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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
她对圣经信条的热忱真是一种鼓励。
而且，正是她看出，我们在谈论神，也就是谈论
以色列的神的时候，听起来要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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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基督教常常被标榜为世界三大一神信仰之一，与犹太教和伊
斯兰教相提并论。这种说法不正确。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不承认
基督教有权被冠以一神信仰的称号。因为基督教超过 20 亿的成员
都相信三位一体教义，亦即说神是三个位格的教义。而这种教义，
不论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都不认为它是一神论。如本书作者
所论，三位一体论既没有牢牢地建立在希伯来圣经的基础上，也
没有牢牢地建立在新约的基础上。它是到第 4 世纪时，在尼西亚
会议（council of Nicea）（325 年）和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381 年）之后，才成为官方教义的。这两座城
市位于小亚细亚（Asia Minor），今土耳其（Turkey）境内。
这本书珍稀罕有。在宗教市场，像这样的书不多见，事实上，
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从非三位一体视角探讨三位一体教
义，而这种视角，是受到基督教四大分支——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希腊正教（Greek Orthodoxy），东正教
（Oriental Orthodoxy）以及新教（Protestantism）——强烈非难的
视角。
这本书勇气可嘉。换作古时，作者就会因这本书被逐出教会，
被 烧 死 在火 刑 柱上 ， 或者 是 被 绞死 。 在宗 教 改革 时 期 ，迈 克
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就因为他的书《论三位一体之
谬误》（De Erroribus Trinitatis）而在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手中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今日的氛围较为自由，这样的书是允许
出版的，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宣告不信三位一体，也会
立刻招致排挤，马上被归为异端，被定为异教徒。但作者已经表
明，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ix

序言
这本书博学博识。它出自大师之手〔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如此称这些作者〕，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脱离三位一体
论的网罗，并随之脱离其所含教义，也就是基督之先存性（the
preexistence of Christ）、子“永恒受生”（the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道成肉身（the Incarnation）以及基督之神人二性联
合（the hypostatic union）这些教义的人来说，它是一份非常宝贵
的资料。书中广泛引用属灵资料和学术资料，它们坚实地支持、
证明了唯一神论观点。这是一种呼吁，呼吁回归耶稣的教导。
早先，于 1998 年时，作者与查尔斯·亨廷（Charles Hunting）
合著《三位一体教义：基督教的自伤》（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Christianity’s Self-Inflicted Wound），本书是其续篇。在《耶稣不
信奉三位一体》（Jesus Was Not a Trinitarian）中，作者带着全新
的活力、更深的洞察力回到这个话题。这种洞察力，是大量研究
以及与全国的反对者多方辩论的成果。另外，自 1998 年以来，作
者 每 月 都 写 一 份 简 报 ， 名 为 《 聚 焦 神 的 国 》 （ Focus on the
Kingdom），它让他不断产生新的洞见。两本书都是平和的语调，
作者在书中没有采用宗教革新主义者那种激昂愤慨、声声霹雳式
的风格。
衡量一本书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是书的发行量。人们太需要
这本书了，我希望它能够被广泛流传。因为，需要听到福音，需
要接受以色列的施玛篇（the Shema of Israel）（可 12：29）的教
导，接受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的教导（“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
就是永生”）的人中，仅基督徒就有 20 多亿。而施玛篇是耶稣本
人所赞成的，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则是耶稣所祷告的。
克理福德·杜洛苏（Clifford Durousseau）
神学硕士，准神学博士
伊斯坦布尔（Istanbul），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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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基督教神学不相信神是一位。它所信的
神是，在他里面，三个位格和谐存于神的一体之中。”1
“对于耶稣在他自己的一生中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基督教解
释者通常不是特别感兴趣。”2
“很多世纪中，在神的子民看来，神是一位。在耶稣看来，同
样如此。他没有修改这个古老的信仰。”3
这本书旨在阐明圣经的神是谁。这样一个工程似乎相当浩大。
但我的目标做了明确的限定。我定意查出我们基督徒敬拜的对象，
即“独一的神”（the one God）的含义。圣经所说的“独一的神”
是什么意思？圣经一神论（biblical monotheism）又是什么意思？
各式各样的、意见相左的基督徒团体都声称信奉一神论。穆斯林

1

C.S.路易斯（C.S. Lewis），《基督教的反思》（Christian Reflections），
Eerdmans，1995，79 页。
2 理查德·埃尔斯（Richard Hiers），《耶稣与未来》（Jesus and the
Future），John Knox Press，1981，1 页。
3 “神”（God），《基督与福音词典》（A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6，1：650，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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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信奉一神论。犹太人也表明这个基本立场。但不容忽视的关
键问题是：耶稣与圣经如何定义“独一的神”？
我的研究会将历史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和新约作者的信
条，与主流教堂信众普遍所理解的信条4做以对比；这些信众聚在
一起，声称是耶稣的跟随者，而对他们的信条的理解，他们已经
几乎人人相同。在这些篇章中，我会常常回到耶稣的中心信条，
即施玛篇（申 6：4；可 12：29）。我一直与很多杰出的学者保持
对话，他们都曾对耶稣和他的严格一神论做过评论。我认为，大
量基督教文献都证实了我的论题，即耶稣坚决主张这种唯一神论
信条（unitarian creed）。这样的话，当下教会中的做法和信念，
不但受到它自己的文献的否定评判，而且会受到耶稣的批评。我
还认为，用对神的三位一体论定义来代替耶稣的信条，不是正当
合理的“圣经一神论内在的转化”5。说三位一体论从根本上讲是
圣经一神论，我不信，其他数以亿计的人也不信。6
耶稣和使徒们相信神是三位存在于一体的，这是个错误概念；
对此，“正教”护教士们常常采用错谬的论据来支持。在后面几
章里，我会努力揭示出这些错谬论据。在我看来，公众已经被严
重误导，原因是他们没有看穿这种论据的批判力。
我不认为新约讲过耶稣自称 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独一的真

4

很多教堂信众所知道的信条，是 325 年尼西亚会议上决定的，那是耶稣
传道使命之后大约 300 年的事。
5 哈罗德·O.J.布朗（Harold O.J. Brown），《异端：教会历史上的异端
与正统》（Heresies: Heresy and Orthodox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Hendrickson，1998，431 页。
6 在这里我想到的是犹太人和穆斯林，另外还有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中
许许多多的“持异议者”。犹太人深信他们的希伯来圣经杜绝了三位一体，
而穆斯林的古兰经警告其信徒，在神的独一性上不可做出任何方式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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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那么为什么耶稣从未表示过为他所信的信念，而耶稣的跟从
者们却非要坚守呢？如果说做一名基督徒就意味着跟从耶稣基督，
那么基督徒的第一个目标就应该是：在关于神的观点上，和耶稣
表达的观点相同。耶稣的信条应该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跟从者的
信条。如圣经记载所示，耶稣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所信的神是谁。
但是教会已经做了很多事，使耶稣对神的身份的看法变得就算说
不上不可理解，至少也是令人迷惑不清。
我相信，基督徒应该深切地关注，他们对神的定义要向耶稣
给我们的神的定义看齐。在这里，我讲的不是神是爱等等之类的
品质或特性。我探究的是这个问题：神是几位？我在向新约探询，
耶稣是认可了神是三个位格7的思想〔三位一体论
（Trinitarianism）〕呢？还是说，他教导了神是独一的一位〔唯一
神论（unitarianism）〕？ 8 在一位神（one-Person God），与一位
三位格的神（tri-Personal God）之间，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在这些“神”中，哪一位是圣经的神，我们就这个问题所做
的抉择，还会深刻影响我们对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需
要首先弄清楚耶稣如何定义神。如果神是独一的一位，那么接下
来的问题就很明显：耶稣是谁？这些中心问题关乎宇宙现在以什
么次序来组织。我们需要清晰、可靠的圣经答案。这些都是非常

7

众所周知，三位一体论专家不喜欢“位格”（Person）这个词，因为它
没有反映出信经形成时所用的古希腊语术语。然而，他们选择的其他词非常
含糊，不确切，而且对大部分教堂信众来说根本传达不了任何意义。听到
“位格”这个词的信众所委身的是信三个位格，每个位格都是神的信仰。希
伯来单词 nephesh 等于“个人，个体”（person, individual）。甚至神也被描
述为一个 nephesh，即单一的一个个体。神讲到“我的灵”（soul）——“我
自己”（myself，译者注：soul 和 self 的原文即 nephesh）（赛 42：1）。他
是单一的一个“自己”。
8 唯一神论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信神是单一的一位神。请一定不要将
我对这个词的使用和当代的一神普救论（Unitarian Universalist beliefs）混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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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清楚明确的答案，这样，
我们才能做到耶稣要我们必须做的事：“借着灵按真理”接近神
（约 4：24，新译本）。
圣经读者会本能地诉诸约翰福音开篇语，以期从中找到三位
一体神（Trinity）中的第二个位格（Person）的概念。而我的论点
是，他们在那一段误解了约翰，约翰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被迫背
离希伯来圣经，背离其他福音作者所提供的、耶稣的严格唯一神
论观点。因此，将三位一体神强加于新约，就破坏了圣经给我们
的，内在的、统一的神观。
组成基督教教会基本章程的是各信条。我提出，耶稣的信条，
即新约中记载的耶稣的信条，不是现在教会以他的名而宣称的信
条。从新约本身的上下文来看，新约一点儿都没偏离过耶稣所提
的信条，这信条，耶稣说是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基督的跟
随者无疑都想确定，他们是从信仰的最核心处跟随着耶稣：信神。
但是，有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参加的教会的信条是如何形成的，
而他们又是否倾尽全力去查实，教会的信条是耶稣会认可的信条
呢？耶稣信奉三位一体论吗？
大部分教堂信众是否对这个基本问题做过深入思考，我是非
常怀疑的。神是“三位存于一体”的传统定义是不可置疑的教条，
它主宰着教会。公开讨论这个传统教条是难得一见的。一旦它受
到任何的质疑，教会当权者就会竭尽全力地坚持教会的真理。信
众似乎在威胁之下顺服了关于神的教条。但是教会成员一般没听
过讲论“神是三位存于一体”这种说法的起源或含义的讲道。大
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无法反驳对立观点，从而为这个概念做出辩
护。他们只是被告知，若有任何人对这个已被接纳的神的定义有
疑问，就把他们当作“异教”，不必理会。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
对于神是一位，同时又是无法解释的三位的信念，来自历史学专
家和圣经学者的反对潮流从来都不曾断绝。
我相信，“错误的信念奴役人们的思想。而真理使他们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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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死守错误信念的后果，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尤其是在圣经
的神以及耶稣的神这种核心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楚、
自信地知道神是谁。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确定，当我们讲到神的时
候，我们所讲的神，正是耶稣称之为神的那位神。特别是，作为
基督徒，我们需要确定，耶稣会赞同我们的信条。如果我们是耶
稣的跟随者，我们会希望从这件事入手：确保我们在跟随耶稣的
信条，承认他给神的定义。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需要百分之百
地确信，我们正把圣经的真神带给那许许多多根本不认识神的人。
为什么对神、对耶稣的正确观点重要至极呢？我引用 R.艾
伦·科尔（R. Alan Cole）的一句话来说明原因：“带着对基督的
错误信念敬拜基督，就是敬拜假基督，不管我们以什么名称来称
呼他；因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错误地把他想象成与真正
的他相迥异的形象，想象成与圣经所显示的他相迥异的形象。”10
众所周知，教会的历史丑陋不堪，谁敢质疑它奉为至宝的教
义，谁就会受到迫害，甚至被杀。在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时，教会开始参与军权，就在此时，它就忙着将其大公会议关于
神、关于耶稣，以及关于他们的关系的决定确定为不可更改的东
西。任何人，要是拒绝同意关于神的非同寻常的定义，即将神称
作三位一体神的定义，就会遭受逼迫和流放，随着这一政策的推
行，暴力就被定为解决敌人和“异端”的合法手段。在那个对神
的非犹太式定义的背后，会不会潜伏着一种无爱的力量，而因着
这种力量，教会向世界投降了，并丧失了它“寄居者”的身份，
亦即对新约来说如此宝贵的身份？当教会坚持一个耶稣不会认同
的，极其复杂的、希腊哲学的神学时，它是不是其实将耶稣从它
当中驱逐出去了呢？教会回避耶稣的犹太式信条，这种做法中是

9

F.F.布鲁斯（F.F. Bruce），《约翰福音与约翰书信》（The Gospel and
Epistles of John），Eerdmans，1994，196 页。
10 《 丁 道 尔 新 约 注 释 · 马 可 福 音 》 （ Mark,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Eerdmans，1983，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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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潜伏、隐藏着一种反犹太倾向呢？
我没有创造新东西。读者只要参阅一下被广泛阅读的著作
《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就能看出我们的主题已经由来
已久。
16 世纪 30 年代早期，一些激进派人士就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
教会提出了甚至更深层的问题：他们说教会从根本上错误理解了
神的本质……这个问题存在于基督教的核心之处。它的焦点在一
个自相矛盾的观念上，即：教会在最早时，把被钉十字架的人耶
稣不只是看作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或基督，还把他看作神本
身……因此，这个宗教信仰承袭了神是一位的坚定信念，同时又
从三个方面谈论神：父，子和圣灵。教会花了前 4 个世纪来辩论
怎么可能是这种情况。它需要将它那个变成人的三位一体神的故
事，与犹太的一神论传统信仰，同时与从柏拉图而来的希腊传统
思想协调起来……这些神学辩论激烈凶猛，错综复杂，并逐渐地
被卷入强权政治中，到最后，在第 4 世纪到第 5 世纪期间，在一
系列教会会议上——从尼西亚会议（Nicea）（325 年），直到迦
克墩会议（Chalcedon）（451 年），出台了一些决议。11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一切。问题是：那位犹太人耶稣，使徒基
督教（apostolic Christianity）的英雄创始人，是不是在那些激烈争
论神是谁，以及耶稣是谁的、令人遗憾的世纪中，失去了本来的
样子？而对于信徒来说，远离那段影响深远、争争闹闹的历史时
期，然后回到基督教文献本身，这样做，会不会更好些呢？
教会对神的定义受人珍爱，受人崇敬，是经过一个世纪又一
个世纪的重复而形成的，那么今天，教会是不是只是在盲目地以
这样一个定义为基础，来加强它的社会统一性和社会认同感呢？

11

迪亚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Penguin，2003，184 页，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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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这些问题值得任何一个宣称尽心尽意爱神、爱耶稣的人仔细研究。
本书正是致力于此。

7

第一章
信神及他的儿子的基础
“早期基督教自觉地从犹太教承袭了一神论准则，即‘神是一
位’（God is one）。根据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32 节记载，
耶稣明确支持犹太教一神论准则。”1
“教会不能无限期地继续相信与耶稣相关，但耶稣自己却不知
道的事情！耶稣的弥赛亚思想是基督教信仰必须面对的、最重要
的问题。”2
耶稣时时为我们定义神。他刻意并简练地以人所共知的信条
声明来定义神。耶稣习惯性地称圣经一神论的独一之神为“父”
（约 17：1，以及其他许多经文）。但是，教会真的在听耶稣对神
的定义吗？还是说，它们已经抛弃了耶稣的观点，而以一个他
不会接受的传统概念来代替呢？
肯尼思·理查德·桑普尔斯（Kenneth Richard Samples）写道：
即使在圣经时代，圣经中的特别经文也会用作信条声明。例

1

“一”（Eis, one），《新约释经词典》（Exeget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Eerdmans，1990，399 页。
2 J.W.鲍曼（J.W. Bowman），《耶稣的意图》（The Intention of Jesus），
SCM Press，1945，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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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旧约，古代以色列人生活在一个被异教的、多神主义的世
界所包围的环境中，虽然如此，他们依然使用施玛篇作为一个信
条，以强调他们对一神论坚定不移的委身。犹太人至今仍在使用
施玛篇，它包含祷告式吟诵经文申命记 6 章 4-9 节。Shema 是希伯
来语的“听”（hear），而第 4 节是这样开始的：“以色列啊，你
要听！雅伟3我们神是独一的主。”4

3

译者注：希伯来文圣经中，神的名字是יהוה，拼写为 YHWH 或 YHVH，
它原本的读法可能是 Yahweh 或 Yahveh，可音译为汉语的“雅伟”、“雅威”
以及“雅巍”。犹太人认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就禁止把神的名字读出来，
所以在诵读圣经时用 Adonai（我主）代替 YHWH。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为了诵
读方便，把 Adonai 的元音 a，o，a 错误地插入 YHWH 中，至 1520 年，出现
了 Jehovah〔参《BDB 希伯来语词典》（BDB Hebrew Lexicon）יהוה词条〕，
汉语音译为“耶和华”。对于神的名字，英文圣经现在有六种译法（LORD，
Lord，the Lord God，Jehovah，Yahweh，ADONAI）；中文和合本译为“耶
和华”；思高本将绝大部分译为“上主”，另有 40 几处译为“雅威”。“在
学术界，将神的这个名字表示为 Yahweh，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事。”（附
录一，483 页）因此，本书中的 Yahweh 或 Yahveh 都译作“雅伟”，Jehovah
都译作“耶和华”，所引圣经经文中神的名字的其他译法都译作“雅伟”。
4 肯尼思·桑普尔斯〔“过去的护教教训：古代基督教信条”
（ Apologetic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Ancient Christian Creeds ） ，
www.augustinefellowship.org〕让我们想到信经的价值。但是我们需要确定它
们的确回到了耶稣身上：“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拿（George Santayana）
曾说：‘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必定会让历史重演。’基督徒应该特别留心从
过去所得的重要教训。因为基督教的真理宣言（它以耶稣的生命、死亡和复
活为中心）根源于历史事实。仔细地研究基督教信经，以及信经形成时的历
史事件，能让当代基督徒大大获益。合理地使用信经能够加强基督徒的教育、
敬拜和福音传播，并且事实确实如此。然而，对于 21 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探
究古代的信经还能够揭示出重要的护教教训。”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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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奠基老师，耶稣同样坚持以施玛篇作为真
神学和真信仰的指南（可 12：28-34）。
身为一名基督徒，我接受圣经，即希伯来圣经和希腊语新约
所启示的、我们信仰的基本真理。我相信，圣经拥有坚实的神的
权柄来支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宣言。在我看来，很清楚，耶稣和
使徒们把圣经看作神的启示，为在一个显然已经堕落的世界中挣
扎的人类提供持久不变的指引。耶稣是最高的“圣经专家”，他
断言“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约 10：35），而且他就他自己，
就他真正的身份，从“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路 24：44），
全面仔细地研究圣经。我的目标就是，在神是谁以及耶稣是谁上，
跟随耶稣的描述。归根结底，这是我们接近神、敬拜神的基础所
在。
保罗当然同样坚定不移地信圣经的启示。对他来说，神“默
示”了圣经，因此圣经代表了神的心思意念或神的灵（提后 3：
16）。圣经是神的一套丛书，其要旨为在神的旨意中引导我们。
作为耶稣的使徒，保罗宣称他在神的启示下讲话。5他不但确定无
疑地认识到了耶稣的犹太信条，而且他还讲到他自己的犹太信仰。
他和所有使徒所侍奉的神，是以色列的神，是“他和以色列列祖
的神”（参看徒 3：13；5：30；22：14；24：14）。
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保罗或彼得曾质疑过这个信条，更别说抛
弃它了。信神，信作为耶稣的父和圣经的独一之神的神，是保罗
神学思想不可动摇的一部分基准。在新约的记载中，对他来说，
要更改他和耶稣的传统信仰的信条的话，就需要进行广泛的讨论，
就如使徒行传 15 章和加拉太书所记，当外邦人不用割礼就完全可
以成为神的子民时，教会第一次会议仔细地讨论了这个石破天惊
的新真理。
在神的定义上做出这种革命性的改变，新约中一个字都没有

5

彼得后书 3 章 16 节将保罗的著作定为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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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保罗的传道使命的记载中，没有任何东西指出，以色列的
神，从而也是基督徒的神，被下了新的定义。
对于任何质疑三一神这个教条的人所面临的敌意，我深感惊
讶。要是任何人提出，耶稣不信奉三位一体论，那么一种恐怖的
怒火与愤慨就会笼罩下来，而新教那种自由、独立的研究的原则
根本没用。难道我们忘了我们的救主是一个犹太人吗？我们认真
对待耶稣的教训了吗？不可使用暴力；有理有据的劝说是使徒教
导真理的方法；用威力胁迫他人相信教义是基督教从根本上所拒
绝的。这些教训，我们认真对待了吗？
最近，我经历了一场和一位加尔文主义牧师的谈话。在神的
定义的问题上，他对我的态度是气势汹汹，谴责声声。“异端”
这个吓人的词，被他随意地使用，此外他还指控我和我的家人完
全不是基督徒。我们在敬拜别神。这场讨论忽地让我想起 16 世纪
那些可怕的事情，当时新教领袖约翰·加尔文一心想要消灭一位
年轻的圣经学者，迈克尔·塞尔维特，原因只是他不接受神是三
位一体的神，并反对婴儿洗礼。为了这些信念，他在那位最有影
响力的新教改革家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件事是个震撼人
心的见证，它见证了一桩以耶稣的名将人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残忍
的谋杀案。而加尔文在去世时，并没有为他参与杀死赛尔维特而
悔改。此事应该在信众当中引起广泛讨论，尤其是那些支持加尔
文之名的人。与那些缺乏基督的爱的人携手共进，那是很可怕的
事；那种爱的缺乏之甚，甚至令他们认为杀害神学上的反对者都
是正确的。6

6

坎特伯雷教长 F.W.法勒（F.W. Farrar）在 1897 年鞭辟入里地写道：
“ 路 易 十 二 的 女 儿 ， 亦 即 费 拉 拉 的 公 爵 夫 人 （ Duchess of Ferrara ） 蕾 妮
（Renée）是一位有思想的、虔诚的公爵夫人，她也是加尔文的热情崇拜者。
在给日内瓦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的一封信中，她智慧地说：‘大卫对他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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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充满了教会向任何质疑由教会会议设定之信条的人
大发雷霆，甚至施行死刑的记载。这一令人惊骇的事实，在学习
耶稣救赎教导的学生当中，应当引起迫切的关注。如果我们以耶
稣的思想为我们的指引的话，那么为了支持传统教义而做出残酷
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次，一个严防“异端”的组织宣告说，讲唯一神论的
圣经学院是神学异教团体，要不惜一切代价躲避。我永远不会忘
记大约 400 人的错愕唏嘘，当时，“正教”发言人告诉他们，尽
管安东尼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信耶稣的复活以及未来
的复临，但是，他不信耶稣其实是神。在对话结束时，听众中的
很多女士冲向我和我的妻子，祈求我们被拯救，不要落入永远的
地狱之火。我发现在这个主题上，她们的激情远远超过了她们的

憎恨不适用于我们。’人们可能会以为，加尔文会立刻赞同只符合基督之教
导的情操……‘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为
那凌辱你们、逼迫你们的祷告。’（参钦定本中译本）但是加尔文却对公爵
夫人的话大感不悦！他生硬、冷峻地回答她：‘这种解释会打乱整个圣经’；
即使在憎恨中，大卫也是我们的榜样，是一种基督；并且‘在仁慈与人道上，
难道我们应该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高于基督吗？’公爵夫人完全正确，而这
位神学家则大错特错。若是加尔文对基督的教导理解得更正确些，对他来说
那就更好了……要是他那么做了，那他就可能会避免他生命中最严重的错误
——烧死塞尔维特，建议迫害护国公萨默塞特（Protector Somerset），以及
阻止他声援悲惨的、被流放的约翰·阿·拉斯科（John àLasco）会众。但是，
正如格鲁修（Grotius）如实所说，大部分情况下，加尔文主义者对所有与他
们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严酷的，就和他们想象神对大部分人类是严酷的一样。
遗憾的是，清教徒移民始祖（Pilgrim Fathers）和他们最早的后代吸收了这些
危险的错误，而且，虽然他们自身就是为了躲避国王的独裁和牧师的偏狭的
逃亡者，但是他们却折磨那些他们称为女巫的、无害的老年妇女，圣徒般地
——虽然是受了误导——以无情的狂怒对待贵格会信徒（Quakers）”〔《圣
经：其含义与其至高无上性》（The Bible: Its Meaning and Supremacy），
Longmans, Green and Co.，1897，92 页，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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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她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身为我们信仰之使徒的耶稣（来 3：
1，参新译本），已经明明白白地声明，他信他的犹太传统信仰的
唯一神论信条。但这些简单的事实似乎并不重要。支持她们教会
的传统，那才是推动她们一腔热血地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这灾难性
“异端”的力量。这些热心人士一点都不知道她们的三位一体信条
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完全相信，当新约作者异口同声地记载，耶稣宣讲神的国
的救赎福音，并邀请所有来到他跟前的人，作为王室成员，为王
室职位，也就是为将来地上弥赛亚统治中的王室职位做准备时，
他们说的是事实。他为世界的罪死亡，并以他的死签订新约，然
后，三天后复活。我相信，他离开了他的坟墓，向那些在他被钉
十字架之前就认识他的人可见可触地显现。我誓志相信，耶稣复
活这一不可更改的事实，是真正的基督教必不可少的柱石。耶稣
从童女超自然地出生，他传讲福音，在传道中医人，他被钉十字
架，复活，升天，同时应许他将来会再次降临，会回来，在地上
开创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在这场奇妙的戏剧背后，是神那看
不见的手；而这位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也是耶
稣的神。
我没有理由认为复活的耶稣是他的跟从者们想象出来的。他
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他们的感官所告诉他们的、真真实实的东西撒
谎。他们不加粉饰地叙述，坚称他们“在他［耶稣］死里复活以
后与他同吃同喝”（徒 10：41）。“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
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
的见证”（徒 13：30-31）。这事我相信——因为这见证是由那些
在生活中最接近这些事件，因而能够准确讲述的人讲出来的。我
没有理由认为，当路加讲述耶稣在马利亚体内超自然的开始，讲
述耶稣的传道使命，以及他在残酷、偏执的罗马人和犹太人手中
被处死时，他在编造童话故事。路加对历史，对当时的事态都十
分了解，这一点已被一次次地证明。他没有给出任何暗示以表明，
当他告诉我们，复活的耶稣向他所拣选的学生就神的国做了为期
六周的教导时（徒 1：3），他舍弃了讲述历史事件的初衷，或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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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讲着讲着就陷入了神话之中。7
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讲道，将基督教事实简洁明了地讲
了出来，他的讲道值得我们关注并相信。我发现保罗在此极具说
服力。他不但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还看到圣经这部戏以神
和耶稣为中心，而不是以神和神为中心。
从这人［大卫］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
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 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
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尽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
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
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
人哪，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
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
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
还是求彼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
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
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

7

耶稣肯定没有给神的国的到来设下时限。有一次，他对他的跟从者讲
到他们要在死之前看到神的国，这个预言在神的国的异象中得以实现（太 17：
9）。彼得后来解释说，“登山变像”是未来国度，即主再来，再次降临
（彼后 1：16-18）的一个异象。耶稣讲过，“这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
他所说预言中的所有事都要成就；“这世代”，他指的不是 70 年期限，更不
是 1948 年开始算起的 40 年期限！这里的“这世代”（可 13：30）的意思是
“现在这邪恶的世代”，“这族类”（比较箴 30：11-14；诗 24：6；路 16：
8；徒 2：40；可 8：38），它将一直延续到耶稣带来地上神国的未来时代。
耶稣讲得相当清楚，要确定神的国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他在马可福音 13 章 32
节和使徒行传 1 章 7 节清楚地讲了这一点。新约还讲到耶稣再临是“许久之
后”的事（太 25：19；路 20：9）。神的国和主的日子总是“临近了”，这
正如耶稣第一次到来前 700 年时众先知所说的话（赛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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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
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 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
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
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
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
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惟
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
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
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
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
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徒 13：23-41）。
我发现路加和保罗的法庭证词风格的话有理有据，令人不得
不服。我在一所圣经学院已经教了很多年新约，在课堂上一个字
一个字地解读圣经，仔细研读希腊语原文，查阅所能查得到的，
最优秀的英语、法语及德语圣经学术著作。新约展示出一些高尚
的品质：诚实、纯洁、勇气以及热忱，它们为人所认可，并且在
其他方面也赢得我们的赞同。
伟大的创造主不会让他的受造者对他为人类所准备的计划混
沌不知，这无疑是极有可能且极合理的事情。事实上，他通过圣
经，即希伯来圣经和希腊语新约，最后再在耶稣和他的使徒们的
福音传道和教导中，将他的计划启示出来。耶稣的复活只是在整
部戏剧上盖上了神自己的印章，表明神批准了该剧——一部尚待
结局的戏剧——然后，整个故事正式生效。
要我相信圣经作者是骗人的，那倒要难得多。如果说，那正
是新约故事所讲的关于耶稣和他的跟从者的真实情况，那么他们
编造这样一个精美骗局的动机何在？设想一下，如果他们的故事
是蓄意作假的。那么，他们满怀喜乐地说，他们深信，神已经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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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奇妙的、创造性的神迹，即就是，他复活了被钉十字架的
弥赛亚，因为他们面对面地与被杀后又复活的耶稣交往；他们这
么做，会得到什么呢？如果神起先创造了人，那么我们有什么理
由对“他将一个人复活”提出异议呢？那些英勇的早期基督徒用
他们明知的大骗局——他们亲爱的领袖死后又真切地回到他们面
前——来激起敌对的宗教和世俗官长们的愤怒，图的又是什么呢？
对于基督的事，那些距离事件发生大约 2000 年的人竟然声称，
他们比那些能向真实的见证人询问的人懂得更清楚，这不是很荒
唐的吗？
我热切地相信新约作者们非同一般但非常合情合理的说法，
但对于教会后来对那些最初基督徒的信仰所做的事情，我却深表
怀疑，尽管他们声称是耶稣的跟随者。我相信，历史显示，经历
过许多世纪而传下来的、现在为人所知的基督教，与我们所发现
的、所记载的第 1 世纪基督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我认为，使
徒们去世后不久，基督教就产生了一种根本的退化与畸变；约翰
是去世得最晚的使徒，大约在第 1 世纪末。
信仰体系中的显著变化，大大地影响了圣经后基督徒；这种
变化，在定义神是谁和耶稣是谁时所产生的 转变上，表现得再明
显不过。最初由耶稣带给我们的那个基督教的核心，受到了永久
的、有害的影响。我认为，当主耶稣的父，即独一的神变成两位
或三位，同时，神的儿子，也就是为人的耶稣被掩盖时，教会便
遭受了重创。耶稣讲论过神，也从他与神的关系的角度讲论过他
自己；而后来被制度化的教会，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斗争及常
常是很猛烈的争辩之后，也声明过它对神、对耶稣的观点；我想，
我只要引述耶稣的话，并将它与教会的话加以对比，我就能展示
出所发生的这种每况愈下的根本性变化。
众所周知，被宣称为对神、对耶稣的正确（“正统”）观点
的观点，是最终在著名的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和 451 年的迦克墩
会议上，被写成不可更改的教会信条的。但那是几百年激烈、混
乱的争辩之后的事。即使在迦克墩会议之后，关于如何描述耶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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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而且，当代一位基督教历史专家坦白
地承认，“教会对基督的、延续至今的信仰，迫切需要全面地重
新评价”。8
这种重新评价的迫切需要，在我看来，在下列这段很有意思
的节选中突显了出来，这段文字选自国际三一福音大学（Trinity
Evangelica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一位博学的系统神学教授所写
的一本资料丰富的著述。他对教义做了全面的历史研究，他看到，
现今人们已经偏离那作为传统基督教之支柱的传统信条；快到结
尾时，他对他所看到的提出了强烈谴责。迦克墩会议于 451 年制
定了著名的耶稣“神人两性”教义；他认为，我们正可悲地向此
次会议以外的范围发展：
在神学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现在似乎已进入了一个后迦
克墩时代。这种发展所预示的转变，比基督教中业已发生的任何
事都大。能与其相比的，只有圣经一神论本身的转变：从以色列
的单一神一神论（unitary monotheism），到迦克墩会议的三位一
体论。这种差异的标志是，由申命记 6 章 4 节的祷告 Shema Yisroel
（“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转向了
亚他那修信经（Athanasian Creed）的声明，“我们敬拜的是一体
三位，三位而又一体的神”。
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评论。教授问道：
从以色列只含一位神的一神论，转到尼西亚信经 （Nicene
Creed）的三个位格的神学理论，这种转变是旧约启示正当的发展
进程吗？基督徒断言它是，同时还说，尼西亚信经是更完全地展

8

阿洛伊斯·格里尔迈尔（Aloys Grillmeier），《基督教传统中的基督》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75，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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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以色列的神的自我启示，而不是扭曲了它。9
这段引文令我感到震惊的是，首先，教授坦白承认，耶稣的
单一神一神论确实被转换成了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一体教义，而且
这个转换确实影响重大。教授显然没有注意到耶稣完全支持以色
列的单一神一神论，而正是这一点，让我认识到为了传统而不加
辨别地接受“传统”的危害，让我产生怀疑，并促使我进行书中
的这番研究。 耶稣没做任何暗示说，向另一种形式的“一神论”
的“转变”是可以的，或是正当的。说实在的，基督徒怎么可能
想到要超越耶稣所说的关于神的真知识的内核呢？
教授似乎是在问，抛弃耶稣关于神的教导，以及关于耶稣的
神学的教导是不是被允许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远离了耶稣的神学
思想，但他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似乎不担心，耶稣讲到了“主
我们的神”，这位神就是以色列的神，而且他绝不是三位一体神。
布朗教授提出的那个问题成了我的研究的论题。我的研究结
果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如果真是如此，我想，它们自有
其积极的意义所在。我会提出理由说明，任何不把耶稣当作我们
的拉比而听从的言行，都是危险的。他的教导带着警告：要听从
他的话。我认为，信众对待信仰时，他们对他们所信的东西来自
哪里，是处于一种无忧无虑、安然自得的无知状态的，而且简直
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这样一来，恐怕他们极易受到欺骗，而我
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被骗，同时必须将“领受爱真理的心，
以致得救”（帖后 2：10）提到基督徒生活的首位。如果汽车保
险杠贴纸上标明其司机是那些“得了耶稣”的人，那么，我们是
不是应该百分之百地确定，他们实际上没有把车开得渐渐远离了
第 1 世纪那位吟诵了施玛篇的、真实的弥赛亚耶稣呢？

