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一頌三一頌三一頌三一頌 Doxology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讚美真神萬福之源讚美真神萬福之源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世上萬民都當頌揚世上萬民都當頌揚世上萬民都當頌揚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天使天軍讚美主名天使天軍讚美主名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讚美聖父聖子聖靈讚美聖父聖子聖靈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普天之下萬國萬民普天之下萬國萬民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齊聲讚美父齊聲讚美父齊聲讚美父齊聲讚美父、、、、子子子子、、、、聖靈聖靈聖靈聖靈，，，，
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同榮同尊同榮同尊同榮同尊同榮同尊，，，，

萬有之源萬有之源萬有之源萬有之源，，，，萬福之本萬福之本萬福之本萬福之本。。。。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Amen.



三一之神三一之神三一之神三一之神

God in Three Persons: The Trinity

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但却是一位神但却是一位神但却是一位神但却是一位神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但却是一位神但却是一位神但却是一位神但却是一位神

How can God be three persons, yet one God?

古德恩古德恩古德恩古德恩

By Wayne Grudem 



三位一体教义是圣经渐进的启示三位一体教义是圣经渐进的启示三位一体教义是圣经渐进的启示三位一体教义是圣经渐进的启示

旧约中三位一体的教义旧约中三位一体的教义旧约中三位一体的教义旧约中三位一体的教义

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1:1; 1:26:1:1; 1:26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110:1



新约中更清楚的启示新约中更清楚的启示新约中更清楚的启示新约中更清楚的启示

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1:1; 1:15

马太马太马太马太：：：：3:16-17马太马太马太马太：：：：3:16-17

哥林多后哥林多后哥林多后哥林多后：：：：13:14



三位一体教义三位一体教义三位一体教义三位一体教义，，，，三句叙述三句叙述三句叙述三句叙述

1. God is three persons.

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

2.    Each person is fully God. 2.    Each person is fully God. 

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

3.   There is one God. 

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



God is three persons 

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

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位格/Person：：：：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位格什么是位格/Person：：：：

Person 与与与与 Force, Power 的区别的区别的区别的区别：：：：



Each person is fully God 

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

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父是完全的神

子子子子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神

圣圣圣圣灵完全的神灵完全的神灵完全的神灵完全的神



There is one God 

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

申命纪申命纪申命纪申命纪：：：：6:4-7申命纪申命纪申命纪申命纪：：：：6:4-7

出埃及出埃及出埃及出埃及：：：：20:3

罗马罗马罗马罗马：：：：3:30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2:5



所有的类比都有缺陷所有的类比都有缺陷所有的类比都有缺陷所有的类比都有缺陷

All the analogies have shortcomings.

1.  水水水水

2.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2.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3. 农夫农夫农夫农夫

4. 树树树树

5.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否定三位一体的错误否定三位一体的错误否定三位一体的错误否定三位一体的错误：：：：

1否定神有三个位格否定神有三个位格否定神有三个位格否定神有三个位格 God is one person.

Modalism/Modes

22否定耶稣与圣灵的完全神性否定耶稣与圣灵的完全神性否定耶稣与圣灵的完全神性否定耶稣与圣灵的完全神性

Arianism/ 阿里乌斯教阿里乌斯教阿里乌斯教阿里乌斯教/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1:14, 14:28

歌罗西歌罗西歌罗西歌罗西：：：：1:15



尼西亞信經尼西亞信經尼西亞信經尼西亞信經 (The Nicene Creed   325年年年年)

(早期基督教會基督徒的信仰宣告早期基督教會基督徒的信仰宣告早期基督教會基督徒的信仰宣告早期基督教會基督徒的信仰宣告)

我們信獨一的神我們信獨一的神我們信獨一的神我們信獨一的神，，，，全能的聖父全能的聖父全能的聖父全能的聖父，，，，創造天地和一切有形無形創造天地和一切有形無形創造天地和一切有形無形創造天地和一切有形無形
萬物的主萬物的主萬物的主萬物的主。。。。
我們信獨一的主我們信獨一的主我們信獨一的主我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聖父的獨生子聖父的獨生子聖父的獨生子聖父的獨生子，，，，在永世之前在永世之前在永世之前在永世之前
為聖父所生為聖父所生為聖父所生為聖父所生；；；；是從神所出的神是從神所出的神是從神所出的神是從神所出的神，，，，從光所出的光從光所出的光從光所出的光從光所出的光，，，，從真神所從真神所從真神所從真神所
出的真神出的真神出的真神出的真神；；；；是受生而非被造是受生而非被造是受生而非被造是受生而非被造，，，，與聖父同一本質與聖父同一本質與聖父同一本質與聖父同一本質；；；；萬物都是萬物都是萬物都是萬物都是
藉著祂受造藉著祂受造藉著祂受造藉著祂受造。。。。
And in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begotten of the And in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begotten of the 
Father [the only begotten; that is, of the essence of the 
Father, God of God,] Light of Light, very God of very God, 
begotten, not made, being of on substance with the Father;

我們相信聖靈我們相信聖靈我們相信聖靈我們相信聖靈，，，，賜生命的主賜生命的主賜生命的主賜生命的主，，，，從聖父而出從聖父而出從聖父而出從聖父而出，，，，與聖父及聖子與聖父及聖子與聖父及聖子與聖父及聖子
同受敬拜及尊崇同受敬拜及尊崇同受敬拜及尊崇同受敬拜及尊崇；；；；An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and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eth from the Father, who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ogether is worshiped and 
glorified  (Constantinople (381))



3次位论次位论次位论次位论 (Subordination)

4嗣位嗣位嗣位嗣位/领养领养领养领养 (Adoption) 



三位一体的重要性三位一体的重要性三位一体的重要性三位一体的重要性

三神论否定只有一神三神论否定只有一神三神论否定只有一神三神论否定只有一神



父子圣灵的区别父子圣灵的区别父子圣灵的区别父子圣灵的区别

1. 三位一体的神个有功能的三位一体的神个有功能的三位一体的神个有功能的三位一体的神个有功能的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2. 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子子子子，，，，2. 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三个位格永恒的以父，，，，子子子子，，，，

圣灵的形式存在圣灵的形式存在圣灵的形式存在圣灵的形式存在

3. 神的三个位格他们之间是神的三个位格他们之间是神的三个位格他们之间是神的三个位格他们之间是

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父父父父 子子子子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父父父父 子子子子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父父父父 子子子子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父父父父 子子子子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父父父父

是是是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子子子子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神神神神



我们能明白三一神的教义吗我们能明白三一神的教义吗我们能明白三一神的教义吗我们能明白三一神的教义吗？？？？



赞美与感谢赞美与感谢赞美与感谢赞美与感谢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实践实践实践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