带着父同来。约翰十四章二十六节说，
“保惠师，
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保惠师就是圣灵，要在子的名里被父差来。在子的名里来，就等
于子来。这证明圣灵来就是子来。还有约翰八章二十九节说，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祂没有撇下我
独自一人。”路加四章一节也说，
“耶稣满有圣灵”。这些经文都证明，当子活在地上的时候，父和灵也
都与祂同在，三者不相分离。
三一神从来没有分开，当一者行动的时候，另外二者都同着那一者行动。一者奉差遣，另外二者
也一同来。当子来的时候，祂是在父的名里而来，祂来就是父来。当灵奉差遣的时候，祂是在子的名
里奉差遣，祂奉差遣就是子奉差遣。所以，子来就是父来，灵奉差遣就是子奉差遣。父、子、灵三者
就是一，祂们永不分开。

第四周．第六天
祷读经节
林前十五 45 下
约十四 10~11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你
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晨兴喂养
父、子、灵三者是一
子就是父
以赛亚九章六节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祂的名称为……全能的神、
永远的父……。”在这节圣经中，全能的神是对着婴孩的；永远的父是对着子的。不错，是一个婴孩，
但祂就是全能的神。那位生在伯利恒马槽中的婴孩，就是全能的神。婴孩和全能的神怎样是一位，子
和永远的父也照样是一位。子就是永远的父。我们很难讲得透，但圣经是这样说。哦！有一子赐给我
们，祂的名称为永远的父。这岂不是明言子就是父么？子若不是父，就子怎能称为父呢？我们若承认
这节里面所说的婴孩，就是那全能的神，也就得承认这节里面所说的子，就是那永远的父；否则我们
就是不信这节圣经明文的启示了。但我们照这明文深信，那成为婴孩的主耶稣，就是全能的神；那是
子的主耶稣，也就是永远的父。我们的主是子，也是父。
约翰十四章七至十一节说，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祂，并且已经
看见祂。腓力对祂说，主阿，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
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主在这一段话里，将祂和父是一的奥秘，清楚启示出来
了。祂在父里面，父在祂里面；祂说话，就是父作事；人看见了祂，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祂，就是
认识了父。因为祂就是父，与父原是一（约十 30）。
子（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当然是在肉身里的主耶稣，
而赐生命的灵，也当然是圣灵。绝不能在圣灵之外，还另有一位赐生命的灵。所以这节圣经，也是清
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圣灵。主成为肉身，作了末后的亚当，后来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了赐生命的
灵。主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至二十节所说的话，也证实这一点。主在这里乃是指，祂要去经过死而复活，
化身成为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来与我们同在，且要在我们里面。主先在十七节说，实际的
灵要来，
“与你们同住。”接着在十八节就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倪柝声弟
兄在上海讲解此处经文时，曾着重地指出十七节的祂（圣灵）就是十八节的我（主）。祂来了，就是我
来了。祂就是我，我就是祂。圣灵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圣灵。并且主在十七节说，
“实际的灵……
要在你们里面”。到二十节就说，
“我……在你们里面”。这也证明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那死而复活，
来住在我们里面的主。
主（子）就是灵
林后三章十七节说，
“主就是那灵”。这里所说的“主”当然是主耶稣；所说的“那灵”当然是圣
灵。这岂不是清楚又确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圣灵么？我们的主就是圣灵。祂是父，祂也是灵。
一切都是祂。
神是三一的原因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提
到三件东西：恩、爱和交通。这说出神所以是三一的原因，乃是要将祂自己分赐给我们，作到我们
里面，给我们享受，作我们的一切。神的爱，就是父的爱，乃是源头。基督的恩，就是子的恩，乃

是父爱的流出。而圣灵的交通，乃是子的恩，带着父爱的流入，流进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这是
我们的经历所能证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交通，就是子的恩运输到我们里面，给我们得着。而子
的恩在我们里面，也就是父爱的实尝实享。父的爱是源头，子的恩是表现，圣灵的交通就是运输，
将子的恩，带着父的爱，输送到我们里面来。结果就是父、子、灵三者的一切，在我们里面作了我
们的享受。在你里面有圣灵的交通，你越活在这交通里，就越有基督的恩；越有基督的恩，就越享
受神的爱。圣灵的交通带来基督的恩；基督的恩里头就是神的爱。所以父的爱，子的恩，和圣灵的
交通，并不是三件不同的东西，乃是一件东西的三方面，给我们得着，享受。照样，父、子、灵，
也不是三位神，乃是一位神来给我们得着并享受的三方面。(真理课程一级，卷一，第二课)

问

答

一

请根据圣经说明神只有一位，却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

二

请根据圣经证明三一神父子灵，是从永远到永远，同时共存。

三

请根据圣经证明三一神父子灵互相内住、不相分离。

四

请根据圣经证明三一神父子灵三者是一。

五

为什么神是三一的？

附加资料

神的三一

如何神是三一（HOW）

三

一
賽45:5 我是耶和華，
再沒有別神；除了我以
外沒有神…

• 1. 用詞上分別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
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
的樣式造人…
太28:19 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
的名裡。

如何神是三一（HOW）

希臘文 ousia

拉丁文 essentia
英文 essence
實體（簡稱『體』）
『本質』

hypostasis
personae
person
位

如何神是三一（HOW）

• 2. 比喻

• 3. 問題

冰
日
源

水
光
泉

氣
能
川

homoousios
vs
homoiousios

聖經啟示—
三一神

四節重要經文
• 1. 同時存在coexistence

三

三

一

一

– 太3:16～17 耶穌受了浸，隨即從水裡上來，
看哪，諸天向祂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彷彿
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看哪，又有聲音從諸
天之上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

• 2. 互相內住coinherence

三神論異端

一神論異端
形態論

四節重要經文

– 約14:10 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你不信
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的，
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為何神是三一（WHY）

• 3. 子就是父
– 賽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
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名稱為奇妙
的策士、全能的神、永遠的父、和平的君。

• 4. 子就是靈
–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1．完成神的經綸
2．完成神的分賜
3．完成神的行動
4．神對人逐步的啟示
5．神成為人的享受

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