9

哈罗德·O.J.布朗，《异端》，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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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教堂信众似乎对教义的历史不怎么感兴趣，因而在那种信息
的真空中，他们很容易接受错误信息。就连三位一体神的概念的
发展历史都已经被歪曲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怀疑，同时也让
我坚信，当耶稣和保罗警告说，会有背弃信仰的事发生时，他们
预言了未来的事。耶稣懂得人性，也懂得撒但的狡诈，所以他问，
到他将来回来的时候，是否还有真正的信存在（路 18：8）。保
罗讲过，原本的真理会被伪装成基督教的杜撰的东西所代替，他
还讲过，人们会叫嚷着要“堆积许多教师”，这些教师不向人们
宣讲真理，反而对他们说他们想要听的话（提后 4：3-4，吕振中
译本）。如果这些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了呢？
对历史事实的含糊其辞无法让我相信，一些权威人士在处理
与我们这个有争议的主题相关的事实时，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
R.P.C.汉森（R.P.C. Hanson）是研究教义发展的一流专家，对于打
着关于神的传统教义如何发展的真记载的名号而曲解事实的行为，
他做出了强烈谴责。汉森教授这样讲述关于神、关于正统理论的
著名战役：
关于 318-381 年间的亚流争论（Arian controversy），直到最
近，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么说的：在 318 年，一位名叫亚流
（ Arius ） 的 长 老 ， 被 亚 历 山 太 的 主 教 亚 历 山 大 （ Alexander of
Alexandria）斥责，因为他教导错误的教义，说基督具有神性，意
思就是，基督是被创造的级别较低的神。当亚流受到诸如尼科美
底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以及该撒利亚的优西
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这类奸诈邪恶的主教的支持，以致争
论四处蔓延时，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公会议，会议
拟定了一个信条，意图压制亚流主义（Arianism）并结束争论。
但是，由于亚流主义信徒用了狡猾的政治和教会手腕，这个敬虔
的计划受挫。支持正统观点的人，如亚历山太的亚他那修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安提阿的优斯塔修（Eustathi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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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ch ） ， 以 及 后 来 的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保 罗 （ Paul of
Constantinople），被以捏造的罪名从他们的主教区罢职，并被流
放。然而，亚他那修毅然决然、勇敢无畏地坚持为［三位一体］
正统教义而战，而且几乎是单枪匹马，直到争论后期，才有其他
几 位 正 统 教 义 的 领 袖 加 入 ， 如 波 提 亚 的 希 拉 流 （ Hilary of
Poitiers），教宗达玛苏（Pope Damasus），以及三位加帕多家教
父：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拿先斯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azianzus）和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最
终，在刚刚获胜的狄奥多西大帝（Emperor Theodosius）的帮助下，
以亚流主义信徒为代表的错谬与邪恶力量被击败，并被摧毁，而
381 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对尼西亚信经（325 年）的修订，则标志着
真信仰的彻底胜利。
关于此争论的这个传统说法，源自于得胜方所给的描述，但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扭曲……在争论开始时，
没人知道正确的答案。 10关于“耶稣的神性有多少？”这个问题，
没有“正统说法”。说在教会中肆虐了 60 多年的一个争论……所
争论教义的正统形式，相关人员人人都熟悉，而且之前的几个世
纪中都尽人皆知，这种因果推理是站不住脚的。11

10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教授表达的观点同样很有说服
力：“今天，亚流的名字已经成了异端的别称［特别是自从他的观点与耶和
华见证人的观点被联系在一起以来］，但是，当冲突爆发时，还没有官方正
统观点，而且我们根本不能确定为什么亚流是错误的，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
是错的”（！）〔《神的历史》（A History of God），Gramercy Books，
2004，108 页〕。
11 R.P.C.汉森，“381 年所订立的三位一体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chieved in 381），《苏格兰神学期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36（1983）：4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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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接下来补充了以下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实：
为了结束这场争论而于 325 年制定的尼西亚信经，明显地没
有达到目的。事实上，它从根本上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它使用
了 ousia［本质（essence）］和 hypostasis［位格（person）］，这
种用法如此含混不清，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尼西亚的教父们已经
掉入了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神是具有三种形态（mode）
的一位神］，这种观点即使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异端。
汉森结束他的历史研究时强调，错误与过错“不能只归到持
某一特定教义的人身上，而且也不可能从‘亚流邪恶的阴谋’这
个标题就彻底厘清。一开始最严重的过错是亚他那修在亚历山太
城他的主教区的不当行为”。
这些文字简要讲述了导致基督教世界中对神的标准概念的争
斗，它们应该令读者警惕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导致“正统信仰”
的事件中，没有一件带着耶稣和平与真理精神的印记，他对神的
概念没有激起任何后来的历史所见证的那种混乱局面。现在所需
要的，是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关于神和神的儿子的整个问题。
“公认”基督教的基本结构非常需要这种全面的改革，而我希
望这本书能够对此尽一些绵薄之力。我想向你证明，那种修改触
及到了耶稣和他早期跟随者的信仰体系的核心，而那种修改，已
经对宗教历史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信神的信徒团体已经被
割裂得相互对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最重要的神学问题上意见
不同：神是谁？耶稣是谁？他与圣经中的神是什么关系？

讨论主题
书中所要谈论的问题可以归结如下：耶稣用简单明了的圣经
话语宣告：“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可 12：29），那么，他
的宣告真的准许一世纪接一世纪关于神是谁的争论吗？或者说，
教会是不是已经从最根本处直接拒绝了他们的犹太奠基人及救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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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耶稣关于神的身份的宣言真的那么难以理解吗？它真的是不
可理解的谜吗？还是说，是我们把耶稣对神的定义弄得异常复杂
了？这信条，真的像许多现代“正教”护教士告诉我们的，是非
笔墨所能形容，神秘莫测，非语言规律和逻辑规律所能企及的吗？
耶稣的信条可以出于某种原因而有所变通吗？会不会是教会，而
非圣经，制造出了“神是谁”这个麻烦，然后又费尽无谓的力气，
努力解开它自己的谜团呢？
对于接受犹太人耶稣和他对神的信条式的定义，是不是还存
在着一种恶劣的反犹太人的偏见呢？若确实如此，教会就需要承
认这一点，并以和解的姿态，去倾听其他已经被它当作“异端分
子”而拒绝的人的说法。教会需要再次查清，它自己的传统没有
把耶稣自己关于神的身份的基本信念排除在外。
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了解关于神的任何事！我是说，神 已经
清楚地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了他是几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就可以大大地缓解现存于各大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我们可
以从这里着手做起：看看真正的神，即耶稣称之为“独一的真
神”，“独一之神”（约 17：3；约 5：44）的神是谁，看看他在
他独一无二的儿子耶稣里启示了什么。
基督徒不是应该跟从耶稣基督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他们
没有全体一致地背诵他的信条呢？会不会是因为对耶稣信条的背
离给教会招来了无可避免的混乱呢？而这混乱，难道就是破坏关
于“神是谁”的正确理解的后果吗？新约有没有批准成千上万各
不相同的教派？ 12 它有没有批准在神是谁的问题上背离耶稣明确
的教导？
我认为，教会已经抛弃其犹太奠基人和救主耶稣的犹太信条，
而此举的背后，是一种奇怪的对犹太事物的厌恶情绪。随后教会
中那一团巨大的乱麻所产生的后果，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就因

12

近期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有大约 34 000 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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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是谁与耶稣是谁的问题，教会历史充满了明摆着的争执、绝
罚，甚至杀人事件，令人难以忍受。这些冲突不是属灵的果子。
耶稣从未批准因教义而杀害其他信徒的行为。然而这种事还是发
生了。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在任何质疑它们神学权威的人身上，都
犯下了极残忍的罪行，甚至到了杀害其反对者的地步。对于那些
被认作是“异端分子”的人，教会不但没有以爱心和耐心去倾听，
反而拿起刀剑来对付他们。而关于以耶稣的名所实施的无情的谋
杀信息，却常常被拿得远远的，不让教会公众知道。
基督教已经分裂为好几千个竞争团体。神是谁，以及耶稣是
谁，几十亿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理解互不相容。犹太人与穆斯林一
样，坚守他们严格的一神论信仰，不允许与基督徒联手，因为基
督徒声称，已经到来（且还会再来）的犹太弥赛亚 就是神。对于

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那明显地意味着信两位神，而信两位神，
就不是一神论。那清楚无疑地是进入了异教。
我的论题绝不是新发明。一流的学者们，13 不管是过去的还
是现在的，都已经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与我书中所提内容
相同的申诉，但是阅读他们著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专门人士，要
么就是，他们的著作被埋藏在可望不可及的图书馆里，以致他们
说的话在学术界以外，似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他们所说的话，
那些坐在教堂长椅上的普通信众，或者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
大部分教堂信众似乎也不怎么关心他们是如何学到他们所信的信
念的。某种程度上，“那么多好人信那些传统信念已经信了近
2000 年”的情况，似乎就令那些信念成了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东
西。在对待“教义”——常常含贬义——的问题上，催眠手法似
乎已经淹没了教会信众。

13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探索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诗人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以及基督徒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的反三位一体热情，当然还有成千上万其他的“持异议者”的热情。有大量
文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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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人在一位三位一体神的庇护下聚在一起，可是，坐在
教会的人中，没有几个会听到讲道来解释如何如此，又为何如此。
他们不知道混乱不堪的历史，不知道争斗出被接受信条的那些无
休无止的争吵。他们也不知道，神有三个位格的概念，并不是从
新约起就一直在教导。关于神的三位一体概念，是在持续了几个
世纪的漫长的争斗之后，才成为一成不变的教义的。得胜的一方
不一定是有理的。胜方镇压了反对者的抗议言行，并常常查禁他
们的文字资料。关于神是谁的问题，至少应该以圣经和历史事实
为基础，容许人们有理有据地讨论。那些懂得神要求我们“全心
全力”爱他的人，应该会感到他们有必要了解实情。没什么感觉，
就是在冒被骗的危险。
现在：
大部分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习惯说耶稣基督是神。
这是当前的观念；教会这样教导；信条中这样规定。然而，如果
你仔细询问一个普通的英国人，你会发现，他对这个观念的理解
相当模糊松散。他没有周密地思考过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没
有考虑过其中包含了什么。如果你问他，神是不是我们的天父，
他几乎绝对会说“是”。如果你接着问，“那么，耶稣基督是不
是我们的天父？”他肯定会说“不是”。但是如果你继续问，
“这么说，有两位神？”他就会全然否认。因此，他走到哪里，头
脑中都带着这四个主张：1）“耶稣基督是神”；2）“神是我们
的天父”；3）“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天父”；4）“不是两位
神”。然而他从未考虑过如何将这四个独立的观念协调到一起；
有可能他从来没想到过，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普通英国人没

24

信神及他的儿子的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费神。14
很多信徒思想中存在的不一致和矛盾让我们看到，在定义神
和耶稣的事情上，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

传统是一种危险
耶稣几乎每天都警告我们，要我们警惕教会传统的危险。他
知道它们多么轻易地就能够给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带来威胁。耶稣
告诉我们，神，也就是他的父，在寻找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的人：
“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真理敬拜他”（约 4：24，新译
本）。这就意味着，为神所接受的服侍，必须渗透着启示出来的
真理，而且不能被不正确的传统所毁坏，以致没有果效，无论传
统多么悠久，多么受人珍爱。
已故教授 F.F.布鲁斯（F.F. Bruce）是一位智慧的学者，很多
年前他与我通信时观察到了这一点：“那些坚守（他们所信的）
惟独圣经所讲信念的人， 事实上 坚守的往往是对 惟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 的传统学派解释而已。福音派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
或希腊正教徒一样，是传统的奴仆，只不过他们没有认识到那是
传统。”15 成为一名福音派“重生”基督徒，其本身并不能保证
一个人是从圣经，而不是从强加于圣经之上的传统中学到了基督
教信仰。
虔诚的教会成员声称，弥赛亚耶稣是他们信仰的先锋与创始
人，可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人想到过，他们自己那
些基本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与耶稣的教导是完全矛盾的。

14

理查德·A.阿姆斯特朗（Richard A. Armstrong），《三位一体与道成
肉身》（The Trinity and the Incarnation），1904，再版，Kessinger，2005，78 页。
15 书信，1981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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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谁，耶稣给出的定义，与主流基督教书籍中给出的几乎一致
的定义，显著地不相匹配，而这种不匹配，应该成为所有声称圣
经是信徒唯一终极标准的人所关切的事。我确信，由耶稣批准的
神的定义与今日教会成员所定的定义之间的明显差异，是可以证
明的。虽然对神和他的儿子的异邦观念的引入让事实显得错综复
杂，令人望而却步，但事实并非如此。耶稣本人呈现的“简洁性”
已经被远远地抛掉。他的信条——他对真神的定义——是简洁明
了的。它所要求的只是信。
信经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宗教的基本框架。16 它们是简明形
式的信仰宣言，向那些一周又一周聚在教会中的人提醒他们所信
的，关于神、耶稣及救恩的信念的要旨。我们在教会尽职尽责背
诵下来的信经的话语，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记得。我们不必理解
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每周所说的话，仅仅因为其历史悠久，因为
不可打破之传统所含的深奥学问和巨大影响力，似乎就已获得了
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而反过来，不可打破的传统显然就是我
们所说的话的后盾。我们中有多少人解释过耶稣怎么会“下到地
狱（hell）”呢？按我们对“hell”一词的理解，它应该是他最不
应该去的地方。没人费心费力去解释“hell”一词词义所发生的彻
底的转变。圣经中，耶稣死时“下到地狱”的意思只不过是，他

16

“很多重要的英语单词都来源于拉丁语。在神学术语上尤其如此，因
为有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教会语言只是拉丁语。单词
‘creed’（信条，信经）来自于拉丁语‘credo’，意思是‘我信’。拉丁语
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的第一句是 Credo in Deum——‘我信神’。众
信经被认为是权威声明，以概括地阐明历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点或信条。
有四个正式信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基督教全体教会信经。这四个信经形成于
不同的教会历史时期，它们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和迦克
墩信经（Creed of Chalcedon）”〔肯尼思·理查德·桑普尔斯，“古代基督
教信经”（The Ancient Christian Creeds），www.augustinefellow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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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所有死去的人都长眠的地方。教会似乎在设法缩紧它对我们
的控制，它允许信经传递一种神秘主义，甚至一种“不可理解”
的色彩。或许它们本来就没打算让人理解。 17 宗教信仰嘛，怎能
真的很理性，很逻辑，可以用能够被人理解的话语表达出来呢？
从另一面看，当耶稣设法在猛烈的反对面前为自己的主张辩
护时，他似乎采用了一种严密的逻辑方式来讲理，来辩论。耶稣
显然从旧约，即他那时代的圣经出发进行论证。基督徒是不是也
应该这么做，并将新约圣经加到他神圣信息的来源之中呢？另外，
如果说，基督徒声称他按照圣经话语普通的、逻辑的、语法的意
思来相信它们，那么，当我们听到神学家们告诉我们说，语言是
不足以解释三位一体之奥秘的时候，岂不相当地令人生疑？圣经
从未暗示过，神所默示的、被他用来 启示他是谁（而不是用来困
惑我们）的语言是不充分的。
基督教被认为是以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为基础的，而耶稣
宣称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还祝贺他杰出的门徒，因为他们
拥有神赐的敏锐的洞察力，认出了他这样的身份——“基督［弥
赛亚］，神的儿子”（太 16：16-18）。而且耶稣承诺，他要在那
不可动摇的磐石基础上建立他的教会。因此，就他是谁这个问题，
他提供了正确观点的核心依据，以此来抵御无时不在的威胁——
与他相争的“耶稣们”，对他真正身份的扭曲，或者其他的宗教
敬拜对象。
对于我们这处于 21 世纪的人来说，新约的思想世界可能会很
陌生。我们仍然把为真理所做的战斗看成是时时的生死之战吗？
耶稣和保罗显然是这么看的。不管是耶稣还是保罗，都不只是提
倡良好的道德规范或改善了的人文主义。人们不会因为这种事而
受迫害，遭追逼。耶稣警告他的跟随者，他们要天天背起他们的

17

当有些罗马天主教徒要求用之前的拉丁语而不用英语做弥撒时，对宗
教的同一种反理性方式似乎流行起来。他们显然更喜欢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
教会敬拜，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它的“奥秘”让他们更接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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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而他所说的十字架，是十字架苦刑的十字架。他们将必
须面对来自“当权者”的反对，这种“当权者”已经对他这位以
色列的弥赛亚显示出顽固的敌对态度。最令人震惊的是，耶稣预
见了从某宗教群体出来的最坏形式的逼迫：“并且时候将到，凡
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约 16：2）。这种情况，只有在
信教的人受到极大的欺骗时才会出现。

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新约记载一致地讲到，耶稣在他的跟随者面前，以及
受审时在官员面前宣称，他是他自己的希伯来圣经之希伯来传统
信仰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定义“弥赛亚”时是从我们称为旧约
的一系列著作出发的，这些著作的范围，耶稣明确地表达为“摩
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路 24：44）。这些宝贵的文献从
一开始就承诺，有一位救主、君王兼最后的先知将会降生到以色
列。耶稣显然将希伯来圣经看作一个宝库，存储着神圣的、权威
的、关于他的神——造物主和以色列的神——在人类历史中正在
做什么的真理。在正在展开的神的计划中，耶稣的中心角色是独
一无二的“基督，神的儿子”。这一惊人的真理，正是他的跟从
者联合为一个教会，一个忠信之人的团契的基础（太 16：16-18）。
他们所承认的耶稣，是主弥赛亚，是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群众
中一些敏锐的人，在向他求救时称他为“主啊，大卫的子孙”
（太 15：22；20：31）。保罗深信，认出耶稣是大卫王的血脉，
这是救赎福音的核心部分（提后 2：8）。使徒所给的基督教信息
的核心，是，且仍然是，拿撒勒的耶稣的确是应许已久的弥赛亚。
承认这一事实，就踏上了得救之路。拒绝它，就是与以色列的神
的旨意作对，而这位神，是派遣了他的儿子来担任盼望已久的救
主和弥赛亚的神。
耶稣认为什么事情是绝对重要、绝对根本的？只要我们提醒
自己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找到直捣问题核心的最佳途径。我们对
耶稣的忠诚要求我们，当他讲到他建立教会的磐石基础时，我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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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非常郑重地对待他的话。耶稣非常关注彼得认为他（耶稣）是
谁。群众中各种说法都有，但耶稣想确定彼得抓住了关乎耶稣身
份的绝对真理。
此时此刻，耶稣可以很轻易地说：“我是神，我要把我的教
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声明似乎是现今成为主流教会成员的
必要条件。但是耶稣根本没说那样的话。我们再一次提出，教会
已经背叛了它们的拉比和主人，因为它们背离了耶稣本人给信仰
之根本所下的清楚的定义。“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他重要的
使徒，彼得。“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满怀信心地
回答。这个信条式的正确答案让耶稣很高兴：“彼得，你是有福
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 16：15-18）。
在这个中心问题上，还有什么能比耶稣的想法更清楚吗？当
然没有。没有迹象或哪个词说耶稣是神本身！耶稣是基督。他是
神的儿子。两个头衔都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在一段关键的
弥赛亚经文，也就是诗篇 2 篇之中。那篇诗篇中的基督兼神的儿
子，是神将要设立在锡安山的君王；万国都要为自身最大的好处
而臣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耶稣被称为基督（Christ），基督就是
“弥赛亚”（the Messiah），而基督一词在新约出现了 527 次。这
个压倒性的证据应该令每一个新约读者信服。耶稣应该被认出是
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耶稣宣告过，构成真信仰之磐石基础的，
正是他的这个头衔，不是别的。既然彼得的信仰声明受到耶稣的
大加赞许，那么他的声明就是最根本的基督徒声明。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永生神的儿子”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
预言中的一个称号（何 1：10；罗 9：26）。因此，想象耶稣自称
为神，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耶稣从弥赛亚，从神的儿子转变为“神”
李·史特博（Lee Strobel）在他著名的基督教信仰研究中，与
福音派学者本·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进行了一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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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如下。史特博问：
“［耶稣］往往会避开直截了当地宣告他自己是弥赛亚或神的
儿子。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不这么看他自己吗？还是因为他有其
他原因？”
“不，不是因为他不那么看自己，”威瑟林顿说……“如果他
简单地宣告，‘嗨，乡亲们，我是神’，那么人们会把这句话理
解为‘我是雅伟（Yahweh）’，因为他那时的犹太人没有任何三
位一体神的概念。他们知道的只是父神（God the Father）——他
们称之为雅伟——而不是子神（God the Son）或圣灵神（God the
Holy Spirit）。”18
有两点我要说一说。首先，是的，耶稣在公众面前克制着不
表明他弥赛亚的身份。它是一个充满政治含义的头衔。 19 但是关
于他是谁，他在他所拣选的跟从者的头脑中没有留下任何疑问。
我们刚刚看过，耶稣把认他为基督，为神的儿子，视为基督教信
仰的本质基础，视为磐石般的信条。彼得还因为他的洞见而受到
耶稣的大力赞扬。新约每次说到耶稣是基督时都在确认这一事实，
而且当然了，新约一遍遍地说耶稣是基督。事实上，路加福音 2
章 11 节就是以“主弥赛亚”的身份将他介绍给我们的。甚至在此
之前，熟知弥赛亚事情的伊利莎白，在迎接马利亚的时候，就称
呼她为“我主的母”，而这里的主，即就是弥赛亚，是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我主”。

18

李·史特博，《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Zondervan，1998，
133 页。
19 弥赛亚作为神所委任的代理人，将会在他再次降临时在地上建立一个
新的政治秩序，而这一政治角色，新约从未予以轻描淡写。耶稣事实上声明，
在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中，王室职位这个礼物是新圣约的核心（太 19：28；
路 22：28-30——这两处经文中，耶稣立约要将王室职位赐给众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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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威瑟林顿承认，根据对耶稣的教导的记载，信耶稣 是
神，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讲到，如果耶
稣真的说“我是神”的话，那他的意思就是“我是雅伟，以色列
的神”。他这么讲，一点儿都没错。声称为以色列的神，那是很
荒谬的。没有犹太人有可能会理解它，更别说把它当作真的去接
受了。耶稣也不信他是雅伟。他宣称是雅伟的儿子。
威瑟林顿说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三位一体神，在这
一点上，他绝对正确。这种概念会是一种激进的、令人震惊的，
甚至是亵渎的新说法。在我们接下来的研究中，这是不可或缺的
背景信息和事实。
那么，耶稣认为谁是神？我们将会详细地查看，在与一个犹
太人的对话中，耶稣亲自宣称，他支持犹太人的单一神一神论信
条，施玛篇——“以色列啊，你要听”（申 6：4）。施玛篇宣告，
神是独一的一位。这其实解决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整个问题。耶稣
公开地吟诵并确认了犹太人的那条严格一神论的信条（可 12：2834）。他还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犹太人所拜
的，我们知道”（约 4：22）。而人人都应该知道那不是一位三
位一体神。耶稣自始至终都将他的父认作他自己的神，也认作犹
太人的神。“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
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约 8：54）。
我完全赞成威瑟林顿的正确说法：“耶稣那时的犹太人没有
任何三位一体神的概念。”但耶稣也没有！他和他的犹太同胞一
模一样，相信犹太教的中心声明，即神是单一的一位。耶稣的信
条应该就是教会的信条。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该惊惧了。耶稣是
唯一神论者，相信惟独父神是真真正正的神（约 17：3）。
问题非常清楚。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这个身份至
关重要，而彼得将此说了出来，但是，自从彼得那番具有历史意
义的话语以来（太 16：16-18），经过这么多世纪，耶稣对于神的
理解，对于他自己弥赛亚身份的理解，到底有多忠实地传给了我
们呢？我想说，支撑真理的那块磐石基础，它的本质成分已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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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中消失了。所有属灵信息最核心的部分，神的身份——耶稣
那样定义的神的身份——以及耶稣自己的身份，在传递的过程中，
遭受了一种精妙细微，却又令人惊愕的扭曲。这种对原事实的扭
曲，早在第 2 世纪中期，也就是耶稣去世后一百年多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了。在此之前，使徒们奋力地与各种对立思想做斗争，这
些思想可能会让人弄不清神和耶稣是谁。他们去世后不久，随着
使徒权柄那种起稳定作用的能力的消失，关于耶稣和他的身份，
以及由耶稣确立的神的身份，一些新的、相反的观点悄然侵入。
大卫的子孙，神独一无二的儿子，被一位陌生的外邦神祗代替了。

后来的那种神学思辨所产生的结果被载入信条之中，所以，
这些结果继续控制着无数虔诚信众的思想。对于在信仰核心之处
所发生的理解上的转变，他们几乎不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
被说服，相信他们带到教会的新约，也就是含有耶稣及其代理人
即使徒们的教导的新约，与他们在教会中所学的教导，是没有差
别的。我想，出于诚实，出于我们需要与基督的心思意念相同，
我们需要对这种想当然的推理提出质疑。
我认为，全部真信仰的基本信念已经被圣经后教会当权者转
变得“离谱”了，这些当权者，事实上拒绝了耶稣所宣告的所有
属灵真理中最重要的部分。
很多学界人士的观点，尤其是当下著名英国和德国圣经专家
所肯定的观点，都支持我的中心论题，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作为
“信仰”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耶稣所知道的信仰很不相同。
我们迫切需要信奉耶稣同母兄弟犹大所热切持守的信仰。面对第
1 世纪中意图破坏“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3）的反对言
论，忠信之人应该不屈不挠地守住原本的基督教。

作门徒的挑战
如果你准备好了要接受新约记载，认为它忠实地记述了历史
的耶稣，亦即拿撒勒的耶稣的教导，那你愿意查出耶稣对于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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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统信条的见解吗？我们接受耶稣为“主”，那么这种接受，
包不包括我们乐意去接受并热切地相信耶稣关于神是谁的教导呢？
这样提问不是无理取闹，当然了，除非我们赋予“教会”超
越耶稣的观点的权利。那不可能，也许你会这么说。但是，请不
要太自信，认为耶稣的权威转移到“教会”的事确实没有发生。
对于新教徒来说，或许更容易从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看出这种明显
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是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也已经发生了
呢？更可靠的途径就是向原始文献本身探询，它们现在可是我们
轻而易举就找得到的。称耶稣为“主”，应该就意味着相信并顺
服他的教导，尤其是在定义神的中心信条的问题上相信并顺服。
称耶稣为“弥赛亚”、“主弥赛亚”、“我主”、“主耶
稣”、“主耶稣基督”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然是早期使
徒基督教的惯例。在我们的新约中，到处都能证明这一点。
称他为“主神”、“我们的主神”或“你们的主神”，是我
们的新约闻所未闻的。“主神”、“主我们的神”或“全能者”
是专门用于耶稣的父的称谓，并且从未用在耶稣身上。这一事实
源自耶稣和以色列的基本信条，即神是单一的一位的信条，而且
在新约中，这位神被称为“神”（o theos）多达 1317 次。希腊语
中的冠词指出作者及作者写给的读者都能认出的独一之神。很明
显，子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可能也是全能者主神。如果是，那么
灾难性地滑入多神主义将无可避免。
那样的话，就等于有两位神。在新约成书时的严格一神论环
境下，那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几乎用不着阐述。然而在今天，教
会传统沉重的负担向我们压下来，我们需要再次查看耶稣如何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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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他所爱、所服侍的神。20

20

施玛篇（申 6：4）第一个单词和最后一个单词的末尾字母在希伯来圣
经中是大号字体，形成单词“witness”（见证人；见证）。如果 echad（one，
一）末尾的“D”被换成“R”，这个词就变成了单词“other”（另一个；
另外的），这样的话，拉比们会说，“你摧毁了世界”。这可能是非常正确
的。耶稣呼召世界回到以色列的神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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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耶稣及其跟从者的神，是谁？
“耶稣没有教导关于神的新教义……耶稣所讲的神，是以色列
的独一之神（可 12：29）。”1
那么，我们所研究问题的事实是什么？从整体来看圣经的话，
它展现的是一种严格的单一神神观。希腊语单词“神”在新约中
以单数形式出现时，自始至终都是对耶稣的父的称谓。这是纯粹
的唯一神主义。神是父，与耶稣截然不同。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
圣经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没有一处的“神”说的是三位
一体神！而“神”这个词出现了大约 12 000 次。2当圣经作者说
“神”的时候，没有人指“三位一体神”，这一事实就告诉没有偏
见的读者，圣经作者不信三位一体论。当圣经作者写下“神”这
个词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曾指三位一体神。3

1

汉斯·辛里奇·温特（Hans Hinrich Wendt），《耶稣的教导》（The
Teaching of Jesus），T & T Clark，1892，184 页。
2 神自己的名字 YHVH 出现了大约 7000 次，总是与单数动词和单数人称
代词连用；elohim（神）出现了大约 2300 次；Adonai，主神，449 次；新约
中 ho theos 出现大约 1317 次。
3 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被遗忘的三位一体》（The Forgotten
Trinity），Bethany House，1998；书中，他从圣经中引用的“神”的例子中，
没有一例指三位一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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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部圣经，我们就能得出对神的唯一神论观念。事实是，
圣经经文中，单词“三”从未出现在单词“神”的旁边，反而指
称神的单数动词和单数代词却出现了数万次。
基督徒声称按照历史语法含义来理解圣经。语言传递着它们
的常规含义。我们自然而然地期望，当相信神的人发现神自始至
终都是以单数人称代词被指代时，他们能明白，神是单一的一位。
单数名词形式的“神”出现了成千上万次，这想必就能证实这种
印象。有人做好准备要打破语际交流的正常规则，并宣称，圣经
中用“我”来讲话的神，意思是“我三位”了吗？当大卫向他的
神说话，说到“惟独你是神”（诗 86：10）的时候，他的头脑中
是一位具有三个位格的三位一体神吗？
作为圣经的守护人，犹太人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中，从不曾误
解“我”（主格及宾格）、“他”（主格及宾格）这些用以指称
真神的词语的意思。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福音主义者不理会希伯来圣经中的大量
证据，而且给出下面这种说法：
在历史的进程中，神启示出他是一位神，但存在于三个位格
中。圣经中所启示的神，不是一个简单的未分化的主体
（Subject）；他的本体（being）处在三个客观不同的主体中……神
的本体，从客观不同的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是复合性的，这一点
是许多旧约经文的基本假设。诗篇 110 篇 1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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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会看到，这个声明，除了无视以神的身份讲话的单数个
体以外，还包含了一个醒目的“差错”。它所引用的诗篇 110 篇

4

“Trinity”（三位一体），梅里尔·C.坦尼（Merrill C. Tenney）编辑，
《宗德凡图解圣经词典》（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1967，
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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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节经文，其开头的单词“主”（其形式是“我主”），从
来都不指主神，而一贯都指一位不是神的位分较高者。这个错误
在一篇接一篇的文章，甚至是权威著作中，一再地重复。以一个
从未指称神的称谓为依据，来证明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成员是神，
这真是令人惊讶！
为了提供论据以证明耶稣和新约的犹太信条，某些决定性的
统计数据需要时时记在心上。新约中，表示神的希腊语单词——
ho theos（“the God”）——出现了多达 1317 次，用来描述耶稣
的父，而且他与他的儿子耶稣迥然不同。因此，神和父在读者的
头 脑 中 屡屡 关 联在 一 起。 此 外 ，正 是 这位 神 被称 为 “ 父神 ”
（God and Father）、“神”、“父”、“神我们的父/我们的父神”
（God our Father）。当神出现在他的独生子耶稣的旁边时，神是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耶稣从未被称作“真神”，或“独一
的真神”，或“全能者”（pantocrator），5惟独父才被用上这些
描述，以及刚刚提到的许多称谓；这一切就将他描述为独一的一
位神。每一种可以见到的语言形式都将那种完全单一、至高无上
及唯他专有的思想赋予耶稣的父。“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父
神被表达为无可媲美、独一无二及无可匹敌——这个地位，他带
着一种他所特有的嫉妒守卫着。论到他自己，以色列的神说：
“我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赛 44：
24）。“以色列的神”在圣经中被提到达 300 次，旧约新约都有。
他从未被说成是“受生的”（begotten），意即被生到世界上的。
对比之下，神的儿子则被说成是“受生的”，其意思当然就是，
他有一个存在的起点，因此按定义来说，他不可能是至高神。
犹太人作为神的圣言的守护人（罗 3：2），在他们的整个历
史中，从来不曾承认三个位格之神的信仰。耶稣是犹太人，且从
我们所能得到的证据来看，他毫无疑问不是一个信奉三位一体论
的人。

5

启示录 1 章 8 节指的是父，不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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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神的身份
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探索耶稣教导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片
段。作为“神的国的福音”的老师和传道人，耶稣周游各处，而
我们要看的这一片段，就发生在他短暂却艰苦的传道使命快要结
束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大大影响你的信仰之旅——能彻底改变我
们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思考方式。
我所说的故事在马可福音 12 章，从 28 节开始。马可在此记
录了耶稣与一位犹太神学家，即一位文士之间的对话。福音书记
录耶稣的事，当然就是作为“宣传册”来向读者推荐基督教信仰
的。我们阅读这些记录时，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对我们的呼吁，呼
吁我们支持基督教信仰。它们显然想要我们密切关注这段由马可
记载的重要交流。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与神学圈里一位有洞察
力的人士交谈。耶稣与犹太神学家之间的交流，在我们借着灵按
真理敬拜神上（约 4：24，新译本），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
实上，这个故事在新约中是独特的。我们看见，在这段交流中，
耶稣一反常态地与一位犹太宗教专家意见完全一致。下面我们看
看新当代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如何捕捉耶稣和那位专业
圣经教师之间的那段很吸引人的对话：
一位律法教师站在那里，听他们的辩论。他觉得耶稣回答得
好，就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耶稣回答：“最
重要的诫命是：‘听啊，以色列人！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6你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同样重要：
‘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了。”那律法教

6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唯一的主”等等不同的翻译之间，意思
上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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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回答：“老师，你说得很对。神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
别的神。7我们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比
律法要求的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物重要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
智慧，就对他说：“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此后，没有人敢再
问他什么了。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请注意，问题虽然是最重要的神学问
题，但它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马太福音 19 章 16-17 节的平
行经文表明，确定神是谁并爱他，与救恩本身息息相关。找出真
神是谁并去爱他，与在将来的世代中得救——得永生——的盼望
紧密地连在一起。马太福音 19 章 17 节中，有一个人想知道如何
得救，耶稣回答他：“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耶稣对向他提问最重要诫命的文士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他把
文士正确的神学理解与他快要得着神国里的救恩联系起来。耶稣
与文士先是在只有一位神且“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上意见
一致。接着，在发现这位文士对神的定义有着正确的判断后，耶
稣向他保证，他“离神的国不远了”，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作为
基督的跟从者，成为未来国度中得救者的一份子。
我们能找到来自新约时代的一段引人注意的评论，评论由犹
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所写，讲论的是他的民族的信条，
即耶稣吟诵过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他所谈论的独一的神毫
无疑问是雅伟，也就是我们的旧约希伯来圣经的神。约瑟夫问：
“那么我们的律法的原则及禁律是什么呢？它们既简单又熟悉。第
一条，亦即统领所有诫命的一条，关乎神。”我们都清楚，约瑟
夫指的是他的民族的基本唯一神论信条。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
中，耶稣讲的也是这个信条。
我们这段新约经文完全契合当时的背景。它所呈现的主耶稣，

7

或者“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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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地扎根于神是单一一位神的犹太信仰之中。在阐明基督教信
条时，基督教的创始人完全是犹太式的。他把神定义为“独一的
主”。耶稣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雅各的神，是希伯来
圣经的神——是那位第 1 世纪犹太神学家的神，“我们的［以色
列的］神”。耶稣将神精确地定义为独一的一位，独一的主。但
是基督教教会却不。

评注让人更清楚，还是更迷惑？
一些像 C.S.路易斯这样影响力很大的发言人说，耶稣肯定是
“要么疯，要么坏，要么神”，但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把我
们从耶稣所给的真正的定义上引开。8因为路易斯没有提供给我们
的，恰恰是真正的定义：他是弥赛亚，是神的 儿子。而且路易斯
似乎忘记了，耶稣热烈地支持他以色列传统信仰的非三位一体信
条。逻辑学家们称路易斯的手法为“假两难推理”。我们被迫从
提供给我们的选项中选择其一。但是，要是正确的选项被路易斯
忽视了，从而没有出现在他的选项单里面呢？为什么路易斯还写
道，“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基督教神学 不相信神是一位 。它所信
的神是，在他里面，三个位格和谐存于神的一体之中”呢？9这听
起来一点都不像耶稣的神学。它与一著名圣经词典中关于神的名
字的研究结果完全相悖，这位作者写到，“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
真神，且他是一位”。10
H.F.汉米尔顿（H.F. Hamilton），神学博士，在 1912 年写作
时就感到了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的力量，以及它如何精彩地将

8

参看 C.S.路易斯，《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HarperCollins，
2001，52 页。
9 路易斯，《基督教的反思》（Christian Reflections），79 页。
10 《圣经图解词典》（The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Tyndale House，
198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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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扎根于他自己的环境中。他以讨论耶稣引自申命记 6 章 4 节
的信条声明开始：“旧约中的这段经文表达了犹太人独享宗教特
权的宣言的本质。雅伟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神。因此，
其他所有敬拜对象都必须躲开。”汉米尔顿提到，说耶稣没打算
让“主”这个词按照旧约中使用的那种专有含义来理解，这是令
人难以置信的。耶稣不可能改变它的含义。“提问的那位文士必
定懂得耶稣单指以色列民族的神。”因而不管对那位文士还是对
耶稣来说，“它肯定听起来像是重申犹太人古老的宣言：只有以
色列献上的敬拜才是真正的对永生神的敬拜”。
那位文士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后立刻重新表述了一下，这一举
动充分显露出他的态度：“老师，你说得很对。神是独一的，除
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爱他……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物好得
多。”H.F.汉米尔顿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结论：“那些见证了这一
幕的人认为耶稣的意思和那位文士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对这一
点，我们似乎不可能有所质疑。因为经文记载的是，‘耶稣见他
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11
耶稣在此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单一神一神论声明，各个时代的
人都需要用它来和神建立合宜的关系。希伯来圣经给神的定义是
单一的一位，在这个定义上，耶稣表示了他的赞同态度。但是，
耶稣的这个信条在我们的教会中是清楚明确的吗？
我常常向教牧学的学生建议，“将自己读进圣经经文中”。
将自己放在那位问问题的圣经专家的位置，他显然对耶稣是有一
些了解的，并且很想试试他，不过不一定心怀敌意。这不是一个
想要困住耶稣的带圈套的问题。我猜那位文士对拉比耶稣的教导
能力是相当佩服的。 12 他可能想进一步“查个明白”。他想知道

11

《神的子民：探查基督教的本源》（The People of God: An Inquiry into
Christian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2，239 页。
12 耶稣强烈鼓励他的跟从者将他看作拉比和主。“你们称呼我夫子，称
呼我主，你们说得不错”（约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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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心中孰轻孰重，想知道耶稣的想法。他的神学思想有多好？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试探性的问题：以色列神的诫命中哪一条最重
要？

顺服并跟从耶稣
耶稣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各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意义非凡。
新约中，得救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恩典并不容许我们漠视耶稣的
命令和教导！“凡顺从耶稣的人得救”（来 5：9；徒 5：32）。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
意的人，才能进去”（太 7：21）。顺服子的，有永生。不顺服
的，必不得见永生（参看约 3：36）。“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太 7：24）。其他不理
会耶稣话语的人，是把他们的属灵房屋盖在沙土上。“不听我的
话又弃绝我的人，我所讲过的话就要审判他”（参看约 12：48，
当代圣经）。“凡以我和我的（有古卷加：话）为可耻的，我来
临的时候，也必以那人为可耻”（参看可 8：38，吕振中译本）。
有人背离“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
（参看提前 6：3）。
当然还有耶稣受人深爱并常常被引用的话：“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 14：15；15：10）。还有与它相似的经
文：“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路 6：46），这节经文同样是在呼吁我们坚守耶稣的教导。要我
们密切关注耶稣所教导内容的急迫请求，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展现在福音记载的每一页上——以及新约的其余记载上：救恩起
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并赐给所有顺从他的人（来 2：3；5：
9），而且“神赐给顺从之人圣灵”（徒 5：32）。在确定信条时，
耶稣讲到了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在这里，问题在于顺从还
是不顺从。
还有，父从天上发出命令的声音，劝诫我们“听”他的独生
子：“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路 9：35）。彼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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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口吻极力要求群众一心专注于最后的先知：“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
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徒 3：22，指的是申 18：15-19）。
那么，当我们倾听拉比-救主的每一个字（同时想起他说“我
们称他为拉比，称他为主是对的”的令人难以忘记的话语，约 13：
13）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什么？当我们听到耶稣强烈要求我们
“以色列啊，你要听”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仔细听耶稣与那位犹太学者的对话（可 12：28-34，
见上文），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就会突显出来。耶稣给神的定义
与犹太文士的定义毫厘不差。在正确敬拜神的第一条原则上，那
位文士完全同意耶稣的意见。那位犹太神学家和耶稣这位纯正的
犹太人、神学家及基督徒的救主，都肯定了圣经的经典话语。耶
稣吟诵、复述的第一条诫命，或最要紧的事，是“以色列啊， 你
要听！”这是主耶稣的直接命令。
然后，他继续表达全部圣经神学的基本主张：“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耶稣把这条命令——“仔细听，神是独一的主”
——看作所有正确思想与行动的关键。整个真信仰的最高点就是：
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定义了我们所敬拜、所爱的神是谁的
声明上——这位神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所要爱的神。
第二条命令，即爱人如己，自然是配合着第一条的。
我放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实在你面前，说不定你会大吃一惊。
耶稣宣告的信条是以色列的信条，是希伯来圣经的信条，是犹太
人的信条。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和那位犹太文士在圣经的神是
谁上没有任何异议。对此我们还能有别的说法吗？这个故事清晰
明了，从本质上来说很简单，同时又轻松地免去了后来的圣经后
神学所卷入的错综复杂又玄秘深奥的神的定义。

耶稣的犹太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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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犹太男子每天早晚都必须背诵申命记 6 章 4-9 节、11 章
13-21 节以及民数记 15 章 37-41 节。这是每日的信仰声明。耶稣在
此没有做任何新发明。他通过引用经文回答提问题的人，这些经
文是他们共有的，他们都相信它们是神圣的，且有着终极的权威。
在定义真神上，耶稣没有说任何与以色列在其整个历史上，从律
法所得的知识相异的东西。所有历史学家和所有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的神是单一的一位。
在神有几位这个问题上，耶稣对那位询问者的回答没有含糊
不清的地方——根本没有。除了以色列的信条中所启示的那位神
以外，耶稣再不认识其他任何神。这位神，是他自身犹太传统信
仰的神，是任命他为弥赛亚的神。这位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
雅各的神。他是希伯来圣经的神。他被定义为“独一的主”（可
12：29）。耶稣强烈要求我们听他的话，因为他，耶稣，为我们
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神的定义。如果耶稣是我们的领路人，那么他
在这里所说的、关于真敬拜的基础和独一的真神的话，对我们信
徒来说，就是重要至极的。神，也就是耶稣的父曾经说过，“这
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可 9：7），而耶稣就是这里的“爱
子”。
“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 6：4；
可 12：29）。“难道神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
人的神”（罗 3：29）。教会真的在听吗？
我们不需要一大群神学家来帮助我们辨识耶稣关于神是谁的
声明的含义。它的语言简单，准确——是一个浅白的命题，一个
易懂的语际交流的逻辑单位。理解这种语句，我们每个人都毫不
费力。我们都知道数字“一”是什么意思，而且没有人有可能会
把单数名词“主”理解错。犹太人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中，对他们
民族信仰的基本信条都没有任何问题。神是单一的、不可分的一
位神，在他们的圣经上，神被以数以万计的单数人称代词来指称，
他也自称为宇宙独一的、唯一的主，为独一的一位神——惟独他
是神。这位独一的神使用各种语言手法来传递这个概念：他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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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以外的都不是神，没有别的神。单数人称代词界定的是单一
的一个个体。基督徒声称扎根于语法方法，而语法的标准规则是
明确清晰的。
这些表述的清晰度达到了语言所能达到的极致，它们的意思
毋庸置疑：“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惟有雅伟他是神，除
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
地下惟有雅伟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 4：35，39）。
“为要使你们知道，并且相信我，又明白我就是‘那位’；在我以
前没有神被造出来，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惟有我是雅伟；除我以
外，并没有拯救者……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就是神”（赛 43：
10-12，新译本）。“我是雅伟，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
外再没有神”（赛 45：5）。“我雅伟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
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赛 44：24）。“拯救者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赛 45：15，新译本）。
将你的心思意念沉浸在圣经这些话语中，看看讲话的那一位
是不是真是三个位格。这里，讲话的神是一位呢，还是像当今三
位一体论者们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什么”（what）——一种存
在于三个位格中的“本质”（substance）？
想象一下三位一体神的引入给这些无与伦比的经文所带来的
混乱吧。圣经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单数人称代词 13 ，来确切无疑地
证实，圣经的神是单一的一位。说以色列的圣者是圣三位，或具
有三个位格，这曲解了语言以及神学事实。更糟的是，它公然违
抗了耶稣的话语。然而那实际上正是教会传统已经做了的事——
它令犹太社群大为苦恼和憎恶，因为旧约是交托给他们的，如保
罗所写：“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神的圣言已经托付
了他们”（罗 3：1-2，新译本）。那些圣言呈现的神是单一的一
位。希伯来圣经的信条是单一神一神论，不是三位一体一神论。
耶稣从未试图改变这个伟大的事实。他反复地讲这一点，并且称

13

希伯来语用单数形式的动词来讲独一的神，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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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大诫命，是第一大诫命。而那位旧约的神，以色列的神，也
是外邦人的神。再来看保罗的话：“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罗 3：29）。
保罗的信条
保罗宣称所服侍的是什么神？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经
上记载，保罗在一位罗马巡抚面前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
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徒 22：14；24：
14）。
我想问问读者，我们能从心底里将这段经文读成“我在侍奉
我们祖宗的三位一体神”吗？我想说，这将损毁圣经，并将一种
明显是外来的概念移入其中。保罗，就像他的救主耶稣一样，是
彻彻底底的唯一神论者，相信以色列的神。“我们岂不都是一位
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玛 2：10）。这段经文，与
上万计的、表示一个单一的神性个体（Divine Individual）的单数
人称代词一起，大声疾呼，反对基督教的异教化；当以色列和耶
稣那再简单不过的信条被抛弃的时候，这种异教化便发生了，而
且还假借“改进”它、“扩展”它，甚至“丰富”它这样的托词。
但这些不过是掩盖错误的计策而已。教会现在应该折回到主耶稣
基督那里，因为他关于神的公开的信仰声明，我们已经置若罔闻
了。
我可不可以问些问题？你深信保罗的神是非犹太教的三位一
体神吗？如果他相信真神是后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的话，那么，
当他宣称他在服侍希伯来圣经的神，即犹太教的神，“他祖宗的
神”时，他没有误导他的听众吗？在宣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唯一之
神的仆人之后，保罗声明他深信将来死人要复活（徒 24：15）。
正因为这一点，保罗继续说道：“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
无亏的良心。”三位一体神？不可能吧。只有当一个人非常缺乏
历史判断力的时候，才会容许保罗相信以色列的神是三位一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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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容许这种不可能的观念。这一点，已被广泛承认。

教会与犹太教-基督教信条
《新圣经词典》（The New Bible Dictionary）在其词条“三位
一体”（Trinity）中这么说：
旧约的见证归根结底是见证神的独一性。在每日的祷告中，
犹太人都要重复申命记 6 章 4 节、5 节：“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
主。”他们以此行动承认以色列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与之相
等或匹敌的创造者。若没有基督事件的大揭示， 没有人会认为旧
约申明的根本不是独神一神论（unipersonal monotheism ），即仅
包含一位神的一神论，这种一神论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标记。14
请用心注意这个坦白的承认。希伯来圣经，耶稣读着它长大，
并申明它是圣经，保罗也宣称他相信它；读着它，没人可能会想
象神不止是一位神。该词典说，希伯来圣经申明了以一位的形式
存在的、非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原封不动地重复过这一声明。
但是现在请注意该词典如何用一只手拿走其另一只手刚刚承
认的东西。“旧约坚定的一神论只承认有几处经文暗示一位神中
含有复数状态。”作者继而描述了这些所谓的几处暗示中的 6 例。
然后他承认，“这几处的任何一处，都不太可能被旧约作者，或
他 们 的同 时代 读 者理 解为 意 指在 以色 列 的独 一神 中 的不 同 个
体”。 15 换句话说，不管是摩西还是众先知，都不可能想象神是
三位一体的神。“神的圣言被交付于其手”的犹太人从未这么做，
直至今日，他们依然如此。请再记一遍该词典所承认的事实：

14
15

“Trinity”，《新圣经词典》，Intervarsity Press，1996，1209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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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认为旧约申明的根本不是独神一神论，即仅包含一位神
的一神论。”
至于新约存在三位一体论，该词典采取了适宜的不确定态
度：“早期的新约三位一体论是没有直接言明的，且迄今仍未
阐明。”16敬请读者琢磨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耶稣自己强调犹太教的施玛篇，这就应该能决定性地解决我
们的问题。耶稣引述希伯来圣经对神的定义来作为最重要的命令
（可 12：28-34）。耶稣没做任何事以暗示那位犹太文士，独一神
现在其实由三个位格组成。如果主耶稣是这意思，但他同时又丝
毫不暗示根本性的改变，将会使他犯上装假之罪。耶稣直白地申
明申命记 6 章 4 节，这使得那位和他讲话的犹太文士深信，真神
是以色列的神，是按照申命记 6 章 4 节要求的意思来理解的神，
在这一点上，耶稣和文士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犹太学者的
谈话中，耶稣公开确认希伯来圣经的信条，此举无可争辩地证实
了耶稣基督如何定义神。因而，它也定义了基督教的信条。
在哥林多前书 8 章 4-6 节，保罗引述了同一施玛篇；所以，可
以证明，耶稣和保罗都是唯一神论信徒，况且，当然了，耶稣始
终都宣称为弥赛亚，为神的儿子。保罗同样地宣称弥赛亚是耶稣
真正的身份。保罗是一个相信以色列单一神一神论的信徒。他热
爱以色列的那位独一之神，也就是他先祖的那位独一之神。这是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1 章 17 节中美妙的颂歌：“但愿尊贵、荣耀归
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
远。阿们！”他是在称呼父。
我请读者仔细考虑对神的这个称呼。保罗在这里称呼的是神
的三位一体的“本质”吗？他想到的是三个位格，它们同等地都

16

同上，1211 页。

48

耶稣及其跟从者的神，是谁？
是神但同时又构成一个“神-本质”吗？保罗赞美的是汉克·汉尼
格拉夫（Hank Hanegraaff）和詹姆斯·怀特的神学中的“一个什
么”（one what）吗？17他标明独一的神是永世的君王。这位君王
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位谁”（one who）。对于 C.S.路易
斯那句名言“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基督教神学不相信神是一位”，
耶稣和保罗会如何看待呢？18
当三位一体论者结束他们努力将三位一体神解释为“三个谁
在一个什么里”的浩繁的工作时，他们却完全找不出一处将神说
成一个“什么”的圣经经文。这是因为没有作者相信神是一个三
位一体的本质！圣经中大约 12 000 处提到“神”的地方，没有一
处可以被证明为意指“三位一体神”。没有一处把神当作“一个
本质”来讲。

进一步看犹太教-基督教信条
威廉·芒斯（William Mounce）在《真道圣经注释》（Word
Biblical Commentary）中，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1 章 7 节的颂歌的
思想讲得相当清楚：
“独一的神。”这是犹太教的中心宣言，因为施玛篇说得如此
明确：“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 6：4；
比较可 12：29，32；比较提前 2：5；6：15-16；比较约 5：44；
17：3；罗 3：30；林前 8：4-6；弗 4：6；犹 25）。在犹太会堂，
施玛篇每天都要被复述，而且现在仍然是虔诚的犹太人日常祷告

17

汉克·汉尼格拉夫的“圣经解答者”（Bible Answer Man）和詹姆
斯·怀特在其《被遗忘的三位一体》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怀特说：“关于三
位一体，我们不敢将‘什么’和‘谁’混在一起”（27 页）。
18 《基督教的反思》，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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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一部分。或许，与其他任何东西相比，这个告白更能令犹
太教-基督教观念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保罗以感谢基督开始这一
段，结束时却将赞美和荣耀归于神。19
保罗从未听说一位三位一体神，或者，即使他听过，他也会
认为它是异邦思想而不予理睬。和耶稣一样，保罗委身于犹太教
的单一神一神论。保罗和耶稣跟从的是以色列的信条。他们从未
扩展它或修正它。他们复述它。他们当然还知道人子，即耶稣，
是现在被升高至独一之神即父的右边的那一位。但是这没有“改
进”那个确定了独一之神是谁的以色列信条。独一无二的人耶稣
与神协作，这引入了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如今有一个得了荣耀的
人类，即“为人的弥赛亚耶稣”（提前 2：5）20，被提升到独一
之神的旁边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实施这个奇妙计划的，
是神自己。这是新创造中人类绝妙命运的标尺。
没有一个新约作者暗示他们传统信仰的单一神一神论信条应
该有任何的改动。他们都不敢想象对它做任何的变更。之后第 2
世纪中由外邦人控制的教会的领导们没有这种顾忌。他们为后来
神的定义上的变化铺平了道路。他们的继任者最终——但那是几
个世纪的争斗之后——转变了独一的神：从独一的神，即父，转
变成一个本质，含父、子和圣灵。这是一个新的、非圣经的信条。

二不是一
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说，未经允许地把耶稣晋升到独一之神的

19

《真道圣经注释：教牧书信》（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Pastoral
Epistles），Thomas Nelson，2000，61 页。
20
译者注：和合本译为“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其中“降世”一词为
增译内容，原文中没有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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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此举制造出的是混乱。二不能被做成一。红衣主教 J.H.纽
曼（J.H. Newman）说到三位一体时，认识到了宇宙中这个明摆着
的事实：“圣三一教义之玄秘，不仅仅是言辞上的矛盾，而且在
人类所表达的概念中，也是彼此抵触的……我们找不出清楚的方
法来准确阐述它，差不多就像我们无法说一个事物是两个事物一
样。”21
利用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教会担得起这样做的后果吗？基
督徒自称继承了以色列的遗产，又声言是以色列的弥赛亚的跟从
者。但是在信条的问题上，基督教似乎已经背离了它的创始人的
思想。历史上的耶稣相信并敬拜的神是希伯来信条中单一的神雅
伟，然而基督教却已经将那信条扩展， 将另外两位包括了进来。
然后，好像是意识到了背离耶稣的窘境，他们坚称，尽管他们相
信三位同等地全都是神，他们其实仍然相信神同时又是一位。但
是含三个位格的那一位，不是圣经及耶稣所定义的独一之神。这
是重新定的定义。当独一的神神秘地变成了存在于一体的 三位格
的时候，一种结构上的变化就产生了。这种变化发生于圣经后时
期，后来又被教会公会议定为不可更改的信条，而公会议是没有
圣经权柄的（不过基督徒至少还保持口头上的尊敬）。教会正大
光明地声称圣经是它的权威，但同时又抛弃耶稣对独一神的定义，
它这么做，根据是什么呢？

埃里克森与信条
圣经在哪里暗示过如此复杂的一个信条，复杂到激起了多个
世纪唇枪舌剑的辩论、教会的动荡、关于术语的吹毛求疵的争论、
绝罚，甚至残杀呢？历史记录说，为了解释“一”如何能够同时
是 “ 三 ”， 最 有才 华 的神 学 家 们已 经 被耗 得 才思 枯 竭 。 米 勒

21

约翰·亨利·纽曼，《圣亚他那修论文选》（Select Treatises of St.
Athanasius），James Parker and Co.，1877，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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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里克森（Millard Erickson）是当今为神是三个位格之观点
而辩护的著名福音派护教士，在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之后，他坦白
地承认，三位一体在圣经中没有被直接提到：
三位一体教义被宣称是一个非常重要、至关紧要，甚至是基
本的教义。如果真是这样，难道它不该在圣经的某个地方更清晰，
更直接，更明白地表述出来吗？如果是这个教义格外地形成了基
督教的独特性——一方面与信唯一神的一神论形成对照，另一方
面也与多神论形成对照，那么，它怎么会只是在圣经的启示中暗
示出来呢？……这里有一个看上去至关紧要的问题，但在这个问
题上，圣经却没有高声地、清楚地说出来。22
埃里克森回应到：“对于这种质问，几乎给不出直接的答复。

似乎没有圣经经文能够被指出来，用以清楚、直接、确凿无误地
教导三位一体教义。 ”23 接下来，埃里克森要救自己脱离这个进
退两难的困境，却是寄希望于“仔细查看圣经，看看对三位一体
的见证是不是没有所认为的那么清楚，那么全面”。24
在讨论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时，埃里克森引用了作家斯蒂
芬·戴维斯（Stephen Davis）的话，他感到“他在解决一个谜”。25
然后埃里克森令人震惊地承认，戴维斯“或许比我们中的许多人
都坦率，我们在追问之下，才可能不得不承认， 我们其实不懂神
以何种方式是一位，同时又以何种不同方式是三位”。26戴维斯没
有冒险说出显然与圣经里的神不符的话，即没说他是“在三个谁
里面的一个什么”。

22

米勒德·J.埃里克森，《三个位格的神》（God in Three Persons），
Baker Books，1995，108-109 页。
23 同上，109 页，强调部分另加。
24 同上。
25 同上，258 页。
26 同上，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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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单一的一位神
坦诚地阅读圣经，就会看出，神是以单一的一位被呈现的，
带 有 “ 一位 ” 的所 有 特征 。 他 不是 一 个“ 什 么” ， 而 是一 位
“谁”。
承认“语言不足以”清楚地说明三位一体，这并没有阻挡试
图解释三位一体的海量文字的印刷，它们用非圣经的希腊哲学语
言解释说，圣经的独一神是在一个本质中的三个位格，而神的儿
子则令人难以置信地是“人”但又不是“人”。（你知道这是基
督教世界的官方信仰吗？）然而圣经没有一处称神为“一个本
质”，也从未讲到“三个位格”。任何新约读者都应该能看出来，
耶稣是一个人。
如果语言不能够或不足以告诉我们神是几位，或者三位如何
其实是一位的话，那么，没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圣经。难道神无
法通过数字“一”和我们交流吗？圣经语言作为启示，告诉我们
神想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完全够用的，至少在他是单一的一位上
如此。
让我们惊讶的是，埃里克森在他为三位一体所做的 350 页的
辩护中，全然没有提及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在那里，耶稣公
开申明了权威信条，即以色列的信条。埃里克森提到了“表示区
别的经文”，例如诗篇 110 篇 1 节，这节经文“讲到了一位主和
另一位主，因此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些区分”（诗 110：1；徒 2：
34）。27 但是这说法太模糊了。出现了两位主，决不能证明他们
都是神！我们将会看到，第二位主，很明确 不是神，就是说，他
没有被授予神的称谓。而且，如果“雅伟是独一的主”（申 6：
4），那么应该很明显，另一位就不可能是雅伟！另一位当然能够
代表雅伟，或者说作雅伟的代理人，能反映出雅伟的性情，或是

27

同上，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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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雅伟的旨意——而这些事耶稣全都做了——但是，如果雅伟
是独一的一位，那么耶稣就不可能 是雅伟。两个雅伟不能算成一
个雅伟。再者，子（按照旧约中的预言）在新约中总是被描述成
一位与他的父迥然相异的人；父是另一位也是不同的一位。如之
前所说，他们享有一种“我-你”关系。而耶稣讲到他自己和他的
父时用的是“我们”（“we” and “us”），相当于两个独立的
见证人（约 8：16-19）。他还承认他次于父：“父是比我大的”
（约 14：28）。
在基督教文献中，似乎有一个密约，就是普遍都把这个非常
简单的、关于耶稣的犹太信条的信息隐藏起来。耶稣基督的信条
对于他的跟从者们来说，不就应该足够了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2 章 5 节的信条“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
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
还需要比这说得更多吗？就在明白宇宙结构的这一事实之前，保
罗才刚刚说过“充分认识真理”和“得救”（提前 2：4）。
即便如此，我仍然感谢埃里克森教授的坦率。他承认，认为
约翰福音 1 章 1 节的 logos（道/话，word）是先前就存在的“神的
儿子”，这种观念的引入，“使得将哲学思辨，尤其是新柏拉图
主义哲学并入教会信条成了正当合理的事情”。28 可是保罗却发

28

同上，54 页。约翰当然没写“太初有 子 ”，他写的是“太初有 道
（word）”。试比较，科林·布朗（Colin Brown）博士富有启发意义的挑战：
“一个很常见但很明显的、对［约翰福音 1 章 1 节］的错读是，认为它好像是
在说：‘太初有子’〔“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对当代正统的探究”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In Search of Contemporary Orthodoxy），《听道》
（Ex Auditu）7，1991，89 页〕。假设约翰在一个句子中就将神变成了两位，
这是很不寻常的解经步骤！尤其是因为耶稣显然只认识身为“独一的真神”
的那位神，而且在那个声明中，他是在对他的父讲话（约 17：3），他是一
个优秀的犹太教单一神一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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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不可试图用哲学语言来定义神（西 2：8）。
然而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它需要被纠正过来，这样，我们才
能将我们自身建立在耶稣关于神是谁的话语上，同时按耶稣教导
的，“借着灵按真理敬拜神”（约 4：24，新译本）。

一个简单的信条
一个人怎么可能看不到新约证实神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亦
即他是独一的一位的证言呢？一个对三位一体的著名研究说道：
“犹太人相信独一的神，他们称他为父……要了解三位一体教义的
发展过程，‘父’这个称谓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三位一
体中，有一个位格是父神。”29亚瑟·温莱特（Arthur Wainwright）
然后展示出下列新约经文，以证明“新约作者们如何表达他们对
神的一体性（the unity of God）的信仰，以及如何把他描述为
父”。30
最后这句话，其实看起来像是在承认新约作者是唯一神论者！
作为读者，你怎么理解这些话呢？

耶稣：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可 10：18）。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可 12：29）。
“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
天上的父”（太 23：9）。

29

《新约中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 in the New Testament），SPCK，
1980，41 页。
30 同上，41 页，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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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约 5：44）。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永生”（约 17：3）。
保罗：
“……神是一位。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
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林前 8：4-6）。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
未受割礼的为义”（罗 3：30）。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神却是一位”（加 3：20）。
“神只是一位。”31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弗 4：6）。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提前 1：17）。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
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
雅各和犹大：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雅 2：19）。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雅 4：12）。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

31

《扩展本圣经》（Amplifie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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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犹
25）。
这里的“神”是父，就像新约中大约 1317 次的用法一样。神
明显地有别于耶稣基督。温莱特这样评论上列经文：“证据表明，
神被看作一位；而且独一的神被认为是主耶稣基督的父 。表达了
这一特征的表述，似乎很难提供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三位一体教义
的发展。”然后他说：“如果把这些表述同其他确定或暗示基督
之神性的表述放在一起考虑的话，它们立即就会引发三位一体的
疑难问题。”32
在三位一体的“疑难问题”上，温莱特没有错。然而，如果
上述唯一神论经文没有被拒绝的话，这个疑难问题是不会出现的。
至于耶稣之“神性”的表述，其中没有一个会冲击这些说父是独
一之神的表述。若是它们冲击了，那它们就会与这些唯一神论的
表述相矛盾。继而，我们就会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约在它
给神的定义上是自相矛盾的。但这个结论我不会接受。况且，我
们信仰的创始人即犹太人耶稣，以及他所拣选的使徒们，都知道
神是谁。
一旦新约的唯一神论经文被按照它们明明白白所说的（与整
个旧约及耶稣在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的话相一致的）意思所接
受，那么，那些描述所谓的耶稣之“神性”的经文，很容易地就
能解释为，它们是在描述耶稣是作为人的弥赛亚，在他里面，神
独特地通过他的灵作工，并且就像诗篇 110 篇 1 节所预言的那样，
他被升高到由父神赐予他的至高之位。耶稣在新约被视为独一神
的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和映像。他与他的父的“等同性”没有让他
变成神。他仍然是为人的弥赛亚。那么事实就显露出来，确实仍
然是“一位神”，但是，正如提摩太前书 2 章 5 节简单明晰的话

32

《新约中的三位一体》，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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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所说，在他旁边，现在有了“一位中保，为人的弥赛亚耶稣”。

耶稣：完全是人
从这个分析得出的，至高、奇妙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确
是一个人类，就是说，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没有罪，为童女所
生，被复活，成了不朽坏的，是新创造中的第一个。这个范式让
独一的神仍然处于他无可匹敌的“独一的真神”的位置，正如耶
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指着他的父所说的。而耶稣被视为那位独
一神的儿子，就像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简简单单地陈述的，他以超
自然的方式被生出。最重要的是，这一范式让耶稣对神是谁的定
义完好无损。 后来教会会议颁布的信条声明，事实上损害并抵触
了耶稣自己宣告的以色列的唯一神论信条（可 12：29）。圣经的
立场并非神就是基督，而是“神在基督 里（ in）叫世人与自己和
好”（林后 5：19）。
教会有时会用国家法律的强硬手段——甚至处死或烧死反对
者——强制实施它自己的非圣经信条。所展示出的这种精神，不
是基督的精神。
教会是不是已经创造出了它自己的问题信条，然后又绞尽脑
汁地努力搞清楚它的意思，与此同时，不但让耶稣简单的话语变
得晦暗不明，而且还引起无数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对抗呢？
一位慈爱的神，在他是谁这个问题上，难道会给我们一个含
混不清或令人困惑的说法吗？一个三位一体的神，难道连一节将
单词“三”和神放在一起出现的经文都不愿意提供给我们吗？明
白神是谁，能够让我们脱离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脱离把除他以
外的其他“神”抬高为神，抬高为宗教敬拜对象的危险。耶稣说，
神是“独一的主”——是一位主，不是两位，不是三位——当然
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本质”。既然一位主是一个个体，那么他无
疑是一位——独一的一位，被以名词，以单数人称代词上万次地
如此指称。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独一神，是耶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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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当我说到，当今的教会虽然无疑地决意以耶稣为弥赛亚，服
侍他，顺服他，但它们宣告的信条却明显地 不是耶稣所坚守的信
条时，我的话应该会让人有些震惊。请查阅一下你的教会的信仰
宣言，它的决定性信条。在它的章程中，即它之所以存在的缘由
中，你会发现这一条：“我们信神存在于三个位格中”。
这肯定不是耶稣的信条。它根本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每
位读者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神已经神秘地变成了“三位”。但是
对于耶稣来说，神绝对限于一位——独一的主。称呼他的父时，
耶稣说：“你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耶稣在此是在对父
说话。他将他定义为“独一的真神”。在同一个句子中，他把他
自己与独一的神区别开来，称自己是弥赛亚，受神委派。然而教
会却坚称还有另外两位，他们同样是真神。
在圣经中，神一遍遍地自称拥有至高无上、无与伦比、无可
匹敌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圣经何曾拒绝不给他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从耶稣学到我们的信条吗？
福音派护教士卡尔·亨利（Carl Henry）写道：“三位一体神
确实是历史基督教信仰建立的‘本体论前提’。” 33 但耶稣绝对
没这么说过。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三位一体神。他不是关注“本体
论”问题的希腊哲学家。他的纯全信仰的前提是，相信以色列的、
单独一位的神。这是圣经对耶稣的信条的见证。
那么耶稣不是“历史基督教信仰”的信条的源头吗？当另外
两位被加进来作为神的候选者时，独一神的身份遭到偷窃了吗？
我觉得，耶稣的信条与教会的信条之间这种醒目的差异，应该引

33

F.F.布鲁斯等，《圣经的来源》（The Origin of the Bible），Tyndale
House，200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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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们的担忧，其实应该是惶恐。我这么说的根据是，耶稣严厉
地警告我们，不把他当作老师和主是很危险的。耶稣一出生就被
宣告为“主弥赛亚”（路 2：11），这便置他于神所委任的人类
的领袖的位置，并要求我们从各个层面忠诚于他。但是我们绝对
没有权利改变他自己公开申明的信条，以色列及圣经的信条，即：
神应该被理解为单一的一位主，一位神——其实，应该被理解为
“主耶稣的父神”（林后 11：31）。
当评注家们讨论基督教信仰的根源时，他们潜意识中没有把
耶稣当作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根基。当《单卷本解释者的圣经注释》
（The Interpreter’s One-Volume Commentary on the Bible）讲到马可
福音 12 章 29 节时，它立刻告诉我们，爱神和邻舍的诫命是“早
期外邦基督教的中心教义”。 34 这一点确实如此，但是讲到耶稣
引用申命记 6 章 4 节来导入爱的诫命时，它突然变了调。我们被
告知，耶稣申明申命记 6 章 4 节，“将会令所有的犹太人感到满
意。这些是犹太教最宝贵的经文”。35 可是，难道它们不是渴望
爱耶稣，跟从耶稣的基督徒们最宝贵的财富吗？为什么不是呢？
以色列的信条与人们所认为的基督教被奇怪地割裂开来，这一点
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然而，基督教信仰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让
自身脱离它的创始人，而不遭受重大的破坏与损失呢？
关于圣经的教科书都热切地提供这个信息。最早的基督教信
条声明或许就是简单却又含义深刻的宣告：“耶稣是主！”（罗
10：9；林前 12：3；林后 4：5；腓 2：11）。宣称“耶稣是主”，
是早期基督徒的基本信条。不过更基本的问题是，耶稣如何定义
神？
在这个称耶稣是“主”的典型声明中，更早的、耶稣自己的
信条便消失了！在信众的头脑中，耶稣被拆离他的犹太之根，然
后再被重新接到教会的信条上，并且不许再继续保持他自己的基

34
35

Abingdon Press，1971，664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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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信条，也就是古老的、以色列的唯一神论信条。现在我们查
看一下主流教会的信条。信条没想再现耶稣的信条。相反，我们
被要求服从一个大不相同的关于神的概念。据它所说，神是一位，
但是——此处的转变显而易见——“他以三个位格存在”。圣经
信条受到口头的尊敬，然而旋即它便被改变，成了大相径庭的东
西。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询这个奇怪的观点，我们就会被告知，神
是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个实体（substance）或本质（essence）。
神是单一的一位，与神是一个“什么”之间的差异，难道还不明
显吗？犹太人和穆斯林无疑立刻就认出了这种差异，而且对于神
的独一性是指由三个位格组成的一个“本质”这样的概念，他们
畏之避之。圣经哪节经文说神是“一个什么”呢？任何发出这样
一个声明的人接受的都是圣经后信条的教导，肯定不是圣经。圣
经中，神是独一的一位，从来不是一个“什么”或本质。
耶稣有可能确认过那个三位一体信条吗？恰恰相反。耶稣的
犹太信条将圣经的神和以色列的神定义为“独一的主”。我们的
主是单一的一位主，是独一的一位——肯定不是三位。这个问题
必定会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我们定义神的方式与耶稣定义的方
式不同——况且这是他在讲到最重要的诫命时所做的定义——这
必然影响深远！
我怀疑教堂信众是否深入思考过这一点。关于信条，关于神
是谁的界定，看起来目前并没有很多的讲道。人们简单地假设，
教会公会议（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和 451 年的迦克墩会议）忠实地
为我们传递了对神的正确理解和定义。人人都应当知道，教会的
基础是信三位一体神。据说那些会议概括表达了圣经所教导的关
于神的信息。但是，是这样吗？耶稣的信条和会议的以及你的教
会的信条是相同的吗？在教会中背诵耶稣自己背诵的信条，这不
是简单的常识吗？
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条文明智地警告说：“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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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出错。”36 当教会公会议和教会采纳了耶稣完全不知道的，
奇怪的“三位格存在于一体”（three-in-one）的神观时，耶稣自
己的信仰体系似乎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犹太人从来不信奉三位一体论
任何对以色列历史哪怕只了解一丁点的人都知道，犹太人从
不，决不相信三个位格的神。犹太人对“神是独一的一位”这个
信仰有着一种强烈的、毅然决然的深情。神学家们颇有助益地称
他们为“唯一神论者/神体一位论者”（unitarians）37 ，或更好的
“单一神一神论者”（unitary monotheists）。犹太人终其整个历史
都不曾相信三位一体神。直至今日，面对这样一种对启示给他们
的信仰的基本原则的背离，他们还是会惊骇地躲开。
耶稣是一位犹太人。耶稣是一位坚定果敢的唯一神论者。耶
稣还是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的老师和主（约 13：13）。
一位牛津神学教授在讲授三位一体时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正如我上周所说的，基督教从唯一神论神学着手，却成了三
位一体论宗教信仰。它发端于犹太教；当时的犹太教一神论是唯
一神论，如今它依然如此。那么基督教教会如何会讲述一套相当
于表达对神的新认识的神学，而这新认识还是通过耶稣基督传给
它的呢？基督徒认为神在他们的宗教实践中向他们启示了他，他
们能以什么为根据来思考神呢？他们是要驳斥一神论，从而坚决
主张一个三神论的神学吗？还是说一神论可以被修改，修改到既
能保持一神论又能纳入新启示的地步？这正是刚开始那几百年间

36

英国国教信仰条文第二十一条。
我在写“unitarian”的时候用了小写字母“u”，以将它与现代的一神
普救论者（Unitarian Universalists）区分开，他们的神学与这里所说的神学完
全不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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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构思过程中教会绞尽脑汁想要解决的问题。上星期我们讨论
了那部分基督教历史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基督教思想是通过
它从犹太教继承来的宗教信仰，与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之间的交流
而发展起来的。我接下来会努力阐明，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一
种修改，既修改了一神论神学概念，又修改了一体性（unity）这
个哲学概念。38
这段话需要仔细地去分析。犹太教信仰一直都是唯一神论，
相信神是单一的一位。但是——教授论证到——教会却修改了它
原本对神的唯一神论观点，将神变成三个位格，同时称此观点为
一神论。
我们听一听犹太人对三位一体信条，即被那些声称跟从犹太
人耶稣的人所采纳的信条的强烈反对：
在犹太思想的框架内接受拿撒勒的主，要做到这样，只有一
个条件：在基督教教义中的基督和 犹太人耶稣之间做出明确的区
分……基督教根据圣三位一体来理解耶稣，这种观念是以一种可
悲的误解为基础的……给“历史的耶稣”复职，代价是正统的
“神的儿子”……基督教神学想象它可能能与犹太教达成协议，这
只是一种模糊的、稀释的神学而已。事实上，两种信仰之间没有
一致的想法：它们没有共同之处来担任“起桥梁作用的神学”的
基点……蒙特费尔（Montefiore）深深认识到了其中的困难，这从
早一点的评论中能看出来：“历史的耶稣的教导中心是神；而教
会的教导中心是他（即耶稣自己）。正是这种对耶稣的特别的态

38

伦 纳 德 · 霍 奇 森 （ Leonard Hodgson ） ， 《 基 督 教 信 仰 与 实 践 》
（Christian Faith and Practice），Blackwell，195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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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永远地将教会与会堂隔开。”39
同一作者着重说明了犹太人对神的一体性的看法：
犹太教的精髓在于“神是绝对的、不可更改的一体”的教义。
关于犹太人对那种一体性的观念，摩尔（Moore）教授的精辟定
义几乎很难超越。他称它是“数值上排他的、绝对一位神的一神
论”。是或不是犹太教，全凭这一点而论。其实，以色列的神是
绝对的单一体，这一点和启示了这位独一之神的托拉（Torah）一
起，构成了犹太教的核心和精髓。与这两个基本真理相比，犹太
教其他思想和惯例都是次要的……因此，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正
统犹太教和自由派犹太教都如此看待的原则，与基督教教会的三
位一体教义是直接对立的。40
但是谁来决定基督徒该接受什么信条呢？耶稣自己的信条怎
么了？那可是由我们的福音书记载的以色列的唯一神论信条。在
传道使命后期，耶稣郑重申明，最为重要的属灵课题就是：神是
独一的，而且我们要全身心地爱这位独一之神。我们认为，耶稣
对他自己的犹太传统信仰的信条没有做出任何修改。耶稣没在任
何地方授权对神下新的定义！教授（霍奇森，上文）确实讲到了
教会在奋力表达他们对耶稣的信仰时“绞尽脑汁”。但是谁说过
信条能够被修改，或者说需要被修改，而且改得都认不出来是耶
稣的信条了呢？谁说过圣经的信条是要绞尽脑汁去应对的东西呢？
无论是保罗还是任何新约作者，都没有试图去“改进”耶稣
的信条或他们的犹太传统信仰。从牢固建基于耶稣话语的圣经传
统信仰渐渐越滑越远的，是 后来的、圣经后时期的教会，而且它
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在激烈的斗争后，于 325 年，耶稣的一

39

雅各·约克兹（Jacob Jocz），《犹太人与耶稣基督》（The Jewish
People and Jesus Christ），SPCK，1962，262 页。
40 同上，262-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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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正式被修改，有三个位格被包括进来。修改？我们能改动信
条，不理不顾耶稣的话语而不出问题吗？

学者们对事实的承认
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学者都表明，教会所接受信条的语言与圣
经的语言截然不同。最明显的是，马可福音 12 章中耶稣的信条，
与宣告信三位格之神的教会的信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在其第 15 版中
正确地评论道：
不管是三位一体（Trinity）这个词，还是明确阐述的这种教
义，在新约中都没有出现，而且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们也没打算违
背旧约的施玛篇，即“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
主”（申 6：4）。直至第 4 世纪时，一位、三位及三位的合一体
之间的差别才被糅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本质和三个位格这样一条
正统教义。
马文·威尔逊（Marvin Wilson）博士是基督教希伯来根源的
专家，对于耶稣明确无误地确认以色列的信条的行动，他给出了
精辟的评论：
在摩西五经共 5845 节经文中，“以色列啊，你要听……”发
出了整个犹太教具有历史意义的基调。关于神的独一性的这个基
本真理和主旋律激发着人们做出回应，履行爱神这个基本义务
（申 6：4-5）。因此，当耶稣被问及“最重要的诫命”时，他的回
答没有违背犹太教的这一中心主题（可 12：28-34；比较太 22：
34-40）。耶稣有托拉中 613 条独立的条例来选择，他却引用了施
玛篇，并包括“爱神”这个命令；但是，他还延伸了“第一”和
“重要”的诫命的定义，将“爱邻舍”（利 19：18）列进来……
雅伟是至高无上的神，与宇宙中其他所有事物完全不同；它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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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他创造出来的。41
威尔逊然后提到有些学者将神看作一个“综合性的合一体”。
对这种把后来的神学反过来读进希伯来圣经简单话语中的行为，
他明智地没有试图去为之辩护。但奇怪的是，就他所属教会不支
持耶稣本人所申明的信条这件事，他似乎并不担心。
关于耶稣所背诵的信条，威尔逊教授提供了极好的历史评论。
他说，施玛篇“对于耶稣和犹太教 的基本教导来说，都是最关键
的旧约经文之一”。42 但耶稣那条基本信条，在主流教会的书籍
中根本找不到。尽管威尔逊教授很好地讲述了历史，展现了事实，
但他似乎没能向教会——他自己的教会——提出抗议，抗议教会
没有拥护耶稣的信条。
那么，除非证明信三个位格都是神的信仰能够与耶稣申明的
施玛篇调和，否则基督徒拥有的信条就是有问题的。他们已经错
了好多世纪了。他们已经在基本层面上背弃了耶稣（同时还阻止
了很多犹太人和穆斯林细想耶稣的宣告）。
让我们做些更深入的比较吧。我们已经看过耶稣将什么信条
确立为真信仰的基础：“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现在我们听
一听耶稣时代之后大约 500 年时基督徒当作信条来背诵的东西。
从犹太人耶稣到新的外邦人信条
下面是人们所称的亚他那修信经。我不会全篇引用，但给你
的足以展示它如何分解“神存在于三个位格中”这一概括性表述。
任何人若要得救，首先是笃信大公教会的真道；这道，若信

41

《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Our Father Abraham），Eerdmans，1989，
124-125 页。
42 同上，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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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不完全，不纯正，则必永远沉沦。大公教会的信仰即：我们
敬拜的是一体三位，三位而又一体的神；其位格不混乱，本体也
不分割……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也永恒。不是三永恒，乃是一
永恒……如同父是全能，子是全能，圣灵也是全能。不是三位全
能者，乃是一位全能者。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不是三
位神，乃是一位神。如同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也是主。不是三
位主，乃是一位主。照基督真道，我们不得不承认三位格各自为
神，各自为主。大公教会禁止我们说有三神或有三主……这三位
格，不分先后，不分大小。三位格都是永存，并为同等。所以凡
事当如上述：我们敬拜的是一体三位，三位而又一体的神。所以
要得救的人必需如此领悟三位一体。43
请注意其中针对任何可能质疑这个特异教义的人所发出的重
重恐吓。但是耶稣有可能会赞成这个信条吗？或者，耶稣自己会
不会遭遇这个“基督教”信条中残酷的绝罚呢？最坏的可能性是，
耶稣会逃离，避免与这个奇异的公文有所关联，因为它将相当明
显的谬论呈现给普通读者。
耶稣显然对尼西亚信经或所谓的亚他那修信经一无所知。耶
稣完全地教导和执行他的父的旨意。耶稣自己申明以色列的信条，
这就证实了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只有一位神，而且他是独一
的一位神。进一步地问一下，耶稣的神有没有可能相信三位一体
神呢？
我相信，当下面这位教会历史教授这样评论时，他是完全正
确的：
旧约是严格的一神论。神是单一的一个个体存在。认为三位
一体神能在那里被找到的观念，完全没有基础。旧约与新约之间

43

译者注：译文引自“亚他那修信经浅析”中的“亚他那修信经之简译”，
http://www.dyjdj.com/fuyinarticle/wenji/2010-09-27/3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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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断层。一神论传统是延续着的。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受犹太
父母的旧约圣经训练。他的教导是地地道道的犹太教导；确实是
一个新福音，但不是一套新神学……而且，他将犹太教一神论的
重要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接
受为他自己的信仰。44
关于圣经的权威著作很清楚事实是什么。这里有一段《新约
释经词典》（Exeget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关于单词
“一”（one）的条目的节选：“早期基督教自觉地从犹太教（申
6：4）承袭了一神论准则，‘神是一位’。根据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32 节记载，耶稣明确支持犹太教一神论准则。”45保罗对神
的核心信念同样是“犹太的”：“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
英语译本中译本）。保罗的这个信条声明反映了耶稣对神的观点，
所以他的声明应该已经足够。但是教会越出了圣经。教会历史便
能见证随后的混乱不堪。
休·安德森（Hugh Anderson）在他的马可福音评注中一针见
血地说到，“教会不再背诵施玛篇”，然而“耶稣坚定不移地保
持着犹太式的敬虔”。46 那么在教会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教会
忘记它的创始人了吗？救主的神学以及他的声明，即他的神是他
的犹太传统信仰的神的声明，这两样肯定是足够的。那么为什么

44

L.L. 佩 因 （ L.L. Paine ） ，《三 位 一 体 论 演化 批 判 史》 （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rinitarianism），Houghton Mifflin and Co.，1900，
4 页。
45 《新约释经词典》，Eerdmans，1990，399 页。
46 《新世纪圣经评注·马可福音》〔Gospel of Mark（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Eerdmans，1981，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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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督徒不保持耶稣的犹太式敬虔呢？
耶稣的唯一神论声明是来自申命记 6 章 4 节施玛篇的、不变
的信仰，而施玛篇是通过以色列的众先知传下来传到马可福音 12
章耶稣本人这里的。耶稣时代杰出的犹太人重复着同样的信条。
约瑟夫是典型的一位：“承认神为一位，是所有希伯来人所共有
的。”47 斐罗（Philo）：“那么，让我们将这一点——承认并荣
耀高于一切的独一神——作为第一且最神圣的诫命，深深刻在我
们心中；而且，对于那些把在清洁和善行中寻求真理作为生命准
则的人，让神有很多位的思想甚至永远不要达于其耳。” 48 耶稣
的信条“遵循了犹太教的信仰声明”。49
我们的主耶稣难道没有权利告诉我们神是谁吗？我们不理会
主耶稣对一神论的理解，岂不是很危险，也很自大吗？
我回到当代一位著名的系统神学家引人注目的评论上。1984
年，哈罗德 O.J.布朗（Harold O.J. Brown）教授在他关于教义发展
过程的经典福音派著作中讲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后迦
克墩时代”。他对这种趋势表示遗憾：
这种发展所预示的转变，比基督教中业已发生的任何事都大。
能与其相比的，只有圣经一神论本身的转变：从以色列的单一神
一神论，到迦克墩会议的三位一体论。这种差异的标志是，由申
命记 6 章 4 节的祷告 Shema Yisroel（“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
们神是独一的主……”），转向了亚他那修信经的声明，“我们
敬拜的是一体三位，三位而又一体的神”。从以色列只含一位神

47

《犹太古史》（Antiquities），第 5 卷，112 页。
《论十诫》（Decalogue），第 65 条。
49 爱德华·施伟泽（ Eduard Schweizer），《马可福音》（The Good
News According to Mark），John Knox Press，1970，251 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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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神论，转到尼西亚的三个位格的神学理论，这种转变是旧约
启示正当的发展进程吗？基督徒断言它是，同时还说，尼西亚信
经是更完全地展现出以色列的神的自我启示，而不是扭曲了它。
确实，尼西亚的三位一体论和迦克墩的基督论定义，被看作是从
旧约“神是一位”的见证出发，对耶稣的宣言所做的正当、必要
的解释。50
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所赞同的转变，事实上是让教会远
离耶稣本人的一种转变！他的评论正是教会那团巨型乱麻的表现
症状，这团乱麻让神学家们忘记，基督教应该以基督本人为基础。
背弃耶稣的信条，必然相当于背弃他。
布朗承认教会已经改动了耶稣的信条，他所承认的，与《基
督与福音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的清楚表达
相抵触：“很多世纪中，在神的子民看来，神是一位。在耶稣看
来，同样如此。他没有修改这个古老的信仰。”51
几位教授富有见地的评论非常扼要中肯。教授埃尔斯（Hiers）
注意到，“对于耶稣在他自己的一生中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基
督教解释者通常不是特别感兴趣”。52教授卢夫斯（Loofs）警告
说 ， 信仰 被希 腊 化了 ，而 且 “多 神主 义 带着 伪装 进 入了 基 督
教”。 53 马丁·沃纳（Martin Werner）教授谴责了将信仰异教化

50

哈罗德·O.J.布朗，《异端》，431 页。
“神”（God），《基督与福音词典》，1：650。
52 理查德·埃尔斯，《耶稣与未来》，1 页。
53 保罗·施罗特（Paul Schrodt），《近期神学中教义开端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the Beginning of Dogma in Recent Theology），Peter Lang，
1978，121 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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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54
如果不能从圣经证明耶稣授权了一个新信条，那么教会就必
须承认，它已经采纳了一个不是基督的，从而严格来说也不是基
督教的对神的定义。如果我们想在定义神是谁和耶稣是谁的问题
上郑重地对待耶稣，那就需要一场革命。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必须
被重新评估：那只是部分改革，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不充分。目前
要讨论的问题是，当宗教改革家们声称，为了恢复教会原本的状
态，教会一直都在改革 55 时，他们是否真心如此。对于基督教世
界，以及它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这个更广阔的世界来
说，有很多问题令它们备受折磨，而神是谁这个问题，不就是解
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钥匙吗？

54

《基督教教义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hristian Dogma），Harper，
1957，298 页。
55 《不断改革》（Semper Refor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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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圣经事实与历史不支持教义
“既然新约在它这么多的用词中都没有说拿撒勒的耶稣其实就
是神，那么自然地，人们就会问：基督教教会是怎么开始坚持说
他是的？”1
“有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胆敢断言，在耶稣时代及其后时期内，
以色列关于神的教义决不是最严格的一神论？”2
保罗强烈敦促基督徒逃离任何与主耶稣基督那些有益健康的
话语不一致的教导：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
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词，从
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提前 6：3-4）。
使徒的这份警告，对于在圣经后各信条形成过程中激烈进行

1

彼得·欣奇利夫（Peter Hinchliff），“基督论与传统”（Christology
and Tradition），出自《道成肉身之神：故事与信仰》（God Incarnate: Story
and Belief），A.E.哈维（A.E. Harvey）编辑，SPCK，1981，81 页。
2 威廉·沃克特尔（William Wachtel）牧师，“基督教一神论：事实还是
错觉？”（Christian Monotheism: Reality or Illusion），《复兴信使》（The
Restitution Herald），1985（4 月），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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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吹毛求疵的言词之战来说，似乎很适用。耶稣的信条是，除
了他的父之外再没有谁是至高的神；停靠在他的信条中，不是应
该已经足够了吗？“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在任何对
真理有着孩子般态度的人看来，都很容易理解，而这种态度是耶
稣高度赞扬的。
圣经说到，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使徒，“我们所信认的‘使
徒’”（来 3：1，吕振中译本）。同一节经文称他为我们的大祭
司。使徒信经经常被提到，但它不存在于圣经中，而是反映了早
期基督徒对全能神和耶稣的信仰。我们的使徒耶稣，他的信条是：
我信“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可 12：29）。诉诸于他的信条，
能有什么问题呢？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的相似经文记载了耶稣自己
的严格一神论。他宣告：“父啊，你是独一的真神。”这些话很
简单，它们的整个纯正性都应该保持下来，不受任何损害。一年
又一年的矛盾和混乱本应该能够避免的。

古代的抗议之声
久负盛名的诗人约翰·弥尔顿是 17 世纪三位引人瞩目的思想
家之一，另两位是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约翰·洛克（以及其他许
多博学的持异议者），他们抗议教会的三位一体信条。弥尔顿给
我们的适时建议是，要惟独依靠圣经：
在神圣的事情上，我们还是丢弃理性分析吧，单单跟从圣经
上的教义……最明显的是……从无数圣经经文来看，事实上，只
有一位独立的、至高的真神；而且，既然他被称为独一的（就人
类的理性和人类公用的语言来说，他是独一的，而且神的子民犹
太人一直都认为他是独一的一位，即就是，从数字意义上讲的一
位），那就让我们依靠圣经来弄清这位独一的、至高的真神是谁。
这种认识应该首先来源于福音，因为关乎独一神的最清楚的教义
必定是那个关于他的、丰盛的、解释性的启示，即： 由基督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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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给他的使徒，又由使徒传给他们的跟从者的启示。另外，在这
个主题上，福音也不应该是模糊不清或晦涩难懂的；因为给出福
音，并不是为了传播关乎神的本质的，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甚至连当时他自己的子民都完全没有听过的教义，给出福音，是
为了宣告，按照亚伯拉罕的神的应许，救恩通过神的儿子弥赛亚
临到了外邦人身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
子将他表明出来”（约 1：18）。所以，论到神，我们首先向神
的儿子请教吧。
神的儿子的见证是用最清楚的言语表达出来的；他作见证说，
父是独一的真神，万物都由他而造。当他被一位文士问到（可 12：
28，29，32），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时，他从申命记 6 章 4 节
来回答，“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或者用希伯来文说，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
一的耶和华”。那位文士同意了；“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
没有别的神”；到了下一节经文，基督对这个答案表示赞成。神
的一体性（unity）指的是神的个体的独一性（oneness）；这是那
位文士以及其他犹太人的意见，再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这位神
就是父神，这一点可以由约翰福音 8 章 41 节，54 节来证明：“我
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约翰福音 4 章 21 节：“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因此，基督与整个神的子民意见相同：父是
那位独一的神。因为，说第一要紧的诫命有可能是很隐晦的——
从而在一代代的岁月里被教会如此错解——隐晦到一个地步，另
外两位，同样拥有受敬拜身份的两位，应该是完全不为神的子民
所知晓的，而且直至那时还没有尊享神的荣耀，这一切有谁会相
信呢？……所以，关于独一的神，神的儿子基督本人在福音中教
导我们的，不是别的，正是律法先前所教导的，而且每一处都清
楚地表达出，神是他的父。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认识你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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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永生。”20 章 17 节：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
神。”因而，如果父是基督的神，且同一位父也是我们的神，并
且如果只有一位神，此外再无别神的话，那么，除了父以外，再没
有神。3
在研究了保罗浅白的唯一神论声明之后，弥尔顿认真思考了
教会为把神是独一的一位这样简单的真理搅乱而花费的巨量精力：
尽管这一切［神数量上的单一性］不言自明，无需做任何解
释——即：惟独父是自存的神，而且不自存的存在不可能是神—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某些人还是用尽各种徒然的巧计，或各
种骗人的把戏，力图躲避或遮掩这些经文明明白白的意思；千方
百计，转弯抹角，想方设法，好像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向贫穷朴实
的人传讲纯净纯全的福音真理，而是凭着汹汹气势与一意孤行，
借助于奸诈的手法，也就是从一些懵然无知的学派那里借来的诡
辩和文字差异，支撑着一些荒谬的自相矛盾之理，不让它倒塌。4

艾萨克·牛顿
有 史 以来 最 杰出 的科 学家 之 一艾 萨 克· 牛顿 爵士 （ 16421727），是一位强烈反对教会将独一神理解为三位一体神的人士。
由于他显赫的公众地位，他的神学著作，大量的神学著作，在
“正教”的批评作品中都被防范着。然而，牛顿很熟悉他那个时代
的反三位一体论著作；而且，与亚流主义者以及 17 世纪的苏西尼

3

约翰·弥尔顿，“论神的儿子和圣灵”（On the Son of God and the Holy
Spirit ） ， 再 版 ， 《 激 进 宗 教 改 革 期 刊 》 （ A Journal from the Radical
Reformation），5：2，1996，56-58 页。
4 同上，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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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信徒（Socinians）（反三位一体论者）一样，他认为，圣经中
“神”这个词应该被理解为耶稣的父，而“神”用在耶稣身上的极
个别用法，不能使他成为同永恒之神体（Godhead）的一部分。艾
萨克爵士指出，为了表示荣耀，甚至摩西都被称作神。
凯伦·阿姆斯特朗说明了艾萨克爵士不喜欢三位一体论中对
神想象出来的概念：
他 完 全 沉 浸 在 logos 的 世 界 中 … … 在 他 看 来 ， 神 话
（mythology）与神秘的事物（mystery）是原始的、未开化的思考
方式。“在宗教事情上，人类总是喜爱神秘事物，这是人类既热
烈又迷信的那部分性情，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最喜欢的是他们
最不理解的事物。”牛顿开始强烈地希望清除基督教中的神秘主
义教义。他开始深信，不合逻辑的三位一体教义和道成肉身教义，
是靠阴谋、伪造和欺诈而来的……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这两个站
不住脚的教义，是被第 4 世纪中无所顾忌的神学家们加到信条上
的。其实，启示录已经预言了三位一体论的兴起——“这个奇怪
的西方宗教”，“三位同等神的异教”。5
在 1690 年的《两处显著讹误》（Two Notable Corruptions）中，
牛顿预料到了后来的很多学者的成果：他们证明，我们的新约希
腊 文 文 本， 在 某些 经 文上 已 经 被篡 改 了， 目 的是 宣 扬 耶稣 是
“神”。 6 牛顿提倡简单性：“圣经中有争议的地方”，他喜欢

5

凯 伦 · 阿 姆 斯 特 朗 ， 《 为 了 神 的 争 战 》 （ The Battle for God ） ，
Ballantine Books，2001，69 页。
6 例如，请参看巴特·埃尔曼（Bart Ehrman），《正统对圣经的改动》
（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6

圣经事实与历史不支持教义
“选择我最能理解的东西”。7牛顿坚决主张简单性，反对来自哲
学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即败坏事实、复杂化事实的影响。牛顿相
信圣经是合乎理性的，是以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的。因此，可以
推测，圣经是以简单、清晰的语言写下的。牛顿公开表示他强烈
希望避免将假说带进自然哲学中，他的这个态度与他对形而上学
被熔进圣经的猜测是一致的。他还认为，一个人应该“更愿意选
择那些最依照圣经字面意思而做的解释”。8
凯伦·阿姆斯特朗肯定地说，牛顿分析出三位一体不合逻辑，
牛顿是对的。她指出，三位一体教义的缔造者没打算让教义能被
理性地分析：
最终……三位一体只有作为神秘的或属灵的体验才能说得通：
它必须被活出来，而不是被想清楚，因为神远远高于人类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逻辑的，或需要智力的公式，而是一种会困惑理性思
考的、想象出来的范式。拿先斯的贵格利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他解释说，冥想在一位中的三位，会引发一种深奥的、难以抗拒
的情感，它让思想，让理性的头脑成为茫茫一片。“当我刚刚想
到一位时，我就被三位的荣光所照亮；当我刚刚区分三位时，我
就被带回到一位。当我想到三位中的任何一位，我以整体来想他，
我的双眼被充满，我正在思考的更大的画面，从我脑海中溜走。”9
完善的三位一体教义的主要缔造人之一认为，三个人其实应

7

斯蒂芬·斯诺贝伦（Stephen Snobelen），“‘万神之神和万主之主’：
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总释’的神学”（‘God of gods
and Lord of lords’: The Theology of Isaac Newton’s General Scholium to the
Principia），《奥西里斯》（Osiris）16，2001，198 页。
8 同上，199 页。
9 凯伦·阿姆斯特朗，《神的历史》，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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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被当作一个来看，因为他们享有共同的人性！
这种语言和思想的格调与圣经的格调大相径庭。当我们得知，
三位一体的总设计师，亚他那修，试图编造一种他关于神的教导
和著名沙漠隐修士圣安东尼（St. Antony）之间的虚假联系时，我
们的猜测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亚他那修试图展示他的新教义如
何影响基督徒的属灵状态。”10真正的安东尼：
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人，一个脆弱的人，受厌倦情绪所困，为
人类的问题而苦恼，给人简单、直接的建议……然而，亚他那修
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他。例如，他被转变成一位热心的
［赞成三位一体论的］反亚流主义的人；他已经开始预先体会他未
来的神化状态［被尊奉为神］，因为他拥有神的 apatheia［不会
经受疼痛］，到了惊人的程度。再例如，亚他那修说，他在坟墓
中与魔鬼斗争 20 年，当他从那里出来时，安东尼的身体没有显示
出衰老的痕迹。他是一位完美的基督徒。11
为了让他的三位一体神合情合理，亚他那修毫无保留地用上
了纯粹的欺骗手段。
“正教”神职人员表达他们对神的观点时要冒着伪述的危险，
这个问题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这一点指出，与耶稣简单的唯一
神论信条相比，三位一体神学有着极度的复杂性。17 世纪的英国
国教主教贝弗里奇（Beveridge）写道：
我们得考虑马太福音 28 章 19 节在我们面前所描述的三位一
体神里的那三个位格的次序：先是父，后是子，然后是圣灵，每
一位都是真真正正的神。我们必须相信的一个奥秘，在讲它的时
候，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表达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时很容易

10
11

同上，113 页。
同上，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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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并且出了错也很危险。我们思考它的时候，要想象一个神
性本质在不止一个的、完全相同的神性 位格中，或是想象三个神
性位格在完全相同的一个神性本质中，这真是太难了！我们讲它
的时候，要找到话语来表达它，这同样太难了！如果我说，父、
子和圣灵是三位，每一位都各不相同地是神，这是对的。可是，
如果我说他们是三位，每一位是各不相同的神，这就是错的。我
可以说父神是一位神，子是一位神，圣灵是一位神，可是我不能
说父是一位神，子是另一位神，而圣灵是第三位神。我可以说父
生了另一位身为神的神，可是我不能说他生了另一位神。可以说
另一位身为神的神从父和子而来，可是不能说另一位神从父和子
而来。尽管如此，他们的本质虽然相同，但他们的位格不同。他
们的位格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本质仍然相同。所以呢，尽管父是
神体里的第一个位格，子是第二个，圣灵是第三个，但父不是第
一位神，子不是第二位，而圣灵不是第三位。用语言正确地表述
这样大的一个奥秘，或是为这样高的一个真理找到恰当合适的表
述，同时又不会走入某一极端，这确实是太难了！12
古兰经的主要控诉是基督徒相信神性本质中的三个位格的三
位一体神，对于这一点，主教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深表痛惜。既然
每一位都被称作神，那么这个教义在穆斯林的眼中就是显而易见
的三神论。
与主教贝弗里奇同时代的一位人士通过对三位一体神的描述，
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三个位格共享一个神性本质（nature or essence），而三个位
格不可理解地统一为一体，同时又不可言喻地互不相同；统一于

12

威廉·贝弗里奇，转引自查尔斯·莫格里奇（Charles Morgridge），
《真信徒的辩护》（The True Believer’s Defence），1837，再版，Christian
Educational Services，1994，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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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属性，又不同于特有的特色和关系；三者同等地拥有神的
无限完美，三者在存在的次序和方式上又各自不同。任一位格不
存在于全体之中，全体也不存在于任一位格之中；在沟通上，传
递者里无缺失无减少，永恒受生，永恒产生，无先无后，无必然
的因果关系或依附关系；父给予他自己的生命，而子接受他的父
的生命，圣灵从二者发出，无本质的分裂或增多。13
他那时代最有学问的三位一体论者之一，摩西·斯图尔特
（Moses Stuart）（1780-1852）教授的话，展示出“正统”定义偏
离圣经蓝图已经偏得有多远。在讲到神体内的“位格”或“差异”
的定义时，他写道：
我不理解它们，也理解不了。在我还无法理解一个定义表示
了什么意思时，我就不会对它表示赞同，更不会为它 辩护。关于
神体中的位格的任何定义我都研究过，但我毫不犹豫地说，我的
头脑完全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清楚、明确的概念来。14
英国国教大主教约翰·提勒森（John Tillotson）评论过经院
学者那些“术语和行话”：
那些理解这些话语的人，我一个都不羡慕，因为在我看来，
它们似乎什么意思都没表达，不过是一些无所事事、自高自大的
人编出来的话而已，而且自那以后，很多人似乎都理解，不然的
话，他们就会显得很无知。但我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会
说这是在解释事物，因为他们用难懂的话消遣自己，伤自己脑筋，

13

巴罗（Barrow）的《著作集》（Works），转引自《真信徒的辩护》，
15 页。
14 转引自《真信徒的辩护》，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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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用它们消遣别人，伤别人脑筋。15
另一位学者睿智地写道：
圣经的语言是常识语言，是直白的、无虚饰的语言。至于这
种让作者们的含义隐晦不明的语言，作者们何必采用呢？这种语
言不但让含义隐晦不明，甚至让它不可理解，不但让它不可理解，
甚至让它完全消失在语词的奇谲之中。16
教父们的非犹太信条给教会遗留下重重困难，对于这一点，
人们一遍遍地坦白承认；约翰·海伊（John Hey）博士的困惑就
是这样一例：
当有人要我声明，“在神体中有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灵
——他们是一个实体，一种能力，一种永恒”的时候，我觉得太
困难了！我的思维纠缠在一片困惑之中，我的思想迷失在极黑的
黑暗之中。我驻足，我踌躇；我自问有什么必要去发出这样一个
宣告……但是，混乱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使用没有意义的话语的，
不就是这个吗？我认为是。我以最清楚的方式承认、宣告我的困
惑：我把它作为我的宣告的基本部分。倘若我真的假装明白我所
说的，那么我要么是三神论者，要么就是异教徒；但是我不能既
敬拜独一的真神，同时又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物之主。17
解除博士的痛苦的药，就是耶稣那信条式的话语：“父啊，
你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耶稣是他所差来的为人的弥赛
亚。耶稣说他的父是“差我来的父”（约 5：37；6：44）。

15

提勒森的《著作集》（Works），转引自《真信徒的辩护》，16 页。
德怀特（Dwight）博士，转引自《真信徒的辩护》，16 页。
17 转引自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三位一体见证所证实的唯一
神论原则》（Unitarian Principles Confirmed by Trinitarian Testimonies），再
版，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5，322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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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时代，公众受到《世界上最简单的理解神的指南》
（The World’s Easiest Guide to Understanding God）的影响。下面是
两个信徒之间的一段对话：
“你需要记住的就是，只有一位神，”丹（Dan）继续说。
“哦，那么你不认为耶稣是神了，”杰伊（Jay）说。
“啊，不是的，我认为耶稣是神，”丹强调说。“耶稣绝对是
神。圣灵，他也是神。”
杰伊叹了口气说：“好吧，这么说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
也是神。那么加起来就是——”
“一位神，”丹补充道。杰伊拍了拍脑门……“是的，这听起
来是有点不好理解，”丹承认道。18
作者几乎没怎么澄清这种困惑：
就算三位一体不是基督教信仰最令人困惑、最不能让人理解
的一面，它无疑也在前五名当中。这倒不是因为这个主题人们不
熟悉。大部分基督徒都能告诉你三位一体神是由父、子和圣灵组
成的。然而除此之外，事情就有点模模糊糊的了。19
它们的确如此。X 是神，Y 是神，Z 是神，但加起来是一位神；
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要解决它，就只能用这种说法：X、Y
和 Z 等于一位神，它的意思与三位神的意思不同。3X 不可能等于
1X，但是 3X 可以等于 1Y。但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说

18

兰迪·萨瑟恩（Randy Southern），《世界上最简单的理解神的指南》，
Northfield，2003，84 页，85 页。
19 同上，84 页，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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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耶稣的话语一致起来——耶稣宣告说，真神是独一的主，且
单单是父。
J.H.纽曼（1801-1890）说：“圣三一教义之玄秘，不仅仅是
言 辞 上 的矛 盾 ，而 且 在人 类 所 表达 的 概念 中 ，也 是 彼 此抵 触
的……我们找不出清楚的方法来准确阐述它，差不多就像我们无
法说一个事物是两个事物一样。” 20 那么同他一起承认这一点，
会不会就是所有困惑的解决方案呢？英国国教主教赫德（Hurd）
（1720-1808）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在三位一体神面前，“理性
吓得目瞪口呆，信心本身也被挫去一半”。21

统计数据
圣经中没有一节经文（总共约 31 102 节）将单词 “三”
（three）与单词“神”关联在一起。神从未用数字“三”来表达。
在圣经的 810 677 个单词中，没有一个实例证明单词“神”意指三
位一体神。当然，新约中父、子和圣灵确实常常被一起提及，但
是圣经作者一次都没得出结论说，神应该被定义为三个位格。将
父、子和圣灵放在一起来讲，这是一回事。但是，说这三者的任
何一个同等地都是神，而且他们合起来等于一位神，就完全是另
外一回事了！马太福音 28 章 19 节的所谓的三位一体经文，可能
听起来很像很久以后的三位一体教义。但它没说三者连起来就成
了一个三合一的组合，且等于一位神！哥林多后书 13 章 14 节的
荣耀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
与你们众人同在！”——当然也没这么说。这个表述根本没说那
种三合一的存在等于独一的神。

20

《圣亚他那修论文选》，515 页。
转引自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不信三位一体论者之
教 义 的 原 因 》 （ A Statement of Reasons for Not Believing the Doctrines of
Trinitarians），1833，再版，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5，82 页。
21

83

圣经事实与历史不支持教义
圣经作者们说“神”的时候，从未指三位一体神。既然单词
“ 神 ” （ God ） 、 “ 主 神 ” （ Lord God ） 和 “ 雅 伟 / 耶 和 华 ”
（LORD）出现了超过 12 000 次，那么他们就有超过 12 000 次的机
会说“神=三个位格中的神”，但是他们从未这么做。
他们始终如一地说，神是单一的一位，而且在新约中，他们
将那位神性个体与耶稣的父等同起来，而耶稣则在每一处都被说
成父的儿子。新教学者和天主教学者详尽的研究都能证实，单词
“神”在新约文献中被独立使用时，指耶稣的父，而且一页页地都
是如此。22 整个圣经中，单词“神”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指“三
个位格中的神”。因此，三位格的神从未在圣经中被这样提过。
这一事实公众确实需要研究一下。
圣经中不存在把神表达成三位一体神的实例，这似乎可以排
除任何说父和子两位同等地都被认为是神的说法。“神”在新约
中有 1300 多次描述父，然而同样的单词“神”，在新约中明确用
在耶稣身上只有 2 次。有几节经文中，耶稣或许是被以“神”来
指称，但是，由于语法的模棱两可，这一点是不能确定无疑地断
言的。23 “独一的主”，也就是我们听到耶稣所申明为真信仰之
基础的信条中的“独一的主”（可 12：28-34，引自申 6：4），
毫不含糊地指的是耶稣的神，也就是耶稣的父。耶稣从未暗示过，
在定义神是谁的问题上，他将自己包括在神体中，从而颠覆他整
个的希伯来传统信仰。
说他是神，同时又承认他的父是神，会很明显地令他的听众
面对“有两位神”的主张。这种情形耶稣从未想象过。他也一刻

22

有一个非常罕见的特例。在两个地方，“神”一词被明确地用在耶稣
身上。但是读者应该记住，以色列的审判官能够被称作神（诗 82：6），而
且摩西在法老面前也被说成神（出 7：1）。在耶稣时代，罗马皇帝也能够被
称为“主和神”。
23 所有当代评注家都知道，KJV 圣经中的约翰一书 5 章 20 节、罗马书 9
章 5 节和约翰一书 5 章 7 节是伪造的，原文中没有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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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曾接受过他在破坏以色列的信条的指控。他没有被指控拆解
了他的希伯来传统信仰的一神论。相反地，正如我们在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中所看到的，耶稣申明了犹太教那严格的单一神一神论
信念，将它定为所有诫命中最大诫命的基础。在约翰对耶稣教导
的记载中，耶稣表明他的神是犹太人的神，并和犹太人一样，信
守犹太教信条：“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
出来的”（约 4：22）。
那么，今日的教会成员可能自然会问，在什么时候，神最大
的诫命，耶稣最大的诫命，被废除了？以耶稣的名举行的教会会
议有自由漠视他关于神的神学思想的内核，有自由重新定义信条
吗？他们有权重塑“最高主宰”的含义吗？
在美国，人们就十诫的神圣性闹得一片哗然，但是，关于教
会已经忘记了最大的诫命——耶稣自己对神是谁的定义，又有多
少人为此而焦虑不安呢？它似乎带着伪装悄然地进行着。

历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
关于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基督教以第 1 世纪的另一场运动开始，它试图找到另一种途
径作犹太教。它以一位加利利信仰医治者的生命与死亡为中心，
他在大约公元 30 年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跟从者们宣称他
已从死里复活。他们相信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犹太
教的弥赛亚，他很快就会在荣耀中归来，在地上开创神的国度。
他是“神的儿子”，他们使用的这个词，按犹太教意思来讲，是
指一个被神委派了特殊任务，并与神有着特别的亲密关系的人。24

24

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lfred A. Knopf，2006，382 页，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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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阿姆斯特朗接下来的简要概括同样很有帮助，她指出：
古老的君王神学（royal theology）视以色列的王为雅伟的儿
子和仆人；与耶稣相关联的、第二以赛亚（second Isaiah）中受苦
的仆人，也受到他的同胞的羞辱，然后被神抬高到一个极高的地
位。耶稣没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他深信犹太教。25
我们应该稍微改改最后这句话。耶稣不仅仅是重复了由摩西
传给犹太人的犹太教。作为独一之神即他的父的独一无二的代言
人，他宣称拥有惊人的权柄，同时，在有些地方，他超越了他自
己传统信仰的托拉的字句。 26 但他肯定 没有 做过的事情就是，以
任何方式破坏或改变他和以色列的信仰的中心原则——神，他的
父，是宇宙唯一的神，他从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可 10：
6）。在这个信念上，他和伟大的先知以赛亚非常一致；以赛亚说，
以色列的神独自创造万物，没有谁与他同在（赛 44：24）。27耶
稣一次都没宣称过他是创世记中的创造主。
当一个年轻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时，他立刻对这个问
候表示反对，指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可 10：
17-18）。

25

同上，383 页。
马可福音 7 章 19 节所提供的或许是编者的评论，它关乎耶稣在食物律
法的问题上修改托拉时，耶稣如何被看待（比较罗 14：14，20，在那里保罗
以一个坚信的犹太基督徒讲话）。保罗没有肯定对所有想成为旧约一份子的
人所要求的割礼的律法（参看创 17：10-14；比较林前 7：18，19；加 5：
2）。
27 圣经中至少有 50 节经文声明是神创造了天地，不是耶稣。他独自参与
这个过程（赛 44：24），他的手创造了一切，他（神）在完成创造之工后，
在第七天歇了工（来 4：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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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记载的耶稣的话语中，耶稣从未说过“我是神”。如果
他说过这话，那就等于人们听到他说，“我是父”，因为他一直
都说神是他的父。在他受审时，控告他的人所能说出的关于他的
最坏的罪名是，他自称为“神的儿子”或“弥赛亚，王”（约 19：
7；路 23：2）。当敌对的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自称“和神平等”时，
他立刻驳斥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 5：18-19）。他完全
依靠独一的神，他的父。认为耶稣的意思是，作为神，他依靠神，
或者是，作为神，他一直做神他的父告诉他要做的事，这是很荒
谬的。28 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他是神的 儿子，以此身份，
他次于他的父，就如所有的儿子都应该次于其父一样。任何说不
止一位是神的话，都完全不为主宰我们新约文献的单一神一神论
所容许。

更多来自公认权威著作的证据
公认的圣经词典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耶稣的一神论的最全面的
证据。《黑斯廷斯圣经词典》（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讲到：
在马可福音中，20 处引文中除一处外，其余全部是我们主的
话，在这 20 处引文中，有 16 处要么是直接引自七十士译本［旧
约的希腊文译本］，要么只是做了非常微小的改动……马可福音
12 章 29-30 节（申 6：4-5）是伟大的施玛篇，它在敬拜中被频繁

28

论到约翰福音 8 章 28 节时，C.K.巴雷特写到，“实在让人无法接受的
是，耶稣的话被迫变成这样：‘我是神，是旧约的至高神，作为神，我做我
被告知的事’”，而在约翰福音 13 章 19 节中，“我是神，我到这里来，是
因为某一位差遣了我”〔《约翰福音论文集》（Essays on John），SPCK，
198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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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希腊的犹太人可能知道它的希伯来
形式。29
耶稣完全重复了他的传统信仰的伟大信条声明，并希望将它
传给我们——他的跟从者。
《基督与福音词典》（The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
在其“三位一体”（Trinity）条目中说：
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犹太教一神论的基础上
建立的。神长期的管教已经将犹太人对独一之神的伟大的信仰传
统牢牢地系在他们身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耶和华……”这是以色列的宗教信仰的基石。这些话在
虔诚的犹太人听来或许是所有圣言中最熟悉的。它们不停地被人
背诵。我们的主自己常常将它们记在心上（太 22：37；可 12：29，
30；路 10：27）。他一直将神视为至高的那一位，这一点无可置
疑。30
但是为什么教会在关于神是谁的信条和定义上不跟从他呢？
宣称基督教其实是在犹太教一神论的基础上建立的，这话可能最
终不过是一句空夸而已。
德国圣经教授汉斯·辛里奇·温特31 在《耶稣的教导》中写
道：
耶稣没有教导关于神的新教义……耶稣所讲的神，是以色列
的独一神（可 12：29），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耶稣将

29

詹姆斯·黑斯廷斯编辑，《圣经词典》，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2，4：186。
30 “三位一体”（Trinity），《基督与福音词典》，2：761。
31 先后为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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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建立在关于神的旧约启示和关于神的本性的知识上，而
这种知识，只有来源于这个启示时，他才认为是有效的。关于神
的本性，我们找不到他在哪里讲述或教导过某种不可能以旧约宗
教信仰为基础的信息……当他申明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
的（可 10：18）的时候……他没有设法呈现关于神的新观点；要
是有新观点的话，对于犹太思维方式来说，就需要有特别的解释
和依据。然而他却诉诸于那些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于神的性
情的特征……他用父的名字来指称神。32
指明神是父，并称他为独一无二的神，这当然是在宣告自己
是唯一神论者。我们不可能想象耶稣以任何方式宣传一个陌生的
三位一体神。对耶稣的忠诚似乎要求我们，在神是谁和他是几位
的问题上，和他保持一致。
著名的《皮克圣经注释》（Peake’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告诉我们：“犹太人每天背诵施玛篇。它是他们的一神论的基础
经文。”33那么为什么耶稣需要被超越呢？
最近，世界闻名的神学家 N.T.莱特（N.T. Wright）说：
［关于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的问题］耶稣给出的答案根本不会
引起争议，他引用了最有名的犹太祷告（“以色列啊，你要听，
YHVH 我们神，YHVH 是一”）。以这些字句开头的祷告即施玛
篇，在当时是犹太教的核心，现在同样是，而且，把它和爱邻舍
的命令连在一起，对此，当时的人们也不陌生……那位文士受到
了耶稣的赞扬。34

32

温特，《耶稣的教导》，184 页，185 页。
Thomas Nelson and Sons，1919，695 页。
34 《 耶 稣 与 神 的 得 胜 》 （ 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 ） ， Augsburg
Fortress，1997，305 页。
33

89

圣经事实与历史不支持教义
但是，耶稣会称赞教会背离他的信条的行为吗？为什么耶稣
的信条没有完好无损地保持下来，成为一个永恒的见证，见证宇
宙中最激励人、最团结人的真理呢？
为什么这个大诫命没有被今日跟从耶稣的人以最认真的态度
来对待呢？没有人反对耶稣爱邻舍和爱神的教导。但是，论及我
们要以全心去爱的那位神是谁，基督徒却似乎不愿意接受耶稣的
定义。这令人困惑，同时又前后矛盾。
福音派学术圈的一流著作《真道圣经注释》（Word Biblical
Commentary）：“耶稣申明施玛篇……既没有不寻常的地方， 也
不专属基督教。”这个评论确实发人深省——耶稣的教导不“专
属基督教”。“人们几乎想不到颂扬犹太律法是一名早期基督徒
要做的事……如果［耶稣和这位犹太人之间的］交流，客观地看
完全是犹太教的，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早期教会的独特宣告，那么
为什么这个传统会被保存下来？”35
为什么它被保存下来？！因为耶稣说它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属
灵真理！“那位文士所表示的肯定，是疑虑的消除，也是一种道
歉。”其实，是对耶稣的信条的确认。“文士赞同耶稣的答案，
于是离神的国更近了” 36 ，即是说，离得救更近了。这到底有什
么难的呢？为什么它就不会是真理，不会是对所有真理最重要的
概括？难道马可不是一位传讲真信仰的福音传道人，向我们所有
人讲话，并将他所爱戴的英雄呈现为一个坚定不移地信以色列的
独一之神的人吗？

35

克雷格·A.埃文斯（Craig A. Evans），《真道圣经注释：可 8：27-16：
20》（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Mark 8:27-16:20），Thomas Nelson，2001，
261 页。
36 同上，262 页，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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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是一个未言明的命令，要
我们认出并顺服独一的神。这位独一的神正是雅伟（YHWH）。
紧随其后的那个正式命令以这个身份为前提。约瑟夫的一个评论
反 映 了 相似 的 思想 “ …… 统 领 （所 有 诫命 ） 的第 一 条 ，关 乎
神”……耶稣申明申命记 6 章 4b-5 节，这一举动完全是犹太式的，
而且，如前文所说，没有不同寻常之处……耶稣对律法的两诫命
式概括，将他完全置于犹太信仰的中心位置。37
那么我们凭着什么权力随意地将耶稣从“犹太信仰的中心”
移走呢？基督徒似乎对耶稣的大诫命相当不感兴趣，那么关于基
督徒，这段话说明了什么？既然耶稣的话后来被一个他不知道的
信条所代替，那么耶稣的信条真的“没有不同寻常之处”吗？真
正不同寻常的是，耶稣明摆着是一个非三位一体论信徒。他还是
新创造之元首，而基督徒则声称，作为他的教会的成员，他们属
于这新创造。
“耶稣没给以色列展现某种新的、陌生的教义。”38但教会恰
恰做了这样的事。与耶稣明确的话相反，它声称耶稣准许了一个
陌生的、新的对神的定义，然后它向任何质疑它的耶稣的跟从者
发出它逼迫的狂怒。历史再三证明，“异端分子”是能想象得到
的各种形式的无情手段的主要承受者。然而耶稣谁都没杀，相反，
他让他自己被杀。

原真理的丢失
约 翰 · 劳 森 （ John Lawson ） 在 他 的 《 基 督 教 教 义 导 论 》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中写道：

37
38

同上，263-265 页，强调部分另加。
同上，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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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会来到世界面前，传讲了两个极重要的宗教益处——
从其圣经的犹太背景出发，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从其得救的 体
验出发，基督具有神性。等到教会发挥才干，利用余暇进行智力
上的思索时，它认识到一件事，即：这两个益处之间存在冲突。
如何能将两者都保护住呢？结果教父们不得不建构一个关于神的
教义，既能让他们说，从任何意义来讲，他们的主都是有神性的
救主，同时又能说明白，只有一位神。不可否认，这是一项要求
很高的智力探索，而探索的成果就是三位一体教义。39
这个艰难痛苦的努力的结果是，以“体验”的名义抛弃耶稣
的话。但是，谁授权说“体验”是真理的终极标准呢？它不是。
耶稣的话语和教导才是。既然耶稣和圣经已经提供了一个清晰的
信条，那么谁又授权教父们去“建构一个关于神的教义”呢？可
悲的事实是，全部教导中最重要的一个，即爱希伯来圣经中的独
一之神的教导，被放弃了。为人的弥赛亚被提升了，从神的儿子
升到神。神因而受到袭击，并且圣经从头到尾所倡扬的、基本的
神的一体性遭到破坏。
莫非马利亚和后来去世的“圣徒们”被提升到了耶稣曾被错
误地免除的级别上？在一种近乎是神学的“抢座位游戏”中，耶
稣被挪到了圣经中为独一之神所保留的位子上。然后就需要马利
亚来填补耶稣的“人类的代求者”的角色。
有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拒绝圣经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被
“放任自流”，并承担可怕的后果。而在这件事中，我们拒绝的是
圣经的基本教义；要是依据上述原则的话，那么在犹太人耶稣身
上发生了什么事，是值得细细思考的。从微型事例来看，当撒迦
利亚不相信神通过天使所说的话时，这个原则就体现出来。他成
了哑巴。不信，是有后果的：“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
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39

约翰·劳森，《基督教教义导论》，Francis Asbury，198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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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帖后 2：10-11）。
约翰·劳森承认：“基督教神学以‘他’，而不是‘它’来
讲神。”40但是三位一体的神真的是一位吗？C.S.路易斯说的话相
反：“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基督教神学不相信神是一位 。它所信
的神是，在他里面，三个位格和谐存于神的一体之中。”41当耶
稣说神是一位，是他的父的时候，演变出来的三位一体论却将神
的意思转换成一个实体或本质。
三位一体的缔造者教父该撒利亚的巴西流写道：“我们承认
信独一的神，不是从数字上信，而是从 本质上信。” 42 但耶稣宣
称信的独一之神是从数字上信的，是“一主”（one Lord）。希伯
来单词数字一，echad，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约 970 次，意思是
“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单独的，数字一，单一的”43。
毋庸置疑，耶稣从未想象独一的神是父、子和圣灵。他和他
的犹太同胞共同相信圣经上关于神的教导，而对此教导的这种背
离和扭曲，肯定会让他恼怒。
《基督与福音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在
其词条“一神论”（Monotheism）中讲到，以色列的苦难和众先
知的教导“已经将耶和华是全地独一的神这个信仰牢牢地固定在

40

同上，11 页。
《基督教的反思》，79 页。
42 《书信 8》（Epistle 8），第 2 节。
43 厄 恩 斯 特 · 詹 尼 （ Ernst Jenni ） 与 克 劳 斯 · 韦 斯 特 曼 （ Claus
Westermann ） ， 《 旧 约 神 学 词 典 》 （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 ， Hendrickson ， 1997 ， 1 ： 78-80 。 布 朗 、 德 赖 弗 与 布 里 格 斯
（Brown, Driver and Briggs），《BDB 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典》（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25 页。
科勒-鲍姆加特纳（Koehler-Baumgartner），《旧约希伯来语亚兰语词典》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Brill，2001，echad 词
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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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民族的良心和信念中”。新约讲到：
单单敬拜侍奉独一之神的义务（太 4：10；路 4：8）；着重
申明作所有人的父，作所有人的神（约 20：17；比较 8：41）［但
他指的是子的无所不知］……也有一些经文，其中“一”（one）
或“唯一”（only）的称呼直接用于神性统治者（Divine Ruler），
因而或多或少地强调，他拥有专属于他的统治权，和独享的受尊
崇的权利。“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可 12：29，引自申 6：4，
比较 32 节）。赦罪的神是“一”（eis）［one］（可 2：7），或
“单一”（monos）［alone］（路 5：21）；惟有他是良善的（太
19：17；可 10：18；路 18：19）；唯一的父（太 23：9）；独一的
神（约 5：44）……
此外，有一段经文（约 17：3），我们发现它完全清楚、明确
地声明了一神论教义；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想
充分理解基督关于父的教导的话，其他那些本身没这么明确的表
达或是宽泛的表达，都必须清楚地根据这一点来接受或加以解
释……整个都要通过最高的、最简单的教义声明来解释、阐述，
而不是被弱化成那些更特定的或更模糊的教义。
因此，结论就是，福音书处处都将一神论信仰设定为前提；
它之所以极少被确切地表达出来，是因为它已被人们普遍接受。
基督不需要明确地、反复地教导只有一位天地的主，好像它是一
个新真理似的；因为这个信念是他本人和他的听众所共有的，并
且它是他们宗教信仰坚固的、人人都接受的基础。44
如今，那种单一神一神论被看作异端，因而耶稣也是陌生的，
因为他不承认神是在一体中的三位。

44

“一神论”（Monotheism），《基督与福音词典》，2：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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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圣经中神是谁”这个问题的研究，都应该从神的经
文着手做起，尤其是那些与信条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文。耶稣自己
的信条应该作为唯一合理的起始点。那个信条表明，弥赛亚牢固
地以希伯来圣经和那些经卷中所启示的神为根基。只有当神的定
义来源于这些基本经文时，我们才能将耶稣的位置恰当地放进他
本人提供的单一神一神论框架中。
梅杰（Major）、曼森（Manson）和莱特（Wright）在他们的
《耶稣的使命和讯息》（The Mission and Message of Jesus）中写到
耶稣与那位文士的交谈：“文士深深地钦佩耶稣的教导，而耶稣
热烈地称赞文士的洞见。” 45 耶稣的信仰扎根于以色列的独一之
神。耶稣和那位向他提问的文士一样，是一个单一神一神论者。
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在《耶稣：证据》（Jesus: The
Evidence）中写道：
从我们对耶稣所了解的全部内容来看，有没有可能说，他将
自己看作神？福音书的答案是清楚的。马可福音在表达耶稣的人
性上是最一致的，书中描述到，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以“良善
的夫子”称呼他。耶稣的回应是断然斥责：“你为什么称我是良
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可 10：18）……如果
耶稣真想为他所教导的宗教制定一条规则的话，那么在马可福音
中确实有那么一刻，给了他完美的机会来做这件事。福音记载，
一位文士问他：“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如果耶稣希望我
们相信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与神，即父平起平坐的话，那
么这是个良机，他可以借此传授他独特的新观点中的一个，把崭
新的东西、涉及他的东西带进来。
然而他没这么做，反而，他毫不犹豫地诉诸他的传统犹太教

45

H.D.A.梅杰、T.W.曼森和 C.J.莱特，《耶稣的使命和讯息》，E.P
Dutton and Co.，1953，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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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根。“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
12：29，30）……耶稣以最强烈的方式明确表示，犹太信仰是他
的信念的绝对基础。所引经文不仅仅是来自申命记 6 章 4-5 节的选
段。它更是最重要的 Shema Israel（“听啊，以色列”），是每一
个虔诚的犹太人一生中每日早晚都背诵的信仰声明，是摩西用这
些话设立的声明……因此，要让人相信耶稣有可能意欲教导那些
详尽复杂的、非犹太的“信仰”条例，亦即由尼西亚会议和后来
的会议以他的名所创设的条例，是很困难的；这些条例仍然代表
着当今基督徒应该理解他的方式。
［在著名的犹太学者格扎·维尔梅斯（Geza Vermes）看来］
对于犹太人来说，一个无法逾越的绊脚石是尼西亚的决议。他认
为耶稣肯定从未想象过他是神。对于他那时的一个虔诚的巴勒斯
坦犹太人来说，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纯粹就是亵渎。46
马可福音 12 章的证据让我们明白，自从第 4 和第 5 世纪制定
了信条以来，在定义神是谁上，基督徒已经从根本层面背叛了他
们的夫子和主。他们已经被引诱到宣扬一个三位一体神的外邦信
条中，这位神在圣经中从未以该方式被提过，而且耶稣对他也一
无所知。这一点似乎需要所有爱弥赛亚并希望赢得他的赞许的人
立即进行研究，当然，他们得遵守他所教导的条件，即：通过服
从耶稣的教导，信他神的国的福音（可 1：14，15）以及他的死
亡与复活，从而在领悟的前提下听、行神的旨意。教会违抗了耶
稣关于宇宙的本质，也就是关于真神的本质的声明，以及关于敬
拜那位神的唯一正确基础的声明，它们能承担得起继续这么做的
后果吗？“主我们神，”主耶稣弥赛亚说，“是独一的主。”这

46

伊恩·威尔逊，《耶稣：证据》，Harper & Row，1984，176 页，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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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爱耶稣的人要留心并宣扬的所有教导中最重要的一条。
主教 N.T.莱特在《耶稣的意义》（The Meaning of Jesus）中评
论道：
耶稣生活在一个（我们所说的）神学和政治携手并进的世
界……神学是犹太教一神论……犹太人相信他们的神 YHWH 是唯
一的神，其他所有的都是偶像，无论是人手所造的看得见的东西，
还是人类头脑中抽象的产物。耶稣持同样的信念，相信以色列的
神是唯一的真神。47
是这样的，而且他首先申明了宣告这一事实的以色列信条，
其次他称父为“独一的真神”（约 17：3），通过这两个举动，
他清楚地说明了对以色列的独一之神的那种信仰。紧接着，耶稣
将他自己放在一个与那位独一之神截然不同的位置上，阐明他是
受委派的弥赛亚。莱特后来说：“所以，我对第 1 世纪巴勒斯坦
犹太人耶稣进行历史性素描时，第一笔就是：耶稣是一位第 1 世
纪的犹太先知。”48
莱特还说：“那么传统犹太教一神论相信的是：第一，只有
一位神，他创造了天地，并且他与他的创造物保持着一种亲密的、
动态的关系；第二，这位神称以色列为他的特别的子民。”49
那么莱特是如何将这实实在在的历史证据，与圣经后教会通
过修订耶稣的信条而做的事情一致起来的？他认为是保罗修订了
神的定义：

47

马库斯·博格（Marcus Borg）与 N.T.莱特，《耶稣的意义：两种视角》
（The Meaning of Jesus: Two Visions），HarperCollins，2000，31 页。
48 同上，33 页。
49 同上，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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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林多前书 8 章 6 节，［保罗］在一种特有的犹太式一神
论辩论中，对施玛篇本身做了修改［而耶稣没有！］，将耶稣放
在其中：“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
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50
为什么莱特不简简单单地将保罗与耶稣比较，并且允许保罗
跟从耶稣呢？耶稣讲了神是谁。他背诵了以色列的单一神一神论
信条（可 12：28-34），接下来，他以“主”来讲他自己。但这是
什么意义上的主呢？耶稣引证诗篇 110 篇 1 节来定义他自己的“主
的身份”（可 12：35-37），正如彼得后来在使徒行传 2 章 34-36
节中所做的那样。彼得说，按照由诗篇 110 篇 1 节之圣谕所确定
的意思来讲，耶稣是主。耶稣同样引用同一诗篇来讲他的“主的
身份”。在耶稣的“主的身份”问题上，他们是如此完全地意见
一致，如此奇妙地同心同意！
用保罗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服侍他祖先的传统信仰的神，
“这以色列民的神”（徒 13：17），这位神不是三位一体神。保
罗公开承认，他在“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
上一切所记载的”（徒 24：14）。他也在服侍主弥赛亚，这位弥
赛亚被定义为诗篇 110 篇 1 节的“我主”（my lord）。说保罗可
能将他的祖宗的神描述成三位一体神，或是说这样一位神在律法
中和先知书中是找得到的，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做这种想象，
就背离了任何正确研究历史和圣经事实的方法。再者，第 1 世纪
基 督徒 那远古 的呼求 ， maranatha，“ 我们 的主啊 ，愿 你来”
（our Lord come），明显地是把耶稣定义为“我们的主”，这个称
谓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是用在“Yahweh”一词上的，且耶稣
从不是“我们的 Yahweh”。
为什么保罗就不应该在定义耶稣为主的事情上跟随耶稣和彼

50

同上，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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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呢？他显然是跟随了他们。保罗以纯正的犹太方式（申 6：4；
可 12：28-34），将父定义为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然后，
他继续说，耶稣是独一的主 弥赛亚。这正是耶稣和彼得做过的事。
他们已经使用了诗篇 110 篇 1 节中重要至极的预言性圣谕来阐明
“弥赛亚为主”是什么意思。那是授予耶稣的职位，且他得此职位
并不是因为他是独一的神，而是因为独一的神已经将他升高至他
右手边的职位，担任 adoni，即诗篇 110 篇 1 节的“我主”，主弥
赛亚。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 adoni 是一个称谓，在其 195 次的使用
中，从未指神，而是指一位非神的位分较高的人物。
正是在这一点上，公认著作似乎没有意识到诗篇 110 篇 1 节
中两个主之间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异。《威克里夫圣经注释》
（The Wycliffe Bible Commentary）在评论马可福音 12 章 36 节时与
所有旧约证据相矛盾地猜想，诗篇 110 篇 1 节悄悄插进了三位一
体神的第二位：“［基督］使用大卫的话的目的是，以圣经本身
为依据，着重说明弥赛亚具有神性 这一事实。” 51 但是他没做这
种事。他根据大卫预言性的圣谕来定义他在神的右手边的地位。
他是大卫的 adoni（“我主”），绝对不是 Adonai，主神！
佩廷吉尔（Pettingill）和托里（Torrey）在他们的《圣经 1001
问》（1001 Bible Questions Answered）中，也掉入了同一个陷阱，
认为诗篇 110 篇 1 节讲到两位都是神：“那么关于拿撒勒的耶稣，
一个教师必须承认什么呢？答案是，他必须承认拿撒勒的耶稣是
圣经上的基督。圣经要求并宣告基督本身就是 神 。” 52 在给我们
提供的用以证明耶稣之神性的引用经文中，有诗篇 2 篇 7 节，撒
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及诗篇 110 篇 1 节。但诗篇 110 篇 1 节讲到独
一的神雅伟和作为人的主弥赛亚 adoni，这个 adoni，我们再说一

51

查 尔 斯 · 费 佛 （ Charles Pfeiffer ） 与 埃 弗 里 特 · 哈 里 森 （ Everett
Harrison）编辑，Moody Bible Institute，1990，1015 页。
52 威廉·佩廷吉尔与 R.A.托里，《圣经 1001 问》，Inspirational Press，
1997，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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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在其 195 次的使用中，没有一次指神。
当然，路加已经解释了耶稣身为神的儿子，身为由神迹而被
生育的儿子（路 1：35）是什么意思。路加因而称耶稣为“主弥
赛亚”（2：11），并且路加记载了伊利莎白说耶稣是“我主”
（1：43），这再一次让我们想到重要的诗篇 110 篇 1 节（“我
主”），这一节可谓是对整个新约起中枢作用的经文。诗篇 110
篇 1 节这节来自旧约的经文，在新约中，它被引用的次数比其他
任何经文都多。
当像《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这样著名
的权威著作大胆地错解诗篇 110 篇 1 节中第二个“主”的希伯来
单词时，大量混乱就已经出现了：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雅伟对 Adonai（我主）说：你坐在
我的右边”。这段经文被基督引用，以证明他是坐在雅伟右边的
Adonai（太 22：44）。但是 Adonai，我主，作为一个专有名词，
是专门用于神的，或是单独使用，或是在 Yahweh Adonai 这样的
短语中使用；虔诚的犹太人不读 Yahweh 这个不可直呼的圣名，而
是读作 Adonai。因此，很清楚，在这首诗中，雅伟称基督为神体
（Godhead）中不同（different）但又同一（identical）的一位。53
令人惊讶的是，整个论证都是有问题的，原因是没能读对希
伯来经文。这篇至关重要的诗篇中的希伯来单词根本不是 Adonai。
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是神在对神讲话。那个词是 adoni，不是
Adonai。在 195 次的使用中，adoni 没有一次指神。它是 adon
（lord）（主）54 这个词的一种词形，刻意标明被如此称呼的对象

53

《大美百科全书》，1949，6：624。
adon（主）这个词既用于神，也用于人。adoni，“我主”，是给这个
词添加了后缀，而这个形式从来没有用于神。它告诉我们，被如此称呼的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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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神！
著名福音主义作家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博士强调
说，诗篇 110 篇 1 节是所有旧约经文中“最受偏爱的”，然后他
解释到，“主”这个给耶稣的称谓“将我们带回诗篇 110 篇 1 节”。
他宣称“那位被钉十字架的乡下人有权获得 Adonai，即主之名”，
以此立论：耶稣是神。 55 然而，作为新约信徒的“主”，复活的
耶稣所得的称谓不是神的称谓 Adonai，而是非神的称谓，adoni
（诗 110：1）。主神和主弥赛亚已经在福音主义信徒的头脑中被
混淆了，而这个问题的表现症状便是，频频讲错诗篇 110 篇 1 节
中的希伯来语单词。

信条之简单性的丢失
圣经简单的单一神一神论和弥赛亚信念被后来的神学搅得混
乱不堪，那神学尽其精力，以完全与圣经相悖的术语来争辩对神
的定义和对耶稣的定义。最终，他们将一种观点强加于信徒身上，
以此结束这场可悲的努力。这种观点就是，独一的神是一个“本
质”，同时又神秘地是三个永恒的位格。圣经中单一的一位神被
从他独有的位置上拉下来（至少在神学家们的头脑中如此）。由
耶稣本人给出的对神的宝贵定义，不得不给另一位不同的神让路，
这位神神秘地是在三个“位格”中的一个抽象的“本质”。教会
成员稀里糊涂，不知道如何清楚地说明那三个位格（subsistencies
or hypostases）是什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说法：三位
一体神的每个成员都完全是神，但这仍然是一位神。在我们语言
的正常用法中，没有可与之做类比的。“这是一本书，这是一本

象是人（偶尔是天使），不是神；称呼神的形式是 Adonai，“主”，共 449
次。这一重要差异在第 7 章有更详细的解释。
55 《 福 音 传 道 — — 此 时 与 彼 时 》 （ Evangelism Now and Then ） ，
Intervarsity Press，1979，65 页，75 页，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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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这还是一本书。合起来是一本书！”这都是无稽之谈。这个
问题类似于把三个台球放在同一置球点上。这是不可能的事。
早期教父就信条所做的整个争战，导致了 325 年、381 年及
451 年的教会公会议，但这争战在语言上，在腔调上，与圣经所提
供的、关于神和耶稣的、极其清晰明了的定义，相去十万八千里。
主教 N.T.莱特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8 章 6 节“对施玛篇本
身做了修改，将耶稣放在其中”。56 如若这样，那他就改变了施
玛篇的意思，这会让犹太人惊恐万状，我们希望基督徒也会有此
反应。但保罗根本没做这种事。他完全是一个犹太教一神论者。
“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正
是那位犹太文士回应耶稣的话，表示在以色列的一神信条上，他
同意耶稣的说法。保罗重复了相同的对神的观点，认为神是单一
的一位：“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
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
“神却是一位”（加 3：20）。在希腊语中，神是 eis，一（one），
阳性，即：一个人，正如耶稣是一个子孙，身为那一个子孙的一
（eis）个人（加 3：16），是忠信之人的那一（eis）位夫子（太 23：
8）。
为了给后来背离耶稣的信条的行为辩护，现今流行的说法是，
保罗将耶稣描述为“一位主”（one Lord）。因此，我们被要求相
信，保罗现在已经传播了一个把一位“主我们神”划分为父是神，
耶稣是主的信条。然后，论证就变成这样：如果“除了父以外，
再没有神”将耶稣从神体（Godhead）中排除的话，那么耶稣身为
“一位主”不就把父从主的身份中排除了吗？
此处的推理谬误显而易见。它假定神和耶稣是 同一意义上的
主。这很有问题。保罗谨慎地说，只有“一位主耶稣 基督”。首

56

“耶稣的神性”（The Divinity of Jesus），马库斯·博格与 N.T.莱特，
《耶稣的意义：两种视角》，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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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一位神，他是父，是施玛篇的主神。然后，有一位主基督，
他是耶稣，现在被升高至独一之神的右边。共有两位主，但是只
有一位神。第二位主不可能也是神。他是主 弥赛亚，而且在他出
生之时，天使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路 2：11）——不是主神。那位“主基督”进一
步被描述为“主所立的基督”（路 2：26）。主基督属于独一的
主神。耶稣是主弥赛亚，或是主所膏立的。
要是讲论弥赛亚的著名的诗篇 110 篇 1 节，连同整个旧约单
一神一神论传统信仰被铭记于心的话，这一点根本不成问题。耶
稣明确说出以色列的施玛篇，把它定为所有真正敬拜的基础（可
12：28-34）之后，立即就讨论了诗篇 110 篇 1 节，这节经文讲了
两位截然不同的主。第一位是雅伟，以色列的神。第二位是“我
主”，adoni，拉比们和耶稣都同意他是弥赛亚。弥赛亚不是三位
一体神的第二位“神”成员，而是为王的、为人的“我主”，被
升高到神的旁边，在宇宙中的最高职位上。在那个职位上，他接
受雅伟自己的权柄，当然，不是真的变成那位独一之神。
如果保罗扩展了以色列的信条，并允许另外一位进入它的话，
那么他就推举了两个永恒的存在，而那根本就不是一神论。保罗
没有违背施玛篇，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扩展它。这么做的话，就
是在改动耶稣的教导，即关于神所启示的、厘定了神是谁的教导。
保罗和耶稣都不敢将圣经的一位神变成一个含两位，或含三位，
却是一个本质的神，那可是全然不同的一个概念。对这种发展，
今日的犹太人完全有理由惊骇不已，而且我们应该记得，耶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他没有忘记或
废除他对以色列所说的、关于神是谁的经典宣告，这宣告被记载
在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以及大量记载于其他地方的他的教导
中——甚至通篇新约中，包括约翰福音。
理查德·鲍克汉姆教授（Richard Bauckham）不得不说保罗
没有把耶稣“加”到施玛篇上，而是把他“包括”进来，这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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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来，似乎是一种遁辞。 57 不管是“加”还是“包括”，保罗
若做了，他就是在胡乱玩弄他的犹太传统信仰的信条。把耶稣包
括进来作独一的神，实际上就是给神体加上了一位，这种思想是
不可思议的。以色列的神的位置，绝不会因为他选择将他自己无
罪的、为人的儿子抬高到他的宝座旁边，到有权柄的位子上而被
放弃。关于这种关系模式，诗篇 110 篇 1 节提供了神所启示的圣
谕。
剑桥新约学者 J.A.T.罗宾森（J.A.T. Robinson）在他的《另外
十二个新约研究》（Twelve More New Testament Studies）中正确地
评论道：
约翰和新约中的任何一位见证人一样，坚定不移地见证犹太
教的基本原则，见证单一神一神论的基本原则（比较罗 3：30；
雅 2：19）。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约 5：44；17：3）：其
他的都是偶像（约一 5：21）。约翰的犹太人特征在所有近期研
究中已经浮现出来；事实上，这种特征，没有哪一处表现得更加
清楚。58
如 A.J.麦克莱恩（A.J. Maclean）观察到的，就连古代文献都
记得耶稣和使徒们在神与他为人的儿子之间所做的清楚区别——
这一点亚流也提出了——神的儿子不可能是最高意义上的“神”：
《托革利免名讲道集》（ Clementine Homilies ）（以前被认为
是第 2 世纪或第 3 世纪的作品，但以其现存的形式来看，现在通
常被认为成书于第 4 世纪）59［在神与神的儿子之间］做了同样的
区分。书中讲，圣徒彼得说：“我们的主……没有宣称自己是神，

57

《 被 钉 十 字 架 的 神 ： 新 约 的 一 神 论 与 基 督 论 》 （ God Crucified:
Monotheism and Christology in the New Testament），Eerdmans，1999，40 页。
58 SCM Press，1984，175 页。
59 《神学研究期刊》（JTS）10，1908-09，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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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有理由宣告，那些称他为那位设摆宇宙的神的儿子的人，
有福了。”（行邪术的）西门回答说，出自神的是神；但圣徒彼
得说，这不可能；他们没有听到他［耶稣］说这话。“受生的
（begotten）不可能与那非受生的（unbegotten）或自生的（selfbegotten）相比。”桑戴（Sanday）以孤立的事件来看这段经文；
但是，既然这卷书很可能被确定写于更晚时期，那么我们或许可
以说，就证据来看，刚刚引用的教导是直到第 4 世纪时才有人
听到的。60
那么一位神是如何变成有三个位格的神的呢？神学家们承认，
教会将神“重塑”为三个位格的举动，导致了无休无止的讨论，
也就是关于神体中的三个成员如何在永恒中互相交谈的讨论。这
运用的是不以圣经为基础的“虔诚”的想象力。“讲到神体内部
永恒的关系时，我们再一次进入那个无法测度的领域，在这领域
中，给我们的唯一的真理，是以类比或神话的形式表达的，”
1938 年牛津钦定讲座教授奥利弗·奎克（Oliver Quick）这样写道。
他以这句惊人之语结束他关于神和基督的讨论：“宣告神是单一
的一位，不可能是对神的合一体的最好表达。”61 他从约翰福音
中寻求支持，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与耶稣和约翰是直接对立
的。他已经丢弃了以色列和耶稣的信条。当约翰讲到子在父的怀
里（约 1：18）时，教授直接将先存的子读进经文中，而没去想
历史的耶稣与独一的神是息息相通的。
如果教授所说是正确的，那么耶稣无疑就错得很严重。但是

60

《使徒教会词典》，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6，1：462。
《信经的教义》（Doctrines of the Creed），Nisbet，1938，139 页。这
种“正统”观点与 L.L.佩因的简明解释之间的矛盾真是太显著了！L.L.佩因
是教会历史教授，他评论到，在旧约中，“神是单一的一个个体存在”，耶
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将申命记 6 章 4 节中“犹太教一神论的重
要经文接受为他自己的信仰”（《三位一体论演化批判史》，4 页）。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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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徒来说，耶稣申明了对神的最佳理解，因为他宣告“主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而且在约翰的记录中，父是“独一的真神”，
与他所委派的弥赛亚迥然不同（约 17：3）。对于耶稣和整个圣
经来说，神是单一的一位神。如果我们宣称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
基础的话，那么基督教就需要重新建立在它原本的严格一神论基
础上。它应该依靠在以耶稣本人信条性话语为基础的一神论上。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绝不是难理解的说法。没有暗示说单词
“一”的意思含有奥秘。希腊语中，eis（就像希伯来语中的 echad）
的意思是“一，一（个），单一的，唯一的”。有谁在理解“神
是单一的（single）主”的时候会有一丁点儿的困难吗？
一旦单一的主神被接受为圣经的神以及耶稣本人的神，那就
不需要对圣经统一的一神论真理进行“扩展”或“修改”。成千
上万的基督论著作反反复复地讲，新约描述耶稣的典型手法是将
他称为“主”。但这并没有将他变成神！“主”这个称谓可回溯
至 最 早 的犹 太 式基 督 论， 正 如 向耶 稣 发出 的 祈求 所 展 示的 ：
“Maranatha！我们的主啊，愿你来。”耶稣是主 弥赛亚，肯定不
是主神。
作为“我们的主”，耶稣被授予王的头衔，此头衔是为神的
副摄政王和完美的代理人而设的。希伯来圣经从未以“我们的雅
伟”来谈雅伟。这是不可能的。然而王和其他位分较高的人类被
称作“我主”和“我们的主”。这是将“主”的称谓用于耶稣的
固定不变的基础和根源。他是我们的主君王，我们的主弥赛亚。
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伊利莎白的“我主”（路 1：43），以“主
弥赛亚”（路 2：11）介绍给我们的。耶稣获得父的右边的至高
之位，他的身份正是诗篇 110 篇 1 节的“我主”。彼得在他关于
耶稣被升高的明确陈述中，将这一点讲得再清楚不过。“神已经
立他［耶稣］为主、为弥赛亚了”——作为证据，在前一句话中，
他刚刚引用诗篇 110 篇 1 节来支持他的说法（徒 2：34-36）。正
是从那句关键的引证经文所提供的意义来讲，耶稣是“主”，且
因此是“主耶稣基督”。但那里的含义不是“主雅伟”，而是身
为弥赛亚的、为人的主弥赛亚。当这个基本事实被恢复时，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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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就会重获其应有的意义，而耶稣就会被称为独一无二的、为人
的弥赛亚，当然不是神自身，那将变成两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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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者们为从圣经中寻找三位一体神
所做的奋力挣扎
“神的儿子这个短语表明了耶稣的重要性，但是是通过将他描
绘成一个真正顺服的以色列人，而不是将他描绘成三位一体神的
第二位格。”1
“表达儿子身份的圣经语言被系统性地误解，而在这种误解的
基础上，一个复杂的结构已经建立起来……事实上，一个人要成
为‘神的儿子’，他就必须不是神。”2
“第 3 世纪后，任何在当时仍然持守［‘独生子’（onlybegotten Son）］之原义，并拒绝承认新解释的人，都被烙上了
异端的标记。”3

1

E.P.桑德斯（E.P. Sanders）与玛格丽特·戴维斯（Margaret Davies），
《研读对观福音》（Studying the Synoptic Gospels），SCM Press，1991，272
页。
2 科林·布朗，“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听道》7，1991，92 页，88
页。
3 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转引自卡尔-约瑟夫·卡
舍尔（Karl-Josef Kuschel），《生于万有以先？关于基督之起源的争论》
（Born Before All Time? The Dispute over Christ’s Origin），Crossroad，1992，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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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文献，尤其是支持三位一体的福音派辩护作品，提出它
的论据，以反驳从确实可靠的解经和词汇学事实，以及对圣经的
历史性研究而得出的、日益增多的反对之声。这种辩护所能做的，
顶多是搜集几节孤立的经文，且大部分来自约翰福音，少量来自
保罗著作。在圣经含有单词“神”的经文中，它找不到一个“神”
表示的是三位一体神。而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简单直白的唯一
神论宣言却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保罗始终如一地申明他的以色列
传统信仰的神，这同样挡不住心坚意决的三位一体论者。旧约所
展示的、关于神的、明显的唯一神论概念被弃之不顾。为了让希
伯来圣经变成一部讲论三位一体的书，有些人就采用新奇的手法，
包括给简单的词语重新下定义。语言因而受到亵渎，那些支持旧
约圣经之犹太守护人，以及犹太教一神论传统信仰的人，既震惊
万分，又忿忿不已。4
大量关于神是耶稣的父的单一神一神论声明极少受到关注，
而几节模棱两可的经文却被推出以支持耶稣是“神”。然而，纵
观圣经，神明显地被描述为单一的一位神，与此描述相比之下，
那几节经文的分量是很轻的。“神”这个词偶尔用在耶稣身上，
就类似于将这个词偶尔用在像摩西这样重要的人类代理人身上。
（可以确定）有两处经文提到耶稣是“神”，但是以此为依据，改
变希伯来圣经的单一神一神论信条，这是在不公正地处理圣经资
料。
如果教会想认真地以耶稣为根本，那么信徒回到耶稣的信条

4

Elohim 中的复数词尾提供不了任何证据，以支持神不止一位的概念。
弥赛亚不是复数的，但他被称为 Elohim。摩西在法老面前是 Elohim（出 4：
16；7：1），但摩西不是复数的。带有“我们”的 4 处经文，说的根本不是
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体，但它们却被提出来以对抗 20 000 个单数动词和单数人
称代词的证据，这些词都把独一之神称为单一的一位，而不是三位一体。没
有经文暗示神是“一个实体”或“一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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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耶稣的神学，就是明智的做法。做不到通过信耶稣和他的教导
而将我们自身与耶稣相连，似乎会打开广泛受骗之门。或许正是
因为如此，耶稣才警告说，有一天，大部分“基督徒”会失望地
发现，他们在挂着伪旗航行（太 7：22-23）。
真正的耶稣是一个虔诚的敬拜以色列独一之神的人，关于他
的这幅清晰的图画，现在正从各种各样的领域进入公众的关注范
围。一位杰出的德国天主教系统神学家支持我们的论题：
没有迹象表明耶稣所理解的“父”……不同于犹太教一神论
的神……耶稣本人伫立在犹太教一神论的传统中……他的思想和
行动都配合着这位独一的神，他感到他自己是被这位神所差遣的，
而且对于这位神，他感到亲近，所以——再次遵从早期犹太教惯
例地——他称他为父……如果说，无疑地——似乎无法规避这种
假设——耶稣本人只知道以色列的神，亦即他所称为父的神……
那么三位一体教义凭什么权利是标准教义呢？5
这个问题再尖锐不过了。
奥利格（Ohlig）教授的坦率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历史学
家，他懂得，三位一体并非在新约时代“从天而降”。那是一个
痛苦、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它留给教会的遗产将教会与它的犹
太创始人隔开。对于教会因为宣扬一种关于神和子的无新约根基
的观点而面临的问题，奥利格做了精湛的描写，结束时他总结道：
所以，三位一体教义似乎是在 试图将一神论，一元论和多神

论结合起来，因而就是将世界性宗教和高级文化关于神的所有重

5

卡尔-海因茨·奥利格，《一位还是三位？从耶稣的父到三一神》
（One or Three? From the Father of Jesus to the Trinity），Peter Lang，2003，31
页，121 页，129 页，强调部分属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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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概念都结合起来 ……或许三位一体教义的魅力可以解释成，它
寻求将所有已被提及的关于神的概念的可取之处——以一种悬疑
的手法——结合起来：一神论所唤起的热心和潜在盼望；终极内
在原则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多神论在交流上、社会上的活力……
“两种观点的折中”［女撒的贵格利］，多神论和犹太教一神论的
折中6……然而，宗教学者所能直接说出的，同时也表明了一个神
学问题，即：这样一种创建是正当合理的吗？如果说，无疑——
似乎无法规避这种假设——耶稣本人只知道以色列的神，亦即他
所称为父的神，而不是他自己后来的“被神化”，那么三位一体
教义凭什么权利是 标准教义呢？……如何……能证明实际上起始
于第 2 世纪的教义的发展是正当合理的呢？……无论一个人如何
解释个人的步骤，确定的是，三位一体教义，也就是最终不但在
东方，而且——更甚者——在西方成为“教条”的三位一体教义，
根本没有圣经基础，也没有“不间断的连续性”。7
奥利格之前，其他教义史学家提请我们注意，要为第 2 世纪
以来教会相当明显的异教趋势辩护，是非常困难的：
第 2 世纪的世界，在其哲学和宗教上，带着一种强烈的融合
［相异的思想体系混合在一起］标记。当然，这种趋势的最高表达
就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在其灵与物质，以及宇宙论思辨

6

所以哈纳克也观察到，教父们所发展出来的对神的基督教概念，是
“异教徒的多神主义和犹太人的一神论之间的中间点”〔《教义史》
（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83，
1：702〕。但是，这是耶稣的一神论，还是相当明显的对异教主义的妥协呢？
7 奥利格，《一位还是三位？》，129-130 页，强调部分属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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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源自至高神的不断的发散物〔伊涌（Aions）8 〕——神通过这
些伊涌连接到物质——的二元论中，通过基督得救的修改版福音
也找到了一席之地……
教会仍然存有这种希腊化现象，而且它首先见于第 2 世纪的
护教士中……教会的一神论总是保持着几分异教的、哲学的多元
论色彩。神的教义的这种奇异色彩，始于 Logos 这个异教-哲学概
念被采用的时候，但是，在异教背景中，Logos 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约翰福音中，Logos 是与“教师”和“教导”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的。相反，在那时的哲学中，它只是至高神的一个伊涌。护教士
［殉道者游斯丁和其他人］正是按最后这个意思，将斐罗的 Logos
教义读进圣经中的。9
但是耶稣与那些后来的发展及向异教所做出的妥协毫不相干。
威廉·巴克利（William Barclay），以冷静沉稳的学术和对圣经文
本一丝不苟的分析而著称，他评论了耶稣和那位犹太文士之间的
对话：
那位文士带着一个问题来到耶稣面前，这个问题在拉比学校
中常常是辩论的主题。在犹太教中，存在着一种双重倾向。一方
面倾向于将律法无限地扩展成上百上千条规则条例。但是另一方
面也倾向于努力将律法归结为一个句子，一个能概要地讲述整个

8

译者注：aion，也拼作 aeon，译作“伊涌”或“爱安”，源自希腊语
αἰών。诺斯底主义思想中，它被认为是神所发散出的物质。它是诺斯底二元
论思想中的宇宙论的重要概念。
9 保罗·施罗特，《近期神学中教义开端的问题》，64 页。施罗特在讨
论弗里德里希·卢夫斯（Friedrich Loofs）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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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信息的总括语。10有一次，一个归信者要希勒尔（Hillel）单
脚站立着教导他整个律法。希勒尔的答案是：“你所恨恶的，不
要行在你的邻舍身上。这就是整个律法，其余的是解释。去学习
吧。”……
耶稣选择了两大诫命并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回答。（1）“以
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一句是犹太教真
正的信条……会堂的敬拜总是以此句开始，而且仍然如此……（2）
“要爱人如己”……耶稣做的新事情是，将这两个诫命放在一起。11
巴克利提醒我们，施玛篇“宣告了神是独一的神，它是犹太
教一神论的基础”。然后他评论道：“当耶稣引用这一句作为第
一条诫命时，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都会同意的。”12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让教会所发出的“神是三位格存在于一
体的神”的声明，成了每一个虔诚犹太人的障碍和对他们的冒犯
呢？耶稣对神的描述已经被丢弃，被一个“改进了的”信条所代
替，这个信条当然冒犯了犹太人，并且应该引起那些宣称挚爱耶
稣的基督徒的警惕。
从这个证据浮现出惊人的事实：耶稣的信条与被他现代的门
徒们所钟爱的三位一体论信条不符，过去不符， 现在也不符，因
为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这一点，
所有宗派的教会都需要小心谨慎地查究。将神看作三位一体神的
传统基督教教义，有可能系统性地出了问题。

10

比较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15 节，它们是基督教信仰整个要旨的概括：
为了神的福音，即关于即将到来的神的国的福音而悔改（另请参看路 4：
43）。
11 《马可福音》（The Gospel of Mark），Westminster John Knox，1975，
293-295 页。
12 同上，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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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拉斯（McGrath）博士
试图从圣经来支持对神的三位一体观点的各种做法，不但不
能令人信服，而且常常让人困惑不已。一位著名的现代三位一体
论倡导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正确地告诉
我们，耶稣基督揭示了神。但他没提耶稣明确地将神揭示为以色
列的独一之神。他注意到，人们在整个新约中能找到三个例证，
将“神”这个词用在耶稣身上。麦格拉斯认为，之所以有极少的
经文提到耶稣是“神”，是因为大部分作者都是犹太人。但是，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他们不也是正宗的基督徒，不知道要敬拜哪
位神吗？他们不是身为使徒的基督教信仰阐释者吗？麦格拉斯说：
新约是在以色列严格一神论的背景下写成的……由于以色列
严格一神论的背景，新约作者强烈地不愿意以“神”来讲耶稣，
因而这三处肯定就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约 1：1；20：28；来 1：
8］。13
麦格拉斯（McGrath）博士的话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
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们没有改变犹太教信条。如果他们强烈地不愿
意以神来讲耶稣，那这会不会只是因为他们的信条，耶稣确认的
信条，禁止他们称除父以外的任何对象为至高神呢？他们没有显
示出三位一体论者的迹象。当然，耶稣也没有。
三个将“神”这个词用于耶稣的例证，与新约中 1300 多处指
父为“神”的用法相比，很容易解释。 14 它们根本提供不了背离

13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Blackwell，2006，280 页，281 页。
14 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的上下文是，耶稣说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神，也
是你们的神”（17 节）。多马没有认识到，一个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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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信条的正当理由；耶稣相信，“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可 12：29）。
论到三位一体本身时，麦格拉斯说：
不经心的圣经读者会看出整个圣经中只有两节经文，乍一看，
能够成为三位一体论的解释：马太福音 28 章 19 节，和哥林多后
书 13 章 14 节。这两节经文都已深深植根于基督徒的意识之中……
然而，这两节经文，不管是放在一起看，还是单独看，几乎都不
能被认为构成了三位一体教义。15
这份坦白意义不小。麦格拉斯接下来给了我们 20 页来讲圣经
后三位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他只有一页半的内容向我们提供
三位一体的圣经基础。然后他就得出下面这个令人惊奇的说法。
他对在新约中找到三位一体到底有多大把握呢？
三位一体教义可以看作是长期的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即对圣
经中所启示的，并一直在基督徒体验中延续的神的活动模式所进
行的反思。这并不是说圣经含有三位一体教义； 而是说，圣经证
明了一位要求按照三位一体方式被理解的神。我们会在下文仔细
研究这个教义的演变过程以及它独特的词汇。16
我看麦格拉斯博士的信仰牢牢地扎根在圣经后的传统中，与
他自己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新教原则是相悖的。他看来是
自相矛盾的。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教义——他承认——然而在字

作工（14：7，9）。多马的惊叹语“我的主，我的神！”是个美妙的总结，
总结出他认识到了见到他的主耶稣，他也就见到了在他里面作工的独一之神。
这句话既是对“我的主”（弥赛亚）说的，也是对“我的神”，即耶稣和多
马的神说的。详情请参阅附录一。
15 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248 页。
16 同上，249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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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行间，神要求信三位一体。
我请大家多花点时间深思一下上文的斜体部分：“这并不是
说圣经含有三位一体教义。”然而神“要求按照三位一体方式被
理解”。这里存在不寻常的不合逻辑和不合道理之处。有没有人
能解释一下，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教义，这如何是个很好的、证
明神要求被以三位一体神来敬拜的证据？如果按照新教徒所宣称
的，圣经被看作信仰的基础的话，那么它的文本是得不出“在三
个位格中的神”的信息的。耶稣的神，新约的神，是单一的一位
神，是耶稣的父和基督徒的父。
从关于新约的权威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坦白承认最早
基督徒的信条的话语：“最初的基督徒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从
小就接受相信神是一位的教育。他们从未抛弃他们相信神是一位
的信念，但是他们逐渐地以新的方式去理解神的‘独一性’。”17
但是那种新颖方式被证明是正当的吗？后来的耶稣的门徒被授权
抛弃他的唯一神论信条了吗？
犹太资料对于耶稣明确表示的一神论的根源没有任何疑问。
《犹太知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Jewish Knowledge）在
其“一神论”（Monotheism）条目中说：
对独一之神的信仰……亚伯拉罕是它的发现者。摩西在施玛
篇中宣告了它，经历世世代代之后，在犹太教中，它所具有的神
圣性没有其他任何事物与之相等……一神论思想被阿摩司和以赛
亚阐明……犹太人……成了“全能者的侍卫队”……什么都没留
下，只留下一个崇高的信仰：信不可分割、无处不在、无始无终
的创造主，直到犹太人成为“陶醉于神的子民”……“我是自有

17

科林·查普曼（Colin Chapman），《基督教的论据》（The Case for
Christianity），Eerdman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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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有的”［o ohn，出 3：14，LXX（七十士译本）］……它没有
被……哲学的或神学的思辨所改进。承认神的独一性，是信仰的
最高行动。它是赎罪祭仪式的高潮，是神志清醒的临终犹太人的
最后一句话。它是生命攸关时的声明，是犹太教对人类属灵成长
的最大贡献。18
讲到犹太教信条，这个资料强调说，信独一的神，是犹太人
最为重要的信条。“拒绝敬拜偶像”是犹太教唯一真正的信条。19
迈蒙尼德（Maimonides）声明：“惟有他是我们的神，以前是，
现在是，将来还是。”20
耶稣精通律法和先知书，而且他从未背离他犹太教传统信仰
的核心信念。H.H.罗利（H.H. Rowley）写道：
当我们在新约中发现旧约律法的精髓被总结成两条时，很清
楚，它们带着律法效力被摆在基督的跟从者面前，而且对他们的
效力，并不比对旧约儿女的效力有所降低。这两条律法是，“你
要爱主你的神”和“你要爱人如己”。对神的爱——如果它是对
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爱的话——必然带来对人的爱。此约的订立
被记载在律法中，它首先要求顺服。众先知眼中极为宝贵的人道
主义原则，在申命记中带着权能被表达出来，而就在那卷书中，
我们读到为犹太人世世代代所珍爱的伟大话语， 而且我们的主宣
告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那话语都是生命的第一大律法 。“你要

18

雅各·德·哈斯（Jacob de Haas）编辑，《犹太知识百科全书》，
Behrman’s Jewish Book House，1938，364 页。
19 同上，111 页。
20 选自他在 12 世纪的信仰声明。比较启示录 1 章 8 节中约翰和耶稣所说
的相同的信条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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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主你的神。”21
这话说得很精彩。但是，是不是应该加上，对这两条律法的
顺服，包括了“仔细地听所要爱的那位神是谁”这个命令，或者
更确切些，“仔细地听所要爱的那位神是谁”这个命令，要求了
对这两条律法的顺服？无论是耶稣还是耶稣所引用的律法，都不
允许将神定义为“父、子和圣灵”。经文没有说“主你的神是在
一体中的三位主”。当我们描述神的传统用语不再是耶稣本人的
话语时，圣经的话无疑已经遭到侵袭。而且，如罗利所说，律法
的这些话放在新约读者面前，“对他们是有效力的”。事实上，
耶稣坚持认为严格一神论是真基督教信仰不变的基础。
今日基督教的中心教义在圣经中是找不到的，对于这一点，
汤姆·哈珀（Tom Harpur）表达了他的不安：
最令教会窘迫的是，很难从新约文献来证明这些教义声明中
的任何一个。在圣经中，你根本找不到哪一处明确陈述了三位一
体教义。耶稣的角色和他这个人在圣徒保罗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但是保罗没在任何地方称他为神。耶稣本人也没在任何地方明确
宣称，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格，与他的天父完全平等。作
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这种思想会让他震惊，让他恼怒……
这个研究最终让我相信，绝大多数定期去教堂的人，从实际
看来，都是三神论者。就是说，虽然他们口称信一位神，但其实
他们敬拜三位。难怪基督教总是难以让犹太人和穆斯林改信。这
两个信仰的成员憎恶任何与他们的一神论，或与他们信神是一位
的信仰相悖的事物，因此，一个貌似多神主义的福音对他们来说

21

《圣经的一体性》（The Unity of the Bible），Living Age，1957，81 页，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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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吸引力。22
公认的权威著作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早期基督教自觉地
从犹太教（申 6：4）承袭了一神论准则，‘神是一位’……根据
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32 节记载，耶稣明确支持犹太教一神论准
则。”23
犹太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第 1 世纪犹太人所信的关于神的
内容没有任何疑问。奥托·柯恩（Otto Kirn），哲学博士，神学
博士，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教义学教授，他评论说：
早期教义学家认为，像三位一体这么基本的教义，旧约的人
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然而，没有哪位能清楚辨识旧约与新约中的
启示差异的现代神学家，能够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只有不准确的、
忽视了更直接的解释理由的解经，才会看出神的名字 Elohim 的复
数形式，即创世记 1 章 26 节的复数用法指的是三位一体神，或是
看出民数记 6 章 24-26 节亚伦的祝福，以及以赛亚书 6 章 3 节三圣
哉之类的经文，是对三个位格的礼拜用语。24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博士警告说，要提防运用想
象力去从希伯来圣经中找到三位一体：“Elohim 的复数形式已经
引发了很多讨论。认为它指的是空想出来的、神体中 三位格之三
位一体的观念，现在在学者当中很难找到支持它的人了。”25
神学博士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说：

22

汤姆·哈珀，《为了基督》（For Christ’s Sake），Beacon Press，1987，
11 页。
23 “Eis”（“一”），《新约释经词典》，Eerdmans，1990，399 页。
24 《新沙夫-赫尔佐格宗教知识百科全书》，Baker，1960，12：18。
25 《圣经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Thomas Nelson，再版，
1986，220 页。

119

学者们为从圣经中寻找三位一体神所做的奋力挣扎
只有从以色列之盼望的来龙去脉去看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他。
若缺少了此传统的背景情况，耶稣就不可能成为基督论的对象。
当然，这种关联在其他的头衔中，以及在整个新约中，尤其是耶
稣自己的信息中，也是很清楚的。他的信息，只有在末世盼望这
个范围中去看，才能被理解，而且耶稣所称为“父”的神，不是
别的，正是旧约的神。这段上下文以最独特的方式聚焦于 基督这
个头衔……这证明耶稣所承认内容的陈述是正确的……他是神的
基督。26
那么说他就是神，真是太令人困惑了。
对于新约的人来说，神就是旧约的神，是永活的神，是一位，
是慈爱的、赐力量的神，力求成就他永恒的、怜悯的计划，彰显
他自己施慈爱的本性……说旧约的一神论根本不抽象，这或许更
正确，因为旧约的神从来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本体［本
质］，他一直都是一位。事实上，位（Personality），从来没有单
一体合成合一体的意思。27
默里·哈里斯（Murray Harris）在《作为神的耶稣》（Jesus
as God）中试图证明耶稣是完全的神的传统观点是正确的。然而
他的研究结果却让他承认，要查出三位一体神是不容易的！哈里
斯在圣经的书页中没发现三位一体神的实例。
通过众先知向列祖说话的，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

26

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耶稣——神与人》（Jesus - God and Man），
Westminster Press，1968，32 页。
27 托 马 斯 · B. 基 尔 帕 特 里 克 ， 系 统 神 学 教 授 ， 诺 克 斯 学 院 （ Knox
College），多伦多（Toronto），“道成肉身”（Incarnation），《基督与福
音词典》，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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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 Elohim［神，2570 次］或 Yahweh［6800 次］在旧约指
的是三位一体神，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新约，theos（神）一贯都
惟独指父，明显地从未指三位一体神。28
哈里斯得出结论说：
在前面的总结中，我没想做得详尽无遗。但是我们已经看出，
在整个新约中，（o）theos［神］总是与［主耶稣基督］关联在一
起，但又有所不同，以致于读者不得不认为，两者之间必定既有
一种本质的区别，同时又有彼此的关系。新约作者既说了 o theos
和 Yesous，也说了父和子，还说了神的儿子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父神，他们自身这么说的时候，就提供了答案。神是父（从三位
一体的角度上讲），耶稣是主（林前 8：6）。当 o theos 被使用时，
我们会认为新约作者头脑中想的是父，除非上下文［有两处可以
肯定］表明 o theos 的这层意思不可能。29
在一个脚注中，他补充道：
有一个相关问题需要简短地讨论一下。对于旧约中所描述的
神的行动，新约作者认为是谁发出的？若回答“主神”，就会让
人产生疑问，因为新约作者是按着 他们对神的三位一体的理解去
写旧约事件的。30
然而在上文他刚说过神从未指三位一体神。

28

《作为神的耶稣：与耶稣相关的“theos”的新约用法》（Jesus as God: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os in Reference to Jesus），Baker，1992，47 页注
释，强调部分另加。
29 同上，47 页。
30 同上，47 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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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对其作者和读者来说是什么意思，而生活在弥赛亚
降临以及圣灵到来之后的早期基督徒又是如何理解它的，这两者
之间，一定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31
哈里斯继续说：
有人将新约的三位一体教导投射回旧约中，并透过新约动态
的或三位一体的一神论透镜阅读旧约，这种人无疑犯了年代误植
的错误。另一方面，提出以下这个问题似乎并无不合逻辑之处：
当希伯来书作者说（1：1），“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
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新译本）时，作者指的是谁？
从任何根本意义上讲，它都不是圣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
为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中，［在这么多词语中］圣灵都没有被 明
确地称作“神”。况且，尽管 LXX 中 YHVH 的对应词即 kurios
（主），在新约中总是用在耶稣身上，以至于它变得差不多像个专
有名词了，但是，希伯来书 1 章 1 节中的 o theos［神］不可能指
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同一个（希腊文）句子包含着，“（神……
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一个儿子（en ‘uio）向我们说话”
（参新译本及吕振中译本）。既然作者在强调神的两阶段讲话的连
续性（“神曾说话，后来又说话”），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儿子，
就证明 o theos 应该被理解为“父神”。32
而 且 ， 当 然了 ， 没有 新约 作 者 曾 写过 “ 子神 ”（ God the
Son）。
哈里斯还说：
类似地，［整个圣经中］在两个时代都说话的 o theos，与作

31
32

同上，47 页注释。
同上，47 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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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说话所借之最终途径的 uios（儿子），是被区别开来的，这
种区别表明，在作者的头脑中，通过众先知向列祖说话的，不是
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神。也就是说，对于希伯来书作者（可以
说，同样对于所有新约作者）来说，“我们列祖的神”，Yahweh，
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父”（对比徒 2：30
和 2：33；3：13 和 3：18；3：25 和 3：26；再请注意 5：30）。
这样的结论与新约中 o theos 的惯常用法是完全一致的。说 Elohim
［神，2570 次］或 Yahweh［6800 次］在旧约指的是三位一体神，
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新约，theos 一贯都惟独指父，明显地从未指
三位一体神。33
后来他说：
在古典希腊语中，to theion［神体（Godhead）］，常常表示
从一般意义上考虑的神的能力、活动，或神的本性，不专指某位
神。尽管斐罗和约瑟夫都用到了以色列一神论的独一真神的 to
theion，但是新约中似乎没有哪个 theos 只指 to theion，即一般意义
上的神性。在使徒行传 17 章 29 节中，to theion 被用作经常被“人
的手艺、心思”展现其形象的“神性”。34
虽然有这么多证据证明“神”被一致地描述为耶稣的父，哈
里斯还是找到了说耶稣是神的经文：“确切的有约 1：1；20：28；
可能性很高的有罗 9：5；多 2：13；来 1：8；彼后 1：1；有可能
的有约 1：18；说不定还有徒 20：28；来 1：9；约一 5：20”。35
哈里斯以令人钦佩的坦诚总结道：“没有一处可以恰当地将

33

同上，47 页注释。
同上，48 页，注释 113。
35 同上，49 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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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heos 说成‘神性本质’或‘神体’。”36这确实很惊人。新约作
者连一次都没有将神是三位的概念写进经卷中！
说在圣经中找三位一体神是不容易的工作，这真是说得太轻
描淡写了！尽管哈里斯自己有所发现，但他还是加插了“三位一
体的”零星用法。相关文献充满这类表达：“三位一体的问题”；
“教会”如何“挣扎着”找办法来表达它正体验的东西，但是用的
是希腊世界才会觉得“有意义”的措辞。
然而我一直相信，耶稣的简单性，也就是保罗曾警告过不要
失去的简单性（林后 11：3），事实上却正在失去！我们承认并
赞成神自己独一无二的儿子的信条，神对此会很喜悦的；我们请
读者仔细考虑一下这一事实，这要求真的太多吗？它很复杂吗？
一点也不。我们的新约呈现的救主耶稣，恳求我们理解、相信并
实践他的话，以此表示我们信他。我们怎能轻视、鄙弃那教导呢？
耶稣不断地呼吁，警告，要我们必须听“我这话”（太 7：24），
这话“不会废去”（太 24：35），因为它们比我们现有的天地更
恒久；对他的呼吁和警告，我们又怎能拒绝呢？
在无数研究耶稣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中，有一些人生动地表达
出了他的传道使命的精神和风格：
随着福音记述的进行，我们接连不断地见到罗马百夫长，撒
玛利亚妇人，叙利非尼基妇人，伯大尼妇人，另外还有很多人，
孩子、文士、乞丐，拿但业和尼哥底母，麻风病人，被鬼附的人，
每个人都是耶稣关怀的对象，好似与人的接触要比世界上其他所
有事都重要。他似乎不在意政治、哲学，甚至神学。除了神的计
划中的人，除了人人生命中的神，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37

36

同上，271 页。
L.W.格林斯特德（L.W. Grensted），《基督的位格》（The Person of
Christ），Nisbet & Co.，1933，45 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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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神”，指的是以色列的神。
［门徒们］是希伯来人，旧约的全部教导塑造了他们对神的思
想观念……他是……以色列的神，公正却存慈爱的心，“不轻易
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他们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与这一
切并不冲突。犹太教的一神论仍旧是基督教思想的基石。38
但是，是这样吗？犹太人和犹太神学家不这么认为。三位一
体一神论真的是犹太人的一神论，是耶稣的一神论吗？
整个圣经再明显不过的、简单易懂的事实是，旧约的神，希
伯来人的神，是“一位永生的个体，深深参与到希伯来人的生命
和挣扎中”39 。以色列确实知道有很多神，但是先知和祭司强烈
要求他们忠诚于他们的独一之神，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的神，就是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神，这位神远远高过各国
无用的神，以至于他能够将他们从烈火的窑中安安全全地、活生
生地带出来。所有像尼布甲尼撒那样暴虐、残酷的外邦统治者的
烈怒，都敌不过无与伦比的以色列的神。
他们对这位独一的真神的知识让以色列深信，他曾通过摩西
向他们说话。身为“全能者”——圣经中这个头衔一次都没给过
耶稣——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和雅各讲话。那位神秘的祭司麦
基洗德对亚伯拉罕说到至高神（El Elyon）。那位至高神，正是后
来宣告他的弥赛亚将会是大卫的子孙，是神的儿子，并由他赐给
他“他祖大卫的位”（路 1：32，35）的神。同是那位以色列的
全能的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为 YHVH，为主（出 3：14）。这
“显示出犹太人的神是始终同在、始终活跃的神”40。

38

同上，46 页。
威廉·J.拉·杜（William J. La Due），《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指南》
（The Trinity Guide to the Trinity），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2003，1 页。
40 同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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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者，威廉·拉·杜，重申了成千上万关于希伯来人之
神的优秀文章的观点，他说，圣经中犹太人的神是：
一位永不疲乏、永不困倦、永在的神（赛 40：28），是一位
以他的圣洁起誓的、圣洁的神。从一开始雅伟就不容许对其他神
的敬拜（出 20：3）。在流放时期（约公元前 587-前 538 年），雅
伟想让希伯来人看到他是一位牧养他的羊群，将他的羊聚在他的
膀臂之下，慈爱地引导他们的牧人（赛 40：11）。尽管如此，雅
伟频频宣告，他是忌邪的神……然而雅伟以父亲的温柔对待他们
（何 11：1-3）……带着爱人的挚爱看待他们（何 2：9-16）……雅
伟称他自己为以色列的父（出 4：22-23）……
在缔结圣约时，希伯来人的神被赋予一种明确的人的性
情……绝不是一种没有情感的能力……先知们很想将神描绘成热
心的、有人的性情的神，因而他们经常提到他的爱，他的悲伤，
他的担忧以及他的嫉妒……施玛篇（申 6：4-9）永远地发出犹太
教一神论的经典声明……古人从风和人类的呼吸中发现……神的
活动的象征和神的相似性……他们将生命的灵（spirit）和主的话
（word）联系起来，这两个中介——灵和话——确立了雅伟对整个
受造之物的统治权（诗 33：6）……对灵和话的最恰当的理解是：
灵是赐予生命的一种力量，而话则是雅伟的思想与旨意的生动表
达。41
我们这位作者以下面这话来结束他对希伯来圣经的神的这段
研究：
雅伟和他的媒介［话，灵，智慧］形成旧约中对三位一体神

41

同上，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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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暗示，但是 他们没有以清楚的、同等的位格显现，因为犹太信
仰刻板的、不妥协的一神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阐释。42
我们认为，耶稣也一刻都不曾支持这样一种“阐释”。耶稣
始终如一、满腔热情地爱着他的传统信仰的犹太教一神论。这一
点，毫无疑问地，从他全心全意同意申命记 6 章 4 节，同意犹太
文士上能够证明。耶稣本人的那个声明应该成为评判所有声明的
黄金标准。现今，教会似乎已经忘记了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而且
更糟糕的是，忘记了他只认希伯来圣经中的神即他自己的父为神，
此外，谁都不认。
耶稣申明以色列的单一神信条，这应该永远地将神的定义的
任何变式都拒之门外。评注家们常常承认，后来关于神是谁的讨
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讨论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所显示之神的
神学论文，与旧约资料相比，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43
许多著名神学家的发现也是很能启发人的：“在［卡尔
（Karl）］拉内（Rahner）看来，以色列人的雅伟是有专属名称的
特定的个体，他创造了万物，并且他介入他的子民的生命中。”44
詹姆斯·怀特把神定义为一个“什么”和三个“谁”，他的定义
无法匹配拉内的定义。怀特在圣经中找到三位一体神的说法相当
牵强。

卡尔·拉内
当这位杰出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对新约中“神”这个词做出

42

同上，14 页，强调部分另加。
同上，17 页。
44 同上，18 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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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尽的研究后，他做出下列这些非凡的陈述：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结果概括如下。新约中找不到哪节含有 o
theos 的经文，毫无疑问地只可能指存在于三个位格中的三位一体
神的整体［即作为三位一体神的神］。45在更多的经文中，o theos
指的是作为三位一体神之一个位格的父……此外，o theos 在新约
中从未被用来讲圣灵。46
在一个脚注中，他补充说：
因此，例如，整个的旧约拯救历史被认为是派遣耶稣的神的
作为，从而就是父的作为（徒 3：12-26；比较来 1：1）。在使徒
行传 4 章 24 节，以弗所书 3 章 9 节和希伯来书 1 章 2 节，创造万
物的神清楚地被描述为父，因为他与“子”（“仆人”，“基
督”）明显有所区别。那么，如果创造和拯救的历史都被认为是
父神的作为的话，那就几乎不可能有哪一个关于 o theo 的陈述没
有被包括在其中……
在基督的位格和本性被以最严格、最精确的神学用语所宣告
的地方，他被称作神的儿子……因为［对新约作者来说］o thoes
这个表达和“父”一样确切精准……当我们从这一切得出，o

45

根据公认的权威资料，加尔文说了相反的话：“当单词‘神’不特别
指明哪个‘位格’地使用时，它就不加区分地指三个位格。”同一资料讲到，
“加尔文强烈地坚持，一个希望讲论独一的真神的人，必须时时刻刻讲论三
位一体神，因为其他的全都是虚空，是拜偶像”〔理查森（Richardson）与
鲍 登 （ Bowden ） 编 辑 ， 《 威 斯 敏 斯 特 基 督 教 神 学 词 典 》 （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SCM Press，1983，588 页〕。
46 卡尔·拉内，《神学研究》（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Helicon，
196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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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s 在新约语言中指父的时候……它的全部意思就是，当新约考
虑到神时，出现在它的思想中的，是具体明确、不可分割、不可
代替的一位，而且事实上，他是父，并被称作 o theos；所以，相
反地，当新约讲到 o theos 时，它指的不是被觉察于、存在于三个

位格中的一种神性本质，而是具体明确的一位，他无起源地就拥
有神的本质 ，并通过永恒生子，将它也传递给儿子，通过呼气
（spiration）传递给圣灵。47
作为分别代表罗马天主教和福音主义新教的杰出专家，拉内
和哈里斯实质上承认了我们的观点，即圣经中的“神”几乎一成
不变地指耶稣的父。最重要的是，圣经的统一见证对三位一体论
来说是个挑战，它的见证就是，“神”不可能描述的是一位三位
一体的神，圣经的神，耶稣的神，不是传统神学的三位一体神，
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
拉内给他的详尽研究所下的结论，与默里·哈里斯的很相似。
新约绝大多数讲到“神”的经文都清楚地指父。有可能指子的六
处经文是“不确定的，有限制的”——很难成为改动以色列的一
神论的坚实依据。“神，”拉内补充说，“在新约中从未被用来
讲圣灵。”48 而且当“神”在新约中被讲到时，它所说的是父，
是“无起源地就拥有神的本质”的个体。49 这当然是纯粹的唯一
神论，而且多个世纪以来已经被三位一体的反对者提出来。拉内
还承认，在圣经后时代，殉道者游斯丁，爱任纽（Irenaeus）和特
土良（Tertullian）说父是卓然无上的神！这也是唯一神论观点。
第 2 世纪的教会，虽然错误地将子的生命延伸至史前时代，但远

47

同上，143-146 页。
同上，143 页。
49 同上，146 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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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立他为神。50
罗马天主教学者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的圣经研
究远近闻名，而且备受赞誉。布朗说：“在对观福音中耶稣从未
被称作神，而且马可福音 10 章 18 节这节经文51似乎排除了耶稣将
这个头衔用于自身的可能性。”他还说：“即使第四福音书也从
未描述过，耶稣明确说他是神。”布朗注意到，有五处新约经文，
其 中 耶 稣可 能 被认 作 神， 但 是 “这 五 个例 证 经常 被 学 者们 拒
绝……因为‘神’这个词用于耶稣，在新约中是罕见的，因而一
向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他总结说，只有三处“经文，其中耶稣
清楚地被称作神”（来 1：8-9；约 1：1 和约 20：28）。52
但是，在这三个罕见的情形中，他是从什么意义上被称作神
的呢？在希伯来书的那段经文中，作者立刻讲到，“神”弥赛亚
自己有一位神，他用油膏他。而且我们知道，从“神”的第二层
意义上讲，人类能够被称作“神”。约翰讲到 logos（道/话，
word）是神，但是他没有将子等同于先存的 logos，而是说只有当
子以肉身显现时，子才存在（约 1：14）。而且，福音书的作者
约翰非常清楚地从耶稣的话将神定义为“独一的真神”（约 17：
3），并描述说，耶稣拒绝接受“将自己当作神”的控告（参看约
10：33-38）。即使第四福音书也从未记载，耶稣明确说他是神；
在这一点上，雷蒙德·布朗是正确的。布朗观察到，从整体来看，
新约显示，“虽然耶稣被与神联系起来，被称为主或中保，但其
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将‘神’这个头衔留给身为独一之真

50

特土良被认为是西方正统教导之父，然而他自己却说子并非从永恒就
存在。“有一段时间，罪没有与［神］一起存在，子也没有。”〔《反驳黑
摩其尼》（Against Hermogenes），第 3 章〕。
51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52 《耶稣：神与人》（Jesus: God and Man），MacMillan，1967，23 页，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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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为从圣经中寻找三位一体神所做的奋力挣扎
神的父”。耶稣和新约作者们都认为神是一位，他们是严格的犹
太风格的唯一神论者；根据这一简单事实来解释布朗的观察，是
最容易的。最有启发意义的事实是，最伟大的尼西亚教父亚他那
修承认，尼西亚的三位一体教义“超出了新约中明确说出的任何
事”。53
耶稣的信念“父啊，你是独一的真神”，以及这一信念背后
的希伯来一神论已经被摒弃，被不符合希伯来圣经的、信三位一
体神的信仰所取代，对此，布朗几乎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约翰
福音 17 章 3 节确认了一位神（不是“一个什么”），即父，他是
独一的真神。
另一位神学家即法国学者伊夫·孔格尔（Yves Congar）的结
论，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研究过保罗的著作后，他发现，“在
保罗的著作中，有 40 或 40 多个类似三位一体的表达，但是没有
清楚的声明揭示出存在于一个神性本质中的三个位格的三位一
体”。那可是唯一神论者多个世纪的主张。孔格尔断定，“甚至
从约翰福音中也几乎不可能得出任何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真实的
结论”。然后他又说，给伊格那丢（Ignatius）（约 110 年卒）、
游斯丁（约 165 年卒）和爱任纽（约 140-200）灵感的，正是约翰
的“三位一体观点”。他发现了一个意义最深远的事实，可以纠
正被广泛接受但错误的观念，即三位一体能追溯至新约，中间无
时间断层：亚他那修（约 295-373）和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
（约 330-379）“不愿逾轨称圣灵为‘神’”，因为他们不想越出
从圣经中找出的资料。54
威廉·拉·杜观察到：
［在新约中］神再次被确定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可
12：26-27），以及耶稣的父（弗 1：3）……Theos 总是指三位一

53
54

同上，9 页，xii。
转引自拉·杜，《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指南》，25 页，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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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为从圣经中寻找三位一体神所做的奋力挣扎
体神的第一位［父］，偶尔指子，但是这个词语明显地从未用于
圣灵……耶稣在对观福音书中没有被称作神，在约翰福音中他也
没有明确称他自己为神。有一些争论是关于保罗是否隐约地认耶
稣为神的……甚至保罗的著作也不能支持我们如今所宣称的三位
一体教义。55
现今，对于任何质疑耶稣的三位一体神性的人，教会都以丧
失救恩来威胁，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不公义的行为。坚定的三
位一体论者自己承认的证据，最起码是含糊不清的。很多时候，
三位一体论学者承认他们的整个论据证明了唯一神论。如果圣经
是我们的向导，就如新教教徒的口号所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简
单地说，耶稣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从而一次就澄清了那些含糊不
清呢？对我们来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信他的话。神在他是
几位的问题上，没有用含糊不清、可左可右，以及吹毛求疵的争
论来逗我们。将一本记载着耶稣的教导的圣经交在一个人手里，
然后坚称教会的三位一体神确实等同于耶稣和使徒们的神，这是
非常不公平的。
耶稣简单、清楚地申明了以色列的唯一神论信条。保罗也是
这么做的：“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位神，就是父，除他以外再
没有别的神”（参看林前 8：4-6）。保罗没有承认耶稣是神，而
是在其余新约中，承认他是主弥赛亚（林前 8：6）。保罗还说，
“神却是一位”（加 3：20）。三位一体增加了都是神的另外两位。
这个信条不是耶稣的信条，而且耶稣应该是主，是他的跟从者的
夫子和拉比。

55

同上，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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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的儿子：新教遗失耶稣的教导，
又将他升高为神
“施玛篇来自托拉……申命记 6 章 4-9 节正是施玛篇。我们发
现证据证明，至第 1 世纪时，背诵施玛篇是犹太人祷告生活和认
罪生活的一种形式，是犹太人的标准做法，就像许多基督徒背诵
使徒信经［150 年］或主祷文一样。”1
“为什么必须改进基本的基督教声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
儿子’，然后改变它清楚的含义呢？为了理解神、耶稣，以及他
们的关系，我们必须从这个声明着手……圣经的这个信仰声明代
表了圣经的核心信息。”2
要证明我们的新约作者——其中有些人认识耶稣本人，并且
日复一日地听他在殿里教导——坚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非难事。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 10 章 36 节为自己所做的宣告：

1

斯科特·麦克奈特（ Scott McKnight），“耶稣信什么？”（ What
Jesus Believed ） ， 由 保 罗 · 奥 唐 奈 （ Paul O’Donnell ） 采 访 ，
www.beliefnet.com/story/154/story_15466_1.html。
2 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天主教教理问答》（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德语版，Oldenbourg，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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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
“我说我是神的儿子”（参吕振中译本及现代中文圣经）。耶稣的
敌人在他受审时的控告便是，他自称为“神的儿子”（约 19：
7）。这是他们所能说出的关于他的最坏的事情。在约翰福音 10
章 36 节，当愤怒的宗教当权派以不可接受的罪名，以及他们认为
是不敬地挑战神的权柄的事情来控告耶稣时，耶稣决心澄清事实。
耶稣已自称是独一之神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并且完全地行出神的
旨意。他完全拒绝接受他们所说的他某种程度上在取代神的话，
而且他严正申明，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做神所允许或命令的
事：“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
（约 5：19）。
耶稣对他的控告者的这个回答，经常被福音派文献略去，因
为它会揭露出耶稣其实自称 是神的观念是错误的。耶稣有力地拒
绝了“他就是神本身”这个概念。他确实宣称过的事情是，无可
指摘地行出神的旨意。耶稣的行动与他的职责是一致的。他说出
神的话（约 3：34）。但是，他的行事远非出于他自己的“神
性”，他能做的只是他“看见父所作的。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
作”（约 5：19）。再怎么想，这都无法确立耶稣是神体中第二
位非受造的位格。相反，它证明他是完全顺服的、无罪的人。正
如 C.K.巴雷特（C.K. Barrett）对约翰福音 8 章 28 节所做的幽默评
论：“实在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耶稣的话被迫变成这样：‘我是
神，是旧约的至高神，作为神，我做我被告知的事。’”3
后来的天主教教会脱离了圣经的犹太人耶稣，然后为耶稣创
造出一个他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的新身份。圣经中降生于世〔 被生
（was begotten）〕的儿子，被一个被转变成人类胎儿的永恒个体
代替了。因此，延续至今的是：教会的信条与耶稣的信条相互矛
盾。
在约翰福音 10 章 34-36 节中，耶稣回答他的控告者时，辩论
说，即使以色列的士师，也就是受托保管神的启示的人，在诗篇

3

《约翰福音论文集》，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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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
82 篇 6 节中都被称作“神”（elohim）。那么，作为被特别膏立
的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赛亚，作为希伯来圣经所承诺的终极先知
（申 18：15-19），他自称为神的儿子，这有什么错呢？（约 10：
36）对于他来说，模棱两可地宣告“我是神，是三位一体神体中
非受造的第二位成员”，那该是多么简单的事。可他没说这种话。
他非但没有宣称是神，反而，他宣称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要证明圣经的书页中“神的儿子”从未指神，是很容易的。
“儿子”（son）这个词意味着——不管是圣经外还是圣经里——
开端、起源，以及从属。亚当被称作“神的儿子”（路 3：38）。
亚当不是神。作为神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出
4：22；何 11：1）。这没有将他们提升到神的地位。他们仍然是
人类成员。身为“神的儿子”，天使肯定是受造的生命（伯 1：6；
38：7）。受造的人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可以被称作“神”。以色
列的王曾被称作“神”（诗 45：6），4而且正是这一头衔在希伯
来书 1 章 8 节被用于身为弥赛亚的耶稣。众所周知，在圣经中，
以色列的人类君王理应反映出膏立他们的独一之神。没人想象他
们其实是创造主，即神。以色列人读着他们的圣经，热切地盼望
着所应许的儿子降生为大卫的子孙，他们没人会有丝毫的念头去
设想，神本身将会作为神体的一个成员，从天而降，变成人。
在旧约中，独一的神委任摩西“在法老面前为神［elohim］”
（出 4：16；7：1，参钦定本中译本）。如果神愿意，他就能够将

4

罗马天主教圣经译本（NAB）非常有益地译为：“神啊，你的宝座永
远常存；你治国的权杖无比公允。”其注释说，“神”是一个庄严的君王称
谓，描述代表神的一个人类。《新约神学词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证实，“在诗篇 45 篇 6 节中，Elohim 毫无疑问地指一个
人，即君王，不指雅伟”（Eerdmans，1965，再版，200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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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
非凡的职位指派给所拣选的人类代理人；我们从这里所获取的信
息就显示出这种非凡的职位。事实上，作为人类这种受造的头一
位，亚当就被任命为儿子和“神的形像”（创 1：27），而在中
东文化中，它们的意思是，他是神在地上的直接代表。富勒神学
院著名的系统神学教授斩钉截铁地讲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一
本好的现代圣经词典都能证实：
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子”，他就必须 不是神！它是给受造
之物的一个称号，表示与神的一种特别关系。它尤其指神的代表，
神的副摄政王。他是王的称号，证明王是神的儿子。5
假如关于“神的儿子”这个用语的这个相当基本的事实曾受
到关注的话，导致三位一体的几个世纪的无意义之争都会避免的。
“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头衔，表明耶稣是神所应许的身为亚伯拉
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和神自己的儿子的那一位。
教会脱离圣经背景地抄用圣经术语“神的儿子”，然后又重
新定义它，让它变成完全不同的意思，这种做法引起的混乱，仍
继续产生着坏的影响，令人们对神和耶稣是谁这个有争议的话题
不能进行合情合理的讨论。
没有仔细研究这些身份问题的教会成员，对“神的儿子”并
不指神这一事实，应该心怀惊惧地做出回应。备受珍爱的传统让
他们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将“神的儿子”（Son of God）
与后来的术语“子神”（God the Son）划上了等号。但是，按圣
经的意思——新教徒说他们坚信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不但“子

5

科林·布朗，“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对当代正统的探究”，《听道》
7，199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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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
神”这个头衔没有出现，6而且“神的儿子”所描述的是一个与神
有某种关系的受造，但肯定不是神本身。“两位都是神”的观念，
应该令教友在这种暗含的多神主义面前惊惧后退。但是多个世纪
的教义灌输似乎已经使他们麻木，对他们的传统违背了耶稣的一
神论这种可怕的情形没有了反应。作为神的一位（子）离开了他
在天上的家，而另一位（父）却没有；这种信念所涉及的麻烦的
问题，他们没有思索过。这种状况指出的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二神
论，即信两位神的信念吗？一位在地上的完全的神，和另一位在
天上的完全的神，总共是两位神。
按照耶稣所说，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不是神，这是正确信
仰的核心。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根据圣经的定义，他就不
是神（如果是，那就直接形成信两位神的信仰，因为耶稣的父显
然是神）。正确地理解他现在是谁，过去是谁，这在新约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耶稣向他所拣选的执行人，即他所建立的教会
的领导们，问了这个试题。鉴于公众对耶稣是谁有各种各样的误
解——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一位先知复活——耶稣提出了问题中
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响亮、正确的回答出自彼得之口：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太 16：15-16）。
耶稣对认出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做出了热烈的回应。当
耶稣确认彼得是受了神的启示才说出他的正确身份之后，他接着
承诺，他要将基督教教会建立在彼得的洞见——耶稣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之上（太 16：17-18）。新约基督教讲的就是它。
请注意，这个事实将基督教与它在希伯来圣经中的犹太之根直接

6

约翰福音 1 章 18 节中有一处经文，其真实性受到鉴别学家的争议。经
文讲到“一位［不是‘那位’］唯一被生的神”。约翰刚刚说过“从来没有
人看见神”。然后他将子描述为“唯一被生的神”。如果这一经文不是伪造
的，那它仍然不能让子成为至高的神，而是如 F.J.A.霍特（Hort）所说，一个
独一无二地被生的子是“衍生生命的最高形式”〔《1876 论文两篇》（Two
Dissertations 1876），再版，Kessinger，200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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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耶稣的基督称号被重复了数百次，除了约翰三书以外
的 每 一 卷 新 约 书 卷 中 都 有 。 “ Christ ” （ 基 督 ） 就 是 希 腊 语
Christos 和希伯来语 Mashiach 的英语译法。基督是神独一无二的
儿子和王（诗 2：2，6，7）。耶稣是儿子和弥赛亚，这是圣经的
核心信仰，当超越这个核心信念的定义被创造出来（无疑是以
“进步”的名义）时，信仰的核心就被动摇了。
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确证记录所记，彼得说：“你是基
督”（可 8：29），“神的基督”（路 9：20，新译本）。约翰福
音记载，耶稣被正确地认作是“神的圣者”（约 6：69）。马太
福音增加了解释性短语“永生神的儿子”（太 16：16），但它的
意思不是说“弥赛亚”和“神的儿子”在含义上有着根本性区别。
在希伯来圣经中，所预言的以色列的王被称作“弥赛亚”。他也
被称作“神的儿子”。诗篇 2 篇实际上将“弥赛亚”（所膏立
的），“儿子”和“我的［神的］君王”当作同义词来看待。在
约翰福音对基督教信仰的关键人物的开篇介绍中，耶稣的各种同
伴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神的羔羊”、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约 1：29，36，
45，49）。所有这些头衔都是给同一个人的。它们和后来的、圣
经后神学的称号，即“子神”或神，毫无干系。对于约翰来说，
“以色列的王”和“神的儿子”是同义词。拿但业，“没有诡诈”
的人，关于耶稣，他宣告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约 1：49）。关于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在未来改变后的理想状态，
先知何西阿曾写道：“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何 1：10；罗 9：
26）。因此他们不是神，而是转变后的人类。耶稣正是那种理想
的先行者。那些受神恩典的人认出了他，知道他是“基督，是永
生神的儿子”（太 16：16）。
在四福音书的最后一卷即约翰福音中，将耶稣明确描述为神
的儿子和弥赛亚，这一点受到了同等的强调。由于有些人正是援
引约翰的福音来支持后来的、将耶稣看作三位一体神之第二位格
的定义，所以，耶稣的那些称号（上文所引）——所用头衔的意
思不可能为他是“神”——就尤为重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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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留心查看的是约翰清楚明确的总结性陈述，在那里他讲了
他为什么写下整卷福音书。“但把这些事记下来，”他说，“是
要你们［读者］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使你们信了，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 20：31，新译本）。这正是很早之前
彼得就提供了的耶稣的定义，而且它受到耶稣称赞，被他定为基
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磐石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在他们
的拉比、主和拯救者的身份上，是完全一致的。基督教以信耶稣
是基督为中心，并非没有道理。“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
生的”（约一 5：1，新译本）。这个声明与“耶稣是神的儿子”
（约一 5：5，新译本）是同义的。事实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
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一 5：12）。
这是遍布使徒基督教并构成其支柱和根基的、热切的信念。
命令教会成员相信“耶稣是神”，就是要求他们忠诚于新约书页
中所没有的一个耶稣。有人坚称，一个人信基督或儿子，就意味
着此人认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种说法与约翰的著作
是格格不入的。说“我信耶稣是基督”，又说“我信他是神”，
就是一只手给出去，另一只手又拿回来——一种令人不安的自相
矛盾。
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创始人的基本身份上，新约的基
本准则是没有演变或改变的。在公元 30 年彼得与耶稣的对话中，
彼得提供了关于耶稣的信条性声明：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而在大约公元 90 年时，约翰的著作将耶稣同样的身份定为他福音
写作的整个要旨。这应该终止那些认为新约时期有“进步”的理
论。常常有人声称，只有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时，我们才会发现
耶稣被提升为神体的一个成员。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约翰写
进他的福音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证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和儿子
身份（约 20：31）。这些头衔，要是我们在它们的新约含义中去
理解的话，没有一个能提供证据证明他是神！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带着“耶稣是全能神”这个概念去理解
新约的教义，我们或许能够从极少的几节经文中为传统观点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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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唯一的代价就是，无视成千上万的单数动词和名词——特
别是神本身的名字，Yahweh——以及单数人称代词，它们在圣经
语言中，同样在英语中，都指单数的人。7三位一体神与耶稣和使
徒们直白的唯一神论信条声明是相抵触的（可 12：29；约 17：3；
林前 8：4-6；提前 2：5）。当“神的儿子”这个弥赛亚头衔被变
成“子神”时，它就被扭曲了。永恒的“子神”这个概念彻底拆
毁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降生叙述，那些叙述描述的不是一个
神性存在从另一个领域的到来，而是一个婴儿在马利亚身体里的
诞生。这是怀孕和诞生，不是变质或变形或转世，那是与马太和
路加一丝不苟的详述完全相悖的概念；马太和路加讲述的是耶稣
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太 1：1），其实就
是亚当本人的后裔（路 3：38）。
如果圣经根本就是一个启示，那它就在使用既定语法和句法
规则，以可以被理解的语言向我们说话。有时候，人们会说，因
为神是神，不是人，所以，对神的描述必然超越了理性和逻辑。
模模糊糊的说法经常被提出来，大意是说，语言不足以描述神。
这便为空洞地退到“神秘”中提供了空间。
一旦我们接受圣经是用语言表达的启示，试图回避人称代词
正常含义的论证就是站不住脚的。神要揭示出他想让人知道的关
于他的事（当然还有很多事是他没有启示的），而他所选用的人
类语言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神将他自己描述为单一的、不可
分的神性个体。他将他独一无二的儿子耶稣描述为截然不同的一

7

希伯来圣经将一个人说成一个 nephesh 或有灵的活人（living soul）。这
等 于 一 个 “ 个 体 /个 人 ” （ individual ） 。 甚 至 神 本 身 也 被 说 成 一 个 个 体
（person）或一个灵（soul），并且他将他自己，将他自己的个体（Person）
说成“我的灵”（My soul）（赛 42：1；利 26：11）。他是单一的一个个体
或灵，是父，是独一的神（玛 2：10）。nephesh 的“自己”（self）、“人/
个人”（person of man），以及“个体”（individual）的含义，请参阅 BDB，
659 页，6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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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位”（Person）应该按照语法和语言的正常规则去理解。
身为圣经之守护人的犹太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中都知道这一点。
因此，对于任何篡改他们的信条的行为，他们都会惊骇不已；他
们的信条反反复复地、明明确确地表达为“唯一神论”，就是说，
将神描述为单一的一位。
对于基督徒来说，有一个事实无可逃避，即：所记载的耶稣，
赞成他自身传统圣经信仰的犹太教单一神一神论信条。除非基督
徒不承认耶稣是真信条的权威人士，否则他们就应该责无旁贷地
以耶稣门徒的身份去跟从他们的夫子。现在，我们面临着奇异的
情形：教堂信众在耶稣不知道的一个信条声明的大伞之下，聚集
在一起。但是父的话语，即耶稣是“我的儿子”，我们要“听他”
（路 9：35），似乎只容许将耶稣所宣告的信条观，作为所有需要
考虑的、最重要的神学因素。
马可福音包含了耶稣与一个犹太文士关于真正的正统信条而
进行的对话，这个记载，就给神下定义这件事而论，将基督教的
信条植根于以色列的信条之中。有一个事实不可能搞错，即耶稣
的信条，因而是基督教的信条，肯定是圣经和以色列的，古老、
神圣的信条。耶稣所吟诵的信条不只是以色列的产业。恰恰相反，
通过耶稣，它成了所有公开声明相信并忠诚于弥赛亚的人的产业；
弥赛亚，就是我们相信是所应许之弥赛亚的那一位。在我看来，
马可福音 12 章似乎是在请其读者将他明智的理解与救主的话语关
联起来，并问一问，在这一方面，传统基督教跟从耶稣跟得有多
紧。如果耶稣的神和他对那位独一之神的服侍是牢牢地嵌在犹太
教中的话，那么，基督徒难道不应该照着做吗？8
犹太人有着令人惊讶的生存力，而他们的一神论信条似乎不

8

这并不是说新约要求那些在新的圣约之下的人采用犹太历法和食物条
例。使徒行传 15 章，即第一次教会公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保罗后来也
专门讨论过（罗 14：14，20；加拉太书）。但是新约从来没有暗示说，神的
定义已经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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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因为当它从耶稣所拣选的犹太使徒手中传到第 2 世纪外
邦人手中时，外邦人显然认为，那位自称是他们救主的人的信条
需要“升级”。这个毁灭性发展致使一代代犹太人对宣称是耶稣
跟从者的人的宣告漠然置之。他们断然拒绝它们，原因正是三位
一体信条是他们自己的圣经禁止他们接受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历
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犹太人的属灵遗产和文化遗产是受他们纯
正的一神论信仰牢固支撑的，它们应该不加改变地传递到基督教
教会中。而以这种方式将信条转交给全世界，耶稣应该是其最伟
大的提倡者。以色列和耶稣的神应该是要在全世界受宣告的。但
是这种事没有发生。教会从最基本的层面背叛了它的主人。此事
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新教不将耶稣当作他们的老师和拉比。
双面悲剧就发生了：基督徒无视耶稣的唯一神论信条，而犹太人
则更强烈地拒绝弥赛亚，因为基督徒在信条问题上错解了耶稣。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最清楚地显示出耶稣是救恩
的犹太教师。将耶稣本人关于真神的宣告铭记下来的，正是这三
卷书。然而关于犹太人耶稣的这些记载，在新教神学中却丢失了
它们最基本的中心位置。研究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并不困难。

路德与反犹太主义
一位当代英国学者提醒我们：
［路德］指控犹太人的“谎言”之一，是他们声称基督教信不
止一位神。因此，认为三位一体教义不是一神论的犹太观点，被
拿出来作为谴责犹太人民的理由。路德的建议包括烧毁“犹太人”
的会堂或学校，摧毁他们的房屋，没收他们全部的祈祷书……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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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他们的拉比进行教导，违者处以死刑。9
莫里斯·凯西（Maurice Casey）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
“宗教改革的这位缔造者以这些建议，为大屠杀竖起一个标杆。人
们常常认为他提供了那把理解圣徒保罗的钥匙：但是，在保罗心
中，十字架是要背负的，不是折磨别人的。” 10 对那些不接受
“正统教义”之人的暴力措施应该是一个警告信号，说明“正统教
义”有问题。对于犹太人和基督教“持异议者”，主流传统基督
教非但没有充满爱的呼吁，反而因为他们不遵从教义而以死亡来
威胁。耶稣所示范的信仰因此被完全颠倒过来。耶稣曾警告过，
受误导的宗教反对者最有可能危及基督徒的生命（约 16：2）。
和今日许多福音主义的问题一样，路德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
选择性地使用新约。他偏爱保罗的书信过于记载耶稣本人教导的
对观福音书。但是，犹太人耶稣正是在路德趋于漠视的那些书卷
中，被描写得最为清楚。没有被新教徒广泛认识到的是，路德建
议将新约的某些部分抬到比其他部分高的地位，从而确保我们不
会仔细地看耶稣的教导。而那教导对于保罗来说，当然是基本的
（提前 6：3）。然而，新教特别强调罗马书，以它为福音的核心
的倾向，既扭曲了保罗，也拒绝了耶稣。旧约将耶稣呈现为救赎
福音的源头，不是保罗（可 1：14，15；来 2：3；提前 6：3；约
二 7-9）。而且耶稣在他的传道使命中，自始至终都呼吁所有听他
教导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他的话语提供了关于神的知识和他的
救赎计划的唯一基础。

路德对圣经正典

9

莫里斯·凯西，《从犹太先知到外邦的神》（From Jewish Prophet to
Gentile God），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1991，175 页。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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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使用圣经时的选择原则已经引发了一些强烈批判：
路德自诩为基督教的恢复者 ；与他这种极端妄自尊大的姿态
相符的是，他甚至前后矛盾地擅自评判圣经的各卷书，即神的圣
言。路德自觉完全有能力而且责无旁贷地——作为一个独行者—
—评判旧约及新约书卷的正统性，甚至它们的全部价值，而这些
书卷被确定地收录在正典中已达 1100 多年。这些观点的大部分
（尤其是与新约相关的）都能够在路德给圣经各卷的序言中找得到。
浏览过由美国联合路德会（the United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制作的一份原始资料中的一些序言后，我看到，路德拒绝接受希
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和启示录的使徒性，哪怕他确实说它们
是“挺好的”（fine）书。可是论到雅各书，路德说它“与圣徒保
罗及圣经其余所有内容断然相反”。不用说，逻辑上的一致性不
是路德的优良品质之一。
如果圣经中的一卷书与另一卷相矛盾，那么很清楚，它就不
是神所说的（因为神不会自相矛盾，也不会在任何事上出错），
因而不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圣经的一部分。然而那基
本上就是路德的结论，尽管与圣经正典相关的传统的压倒性影响
力要求他将这些书卷保留在他的圣经中——即使他将它们有点像
新约“伪经”似的分开来放。路德显然对启示录这卷书没什么耐
心：从 1522 年起——从他翻译圣经的时期起——他在他的启示录
序言中胆大妄为地说：“这卷书中［启示录］有好几处我理解不
了，这让我认为，它既没有使徒性也没有预言性……我对它的态
度就如我对以斯得拉四书（the Fourth Book of Esdras）的态度，我
无论如何查不出是圣灵写的。好像我们没有它也是一样的，而且
有许多好得多的书值得我们拥有。最后，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
灵所提示他的去看待它［启示录］吧。我的灵无法将它自身融进
这卷书。有一个原因足以让我不给它很高的评价——在这卷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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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没有被教导也没有为人所认识 ；而教导基督是一名使徒应该
最先做的事，正如他在使徒行传 1 章中所说，‘你们要作我的见
证’。因此我坚持使用清楚地、纯粹地给了我基督的书卷。”11
让人特别关注的、影响重大的是，在路德给新约所作的序言
（1522 年；1545 年修订）中，他说了一些惊人之语〔包括著名的
“一文不值的书信”（epistle of straw）的评语〕。在大概解释了几
页之后，这位自称的福音恢复者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
音这三卷福音与约翰福音做以对比，并在结尾时这样评价约翰福
音：“从这一切中，你们现在能够评判所有书卷，并决定出它们
当中哪些是最好的。约翰的福音正是唯一那个亲切的、真正的主
福音，比其他三卷要可取得多得多，远在它们之上。同样地，圣
徒保罗和圣徒彼得的书信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三卷福音——马太福
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一言蔽之，圣徒约翰的福音和他的第
一封书信，圣徒保罗的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和以弗所
书，以及圣徒彼得的第一封书信，便是向你展示基督，将所有必
要的、对你有好处的东西教导于你的书卷， 哪怕你从未看过或听
过其他任何书卷或教义 。因此，与它们相比，圣徒雅各的书信真
的是一封一文不值的书信；因为它一点都没有福音的性质。”
我们看得出来，这种强调某些新约书卷而忽略其他书卷的倾
向，在新教中留下了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显而易见，圣徒保
罗的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和约翰的福音是最受喜爱的，而路德
不太喜欢的书卷则常常被忽略（尤其是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启

11

《马丁·路德著作集》（The Works of Martin Luther），C.M.雅各布斯
（C.M. Jacobs）翻译，Muhlenberg Press，1932，488 页，499 页，强调部分另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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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录在某些群体〔特别是时代主义者（Dispensationalists）〕中是
很受欢迎的。12
路德传记作者哈特曼·格里萨尔（Hartmann Grisar）（六卷
大部头传记的作者），耶稣会士（S.J.），他写道：
［路德］对圣经的批判沿着完全主观和武断的路线进行。圣言
的价值是按照他自己的教义的规则被衡量的。他以一种毫不确定
的随意妄为态度对待备受尊崇的圣经正典。因为，虽然这份正典
书卷目录是神圣传统的最高保证和教会的后盾，但是路德却把宗
教情绪定为评判标准，以此决定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哪些还无法
断定，哪些应该被排除在外。同时，他实际上抛弃了默示
（inspiration）这个概念，因为与作者写作圣经书卷相关的、神特
别的启示性活动，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尽管他认为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它的作者是神派遣的……因此，借用哈纳克（Harnack）的话
来说，他对圣经的态度完全地为“彰明较著的自相矛盾”所累，
尤其是自从他通过他的批判手法，“冲破了书面文字的外在权威”
以后。而且在这一点上，路德，这位在其他地方说圣经是信仰的

12

戴夫·阿姆斯特朗（Dave Armstrong），“路德对圣经正典”（Luther
vs. the Canon of the Bible），ic.net/~erasmus/RAZ325.HTM（后被删除）。我
们应该补充一点，启示录已经成了“灾前被提论”（pre-tribulation rapture）
的牺牲品；灾前被提论与耶稣的话是相矛盾的，因为耶稣明明白白地说，他
会在“灾后”（post-tribulation）招聚选民：“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将
他的选民……都招聚了来”（参看太 24：29-31）。保罗同样不会容忍现代
这些灾前被提/复活前被提的创新理论。他显然期待基督徒忍受灾难，直到耶
稣在大能和荣耀中降临，复活忠信之人（林前 15：23），并且“使你们这受
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
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帖后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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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准的人，是有罪的！在此之外，如果将他武断的解释方法
也考虑在内的话，由他所造成的毁坏之工似乎更大。可以说，他
所拥有的唯一的武器，他从他自己手中硬生生地夺走，理论上如
此，实践上亦如此。他在圣经方面的做事方式，往往让有思想的
人认识到，有神所委任的无错谬的教会担任守卫人和真正的圣经
解释者，是多么必要！13
从新教视角来看，路德“新约中的新约”也躲不过批评。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评论道：
因为路德，宗教改革以因信称义为基础。路德所持的这个真
理得到了证实：（a）因其必要性，因为其他任何事都是徒劳的；
（b）因其果效，因为在实践中，它带来平安、确据和新生命。然
后，那些显然支持该基本原则的经卷被认为是 根据该事实而被默
示的，而它们支持该原则的程度则决定了它们的权威程度。因此，
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不被接受，是因为它在圣经中找得到；但是圣
经被接受，是因为它包含了这个教义。此外，圣经在这方面的清
楚程度有的多有的少，而根据这个程度，圣经被分类并按等级排
列，而且对于路德来说，有一个“新约中的新约”，一个全部圣
经的内核，包括他所看到的最清楚地阐释了福音的那些书卷。因
而他写道：“约翰的福音，保罗的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
书和以弗所书，以及彼得前书——这些是向你展示基督，将所有
必要的、对你有好处的东西教导于你的书卷，哪怕你从未看过或

13

《马丁·路德：生平与成果》（Martin Luther: His Life and Work），
Newman Press，1930，263-265 页。然而，绝无错误的教会是一种不可能做到
的解决方案。我们确实拥有的就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它是原本所教授之信仰
的基础（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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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其他任何书卷，或其他任何教义。因此，雅各的书信纯粹是
一封一文不值的书信（eine recht stroherne Epistel）；因为它一点
都没有福音的性质”（新约序言，1522；这一段在后来的版本中
被删除了）。路德将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和启示录放在他
的译本的末尾，在其他新约书卷之后；其他书卷，他称之为“新
约真正的、绝好的书卷，因为它们从前曾被以不同的角度来看
待”。14
路德起先〔新约译本序言（Preface in Translation of NT），
1522〕表达出对这卷书［启示录］的强烈厌恶，声称对他来说这
卷书无论怎么看都没有预言性质，也没有使徒的风格……他看不
出这卷书是圣灵的作工。此外，他不喜欢其作者关于这卷书所给
的命令和警告（22：18，19），也不喜欢赐予那些遵守这卷书所
记内容之人的祝福的应许（1：3；22：7），因为没人知道书里所
记载的是什么，更别说去遵守它了，况且还有许多更优质的书卷
要去遵守。另外，许多教父拒绝这卷书……“最终，人人都按照
自己的灵所提示的去看待它。我的灵无法认同这卷书，并且我有
足够的原因让我不给它很高的评价，因为 在这卷书中，既没有教
导基督也没有承认基督 ，而这是一名使徒应该最先做的事。”后
来（1534 年），路德在这卷书中发现可能对基督徒有用的东
西……但他仍然认为，它是一个隐藏的、不能用言语表达的预言，
除非对它做出一番解释，而且，经过多次努力之后，即便他得出
了解释，也仍然没有定论……他对这卷书的使徒性依旧持怀疑态
度，［1545 年］他出版他的新约时，把这卷书与希伯来书、雅各

14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单卷本），再版，Hendrickson，1989，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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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犹大书一起放在附录中，在目录中也没有列出……慈运理
（Zwingli）［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认为启示录“不是圣经书
卷”；甚至有很高属灵眼光的加尔文，也没有对约翰二书、约翰
三书和启示录做出评注。15
加尔文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历史性记载表现
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不自在。他甚至大胆提出，马太福音、马可福
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应该换个顺序，将约翰福音作为首选，
作为其他三卷福音的导论：
向我们指出基督到来的能力和好处的教义，［约翰福音］将
它展示得远比其余福音清晰……那三卷福音……展示了［基督的］
身体……但约翰福音展示了他的灵魂。出于这个原因，我习惯于
说 这 卷 福音 ［ 约翰 福 音］ 是 一 把打 开 理解 其 余福 音 之 门的 钥
匙……在阅读［四卷福音］时，另一种顺序会更有益，即是说，
当我们希望在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中读出，基督是父赐给我们的
时候，我们应该首先从约翰福音学到他被显明的目的所在。16
大家多半会问，关于耶稣的目的的问题，路加的答案怎么会
不充分呢？“我必须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
43）。但是，对于使徒们提出的问题——当使徒们在神国的福音
上经过三年及另外六星期（徒 1：3）的全面训练之后，他们问：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加尔文的反
应却是反感。从加尔文的非弥赛亚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一个错误
的问题！“这个问题中的错误之处和问题所用的词语一样多，”

15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1902），4：
241，强调部分另加。
16 《约翰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aker，1847，1：21-22。

149

神的儿子
他写道。17 耶稣根本没这么想。他只是告诉门徒们，地上那个弥
赛亚国度到来的时间没有启示出来（徒 1：7）。
尽管加尔文对启示录有所犹豫——加尔文没有写启示录的评
注——而路德明显地没有留心耶稣在启示录中给出的警告，但是，
教会仍然将相当大的信心放在加尔文和路德的属灵领导上，对于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读者应该仔细想一想：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
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
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启 22：18，19）。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
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 1：3）。
这听起来几乎不像是这卷书能被无关痛痒地降级成一个附录！
启示录在圣经中是以直接来自基督的、给教会的信息而出现的。
它的权威性和耶稣死前教导的权威性完全一样。耶稣无疑没有改
变他在地上传道使命期间所申明的以色列一神论信仰。“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启 15：4）。这是最纯正的犹太教-基督教一神论，并不受耶稣升
至神的右边的影响。然而路德却盲目到一个地步，甚至不理会耶
稣强烈的警告——他在启示录的话有极高的价值。
众所周知，在启示录中，耶稣将旧约预言的线索都聚集在一
起（它间接提到以及引用希伯来圣经达好几百次），并且描述了
在他复临时地上的神的国的建立。它是旧约及新约之憧憬合适的
高潮；它描述了神的国的得胜——归来的弥赛亚在更新了的地球
上所建立的国度，要战胜敌对的世界。
新教徒通常不会严肃认真地将耶稣的 教导作为信仰的基础，

17

《使徒行传注释》（Commentary up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Baker，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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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在福音派群体中几乎是普遍现象。与耶
稣反复的警告相悖，基督徒常常想象，信仰某种程度上始于保罗，
而耶稣可能会无所妨害地被降到某种基督前身份：这种令人遗憾
的、广泛存在的倾向从下文这段引自 D.詹姆斯·肯尼迪（D.
James Kennedy）的话中能反映出来：
现今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精髓是耶稣的教导，但事实并非如
此。阅读一下使徒保罗的书信，也就是占据新约大部分内容的信
件，你就会看到，其中几乎没有任何讲说耶稣的教导的东西。新
约其余内容从头至尾都极少提到耶稣的教导，此外，在使徒信经，
即信的人最多的基督教信经中，耶稣的教导也没有被提到。耶稣
的楷模形象同样没有被提到。被提到的，只有耶稣生命中的两个
日子——他的诞生之日，他的死亡之日。基督教不以耶稣的教导
为中心，而是以耶稣此人为中心，他是成为肉身的神，来到世界，
将我们的罪过背负在他身上，并且代替我们死亡。18
保罗事实上是耶稣的一个跟从者，从而是他的教导的遵从者。
保罗遵从大使命，并将神的国作为福音的核心来传讲（徒 19：8；
20：24-25；28：23，31）。肯尼迪博士身上反映出的这种倾向，
就是导致教堂信众不再扎根于耶稣这位拉比兼救主的原因，但是
耶稣对犹太教一神论的独一之神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始
终坚持要求，必须听并遵从他的话语和教导。

作为新约书卷来源的耶稣
耶稣应许要通过他的代理人将一切必要的事传达出来（约 14：
26；16：13）。保罗认识到了这个重要的事实：“我们是用圣灵
所指教的言语”（林前 2：13）。在新约，先知服从于使徒（林

18

“我如何知道耶稣是神”（How I Know Jesus Is God），《转变的真理》
（Truths that Transform），11 月 17 日，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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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4：29-30；弗 4：11）。
当所有的事情在宗教改革时期都被重新研究时，有些改革者
寻求途径以消除他们和他们的跟从者们对圣经正典的疑虑。就某
些方面而言，此举是改革思想令人遗憾的一面，因为一旦神已经
按他的旨意为他的子民决定了圣经的固定内容，那就成了历史事
实，而且那是一个不可重复的过程。然而，路德为圣经书卷订立
了一个神学测试（并且对一些书卷提出质疑）——“它们教导基
督了吗？”［路德说启示录没有。］似乎同样主观的是，加尔文
坚持认为，关于什么是神的话，什么不是，神的灵为教会历史任
何阶段中的每一位基督徒作证……路德和加尔文两人提出的正典
测试题都是不正确的。19
宗教改革者们选择性的方法倾向于将耶稣的 教导推到幕后。
这种倾向的众多后果之一，就是耶稣自己将神看作单一个体的犹
太式定义丢失了。
有证据表明，所有福音书卷和保罗书信在约翰去世后 30 年之
内都被使用着。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公元 95 年）
显示出许多新约书卷的知识。耶稣应许圣灵会叫他们想起一切，
以此，他给新约的正典赋予他的权柄。因此，根本没有理由证明
选择有些书卷而贬低其他书卷是正当的。虽然那些书卷直到第 4
世纪时才正式被列为正典，但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它们从一开始就
没有被认作是使徒著作。20
保罗讲到他的话是主的命令（帖前 4：2）。保罗著作被彼得
以圣经来看待（彼后 3：16）。提摩太前书 5 章 18 节引用了申命
记 25 章 4 节，不要“笼住牛的嘴”，以此为圣经，并且把它与路

19

F.F.布鲁斯等，《圣经的来源》，75-77 页。
正如在早期，星期天是对复活的一种纪念，而到了后来，君士坦丁大
帝就通过立法正式将其确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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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福音 10 章 7 节结合起来。所以，旧约和新约有着同等的权威性。
新约用了 50 年的时间写成。彼得讲到众先知是神圣的（彼后 3：
2），讲到主耶稣通过他的使徒们发出命令。而且使徒们还是“圣
使徒”（弗 3：5）。

将耶稣挪回旧约并失去他
在第 2 世纪早期，一种全新的解读圣经的手法明显地出现了。
它是对新约观点的一种背离。神的儿子神秘地变成了旧约历史中
活跃着的一个形象，以与雅各摔跤的天使的身份出现。耶稣关于
独一之神，以及关于他自己是大卫的子孙的基本教导，经历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F.F.布鲁斯写道：
随着基督的到来，以及对给他作见证的新约圣经的新理解的
出现，一种理解圣经的新维度被打开。但是，新约中基督徒对旧
约的解释是克制冷静且训练有素的，这与我们在 使徒后时期所发
现的形成了对比。新约中没有提到与雅各摔跤，使徒教父中也没
有。但是殉道者游斯丁［150 年］在他与特来弗（Trypho）的对话
中，自信地声称，那位神秘的摔跤者，即被讲述者描述为“一个
人”，又被雅各称为神的摔跤者，必定就是被基督徒确认是神和
人的那一位。听着游斯丁滔滔不绝的辩论，特来弗［一位犹太人］
越来越茫然不解。 这样应用圣经，对于他来说，完全闻所未闻 ，
而且他无法理解，一个人如何能以游斯丁所解释的意思去理解它。
但是在游斯丁身上，对此事件的这种理解，和他对其他旧约事件
——神或者他的天使以人的形式显现或对人类讲话的事件——的
理解是一模一样的。基督论对这类事件的解释，在新约文献中证
明不了，即使能被证明，那也是微乎其微；但是在游斯丁时期，
它是已被确立的一个传统，因为几乎没人认为游斯丁有可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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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一旦确立，该传统就充满活力地保持着。21
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同样远远超出了圣经的概
念，因为他写道：“当我全部的力量衰残，我同神-人一起得胜”
〔“来吧，你这未知的行者”（Come, O Thou Traveler Unknown），
赞美诗〕。
我们在第 2 世纪中期所看到的，是一种明显的对新约的背离。
这种远离使徒信仰的行为，导致对于神和他的儿子的新教义出现。
乔治·珀维斯（George Purves）觉察到，新约时代的基督教与其
后不久的基督教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异：
使徒后时期的文献中，新约教义常常被支离破碎地重组。它
们混合着其他异于使徒基督教的思想。后者在无意中被扭曲，被
错解了。新约作者呈现他们的信仰的立足点似乎已常常被他们的
继任者弄丢，结果是，使徒们的用词总是以变了的意思被重复。22

圣经的弥赛亚故事
认为神的儿子在旧约时代就在行事的概念，干扰了圣经中描
述的所应许的救赎计划。司提反没有想象主的天使就是耶稣本人
（徒 7：35，38）。随着历史的前进，以色列的神不断在亚伯拉罕、
大卫和众先知身上确认他远古的应许：夏娃的“后裔”将作为人
类的拯救者到来（创 3：15）。故事展开，它是一个热切的盼望，
即一个儿子要降生在以色列（赛 9：6），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申 18：15-19）将从以色列民中产生。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以

21

F.F.布鲁斯，《圣经正典》（Canon of Scripture），Intervarsity Press，
1988，328 页，329 页，强调部分另加。
22 “异教主义对使徒后基督教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Paganism on
Post-Apostolic Christianity），再版，《激进宗教改革期刊》，8：2，1999，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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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对此一无所知）会从天而降，并变成人类胎儿，这样一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严重破坏了这个计划。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对立的故事早在公元 150 年殉道者游斯
丁的作品中就很完善了。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伊格那丢的一些信
件就称耶稣为“我们的神”。有了这个，新约清楚的单一神一神
论就开始被模糊起来。神的儿子的家谱应该是追溯到犹大，到亚
伯拉罕的。但“正统”体系追溯的子的开端超出了那些指明的祖
先。弥赛亚因此就被追溯到圣经地图以外，被变成本质上不是人
类的一个人，追溯不到大卫的血脉。要有资格作弥赛亚，神的儿
子就必须根源于大卫的家系，根源于以色列的历史。
圣经故事的整个要点在于，神的儿子必须是夏娃、亚伯拉罕
和大卫的亲生后裔。从血统上讲，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
他必须出自大卫的家族。他必须是一个以色列人，是“像摩西的
先知”。如果突然间一个从天而来的、全新的、非人类的人物被
插入故事情节中，神的整个计划就脱轨了，被搅乱了，而且非常
地错综复杂。救主出自亚伯拉罕和大卫的连续的血统这个应许，
就变得不可能。从本质上讲，救主不再是人类。教会不说“他”，
即所应许的弥赛亚，而是改变体系，以非常抽象的术语，说“他
的人性”。以色列和世界的弥赛亚已经被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
陌生存在代替了。这位非弥赛亚的弥赛亚，教会需要离他远一些，
并且教会需要重新找回它的犹太之根、弥赛亚之根。教会应该再
一次公开承认它真正的根脉——耶稣和以色列的信条。它应该丢
弃奥古斯丁的奇异观点，即耶稣从先存状态到来时，加给“他自
己他所不是的”（to Him what He was not）。23
保罗警告了缺乏知识之热心的危险（罗 10：2）。他很想证
实，他的犹太同胞对神有热心，但那是一种盲目无知的热心。他
的目标是救他们脱离他们受错误思想引导的宗教信仰。他们需要
的是“知识”。而很好地理解耶稣和他的神的国的福音，便是解

23

《约翰福音论文集》（Tractates on the Gospel of John），17.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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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之道，因为约翰讲到，“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
性，使我们能认识神”（约一 5：20，参新译本）。这是重复以
赛亚书 53 章 11 节那古老的预言——这节经文在福音传道中几乎
没有被提到过——弥赛亚将“以其知识，俾多人为义”（文理
本）。
打趣地说耶稣从友谊式布道（friendship evangelism）过程中
可能得到了好处，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实上，耶稣刻意与税吏
和无宗教的人做朋友。今天，有大量“非教会的”寻求神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回归耶稣的信条，将会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解脱，
脱离被很多人都接受的，将神神秘化，即认为神是三位格存在于
一体的思想。当透过圣经的希伯来作者、希伯来氛围和它对神强
烈的唯一神论观点这些眼光来阅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可读性和
说服力要强得多。
犹太人和耶稣的独一无二的神，仍然是我们还没有尝试过的、
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建立更单纯的基督教的凝聚点。犹太人敬拜的
是一位看不见的神，因为雅伟从未死过，他不需要被复活。虽然
那些再三重复以色列先知之呼吁的拉比们发出警告，可是，甚至
一些犹太人也受到了希腊哲学的诱惑。问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
教会向文化投降，交出它的一神论，这是不是自杀？诺曼·斯奈
司（Norman Snaith）博士警告说：“天主教神学和新教神学都没
有以圣经的神学为基础。两者都是被希腊思想所支配的基督教神
学。 异教思想已经大大地支配了基督教思想。” 24 他的质疑是有
道理的。卡农·高治（Canon Goudge）正确地警告我们：“希伯
来思想被取代，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开始主宰［教会的］观念：
那场灾难，教会从未从其中恢复过来，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

24

《 旧 约 的 独 特 思 想 》 （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 ） ，
Epworth Press，1944，188 页，189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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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方面。”25
原真理如此丢失的一个标志，能够显现在不公正的翻译上，
这种翻译把耶稣提升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地位。我们公认的圣经译
本做了调整，以延续这样一个神话：我们作为教义而教导的东西，
在圣经的书页中已经存在了。翻译中一些细微的扭曲助长了这种
错觉。一个明晃晃的例子就是，使用“拜/敬拜”（worship）这个
词，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一个印象：耶稣肯定是神，因为“敬拜”
用在他身上。耶稣从未要求以神来敬拜他。

拜/敬拜
贾森·贝杜恩（Jason BeDuhn）在他的《翻译上的事实》
（Truth in Translation）中提醒了我们一个基本的圣经事实：“在犹
太传统中，弥赛亚只是一个被拣选的人类：没有暗示说他是一个
神性存在（divine being）。”26当然，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
独特地被童女所生的、无罪的“神的儿子”，是唯一一位实现了
他的命运，作为不会朽坏的人，现在在天上，坐在神旁边的人类。
很多学者都完全认识到，后来就耶稣的身份而产生的争论，
与耶稣和使徒们所关心的事毫不相干；下面这位当代学者，正是
这诸多学者中的一位。

25

“犹太人的圣召”（The Calling of the Jews），出自《犹太教与基督教》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1939，50 页。
26 贝杜恩，《翻译上的事实》，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3，43 页。
我们这时代中，单词“divine”（神的，与神有关的；神圣的，圣洁的）有
不同的用法。耶稣是无罪的，是童女所怀的孕，而且他惟独反映了他的父的
思想和性情；从这几个意思来讲，他确实是“divine”（神圣的，圣洁的），
但是他不是神（Deity），不是与三位一体神的其他两个成员同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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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提供了讲论耶稣的身份的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是谈论
他的本体：耶稣是神吗？他是人吗？还是说他既是神也是人？教
会在奋力解决教义争论的时候，尤其是在第 4 世纪和第 5 世纪时，
沿着这条途径进行，最终就出现了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定义。那

不是耶稣关心之事，不是新约作者关心之事，甚至也不是约翰关
心之事。27
支持“正统”的强大宣传已经侵害了我们对圣经的标准翻译。
公众已经受到错误教育，相信如果圣经中谁被“拜/敬拜”
（worship），谁就一定是神。正如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许多事例
所表明的，事实并非如此。耶稣预言，时候要到，他的跟从者们
将要受“拜/敬拜”（启 3：9），但他们无疑不是神。
我们都承认，尼布甲尼撒不认为但以理就是神。但尼布甲尼
撒事实上向先知“致敬”（但 2：46）。KJV（英王钦定本）说王
“拜”（worship）但以理。我们都知道大卫王不是神。然而大卫
同神一起“受拜”。KJV 告诉我们，在历代志上 29 章 20 节，“会
众……拜雅伟与王”。由独一神特别委任的代表值得“拜”或值
得恭敬。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是神。
新约将耶稣认作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约 3：2，新译
本），“神藉着他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徒
2：22）。耶稣是神所委任的要按公义管理天下的那个“人”（徒
17：31）。约翰的福音中只有一例，讲到“拜”耶稣。瞎子拜他
（约 9：38）。早在 1837 年，神职人员查尔斯·莫格里奇就提出，
“仅仅‘worship’这个英语单词一读，就支持了耶稣被 当作神 来

27

R.大卫·凯勒（R. David Kaylor），《先知耶稣：他地上之神国的异象》
（Jesus the Prophet: His Vision of the Kingdom on Earth），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94，206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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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思想。假如［KJV 的］翻译家们将马太福音 8 章 2 节翻译
成‘向他致敬’的话，那么就没有东西来支持经文想要表达崇拜
神这种信念”。28
莫格里奇指出，将耶稣和神一起作为赞美的对象，从这一点
应该得不出结论说，耶稣是神。他说得非常好。在出埃及记 14 章
31 节，“以色列人敬畏雅伟，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类似地，
在撒母耳记上 12 章 18 节，“众民便甚惧怕雅伟和撒母耳”。历
代志下 31 章 8 节：“希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垒，就称颂雅伟，
又为雅伟的民以色列人祝福。”在新约，神和他的代理人被紧密
地联系起来，这并不意味着那代理人就是神本身：“圣灵［神切
实的同在和他运行着的大能］和我们定意”（徒 15：28）。“有
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帖前 2：10）。这一点反映出旧
约的经文，其中，大卫对将他当作王来拜他的亚比该说（撒上 25：
23）：“雅伟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
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撒上 25：32-33）。
在使徒行传中，哥尼流被使徒彼得的身份深深触动，以致他
“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徒 10：25）。哥尼流没有将彼得和神混
淆。哥尼流无疑没打算向彼得做出“敬拜神”的姿态。彼得指出
的只是，作为一个人，他没想要这样的尊敬之礼。耶稣认识到，
有时候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荣耀是不恰当的。他在一个比喻中讲
到，聪明的客人要坐在末位上，这样，当那请他的人来时，他会
说：“朋友，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得‘尊崇’
（worship）了”（路 14：10，钦定本中译本）。这并不是说“上
坐”的那个人会被敬为神。在另一个比喻中，耶稣指出，一个仆
人会“俯伏拜”一个人类主人（太 18：26）。

28

《真信徒的辩护——回应“不信耶稣是神”之罪名的控告》（The
True Believer’s Defence Against Charges Preferred for not Believing in the Deity of
Christ）。莫格里奇观察到，即使在当时，大主教纽科姆（Newcombe）都已
经正确地将马太福音 8 章 2 节中的“worship”翻译成“向他行礼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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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英王钦定本圣经选取这些经文来说明，在 1611 年，
“worship”这个词既可以表示对神的崇敬，而且 在另一个意义上 ，
也可以表示给予位分较高之人类的尊敬。现代翻译家们知道我们
不 再 把 单 词 “ worship ” 用 于 人 类 的 位 分 较 高 者 ， 就 经 常 将
“worship”（proskuneo）一词用“行礼示敬”（to do obeisance
to）、“致敬”（to do homage to）这类词组来代替。
但是当“worship”被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们会采用什么
政策呢？显然，他们有一个选择。如果他们想让你相信耶稣是神，
那么放在你这位现代英语使用者面前的合适的单词就是，
“worship”。按照我们今天对“worship”这个词的用法，它只用
于神；由此，你就会得出“正统”翻译家们想让你得出的结论，
即耶稣必定是神，因为圣经说他受敬拜（is worshipped），而我们
知道只有神才能受敬拜。
然而，翻译家们将这种印象强加于你，而且误导了你。他们
不让你知道，proskuneo 是一个“灵活的”词，含义宽泛，可描述
给不同位分的人的尊敬行为，其中当然包括最高地位的神。公众
所阅读的现代圣经的翻译家们将其神学偏见带进翻译工作中。他
们让耶稣“被敬拜”（be worshipped），从而制造出关于耶稣是
谁的虚假印象。作为弥赛亚和王，他无疑应受到最高意义上的崇
敬，但是没到让他完全等同于独一之神的地步。
当博士在刚出生的弥赛亚面前俯首致敬时，大部分现代译本
都告诉你，他们在“敬拜”（worship）那婴儿。这会助长以耶稣
为神，把他看作永恒三位一体神之第二位的信念。罗马天主教译
本（新美国圣经，NAB），和新修订标准译本（NRSV）与众不
同，因为它们在三博士这一段的经文中做了公正的翻译。它们说，
三位博士俯伏在耶稣面前，“向他致敬”（did him homage）或
“向他示敬”（paid him homage）（太 2：11）。它们没有试图告
诉我们，来自东方的波斯占星家相信他们是来探望“婴儿神”的。
他们欢欣，是因为发现了以色列的弥赛亚。
这两个译本觉察到“worship”正确的现代含义是“向……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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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do homage to），译本承认，单词“worship”用于耶稣，这
本身并不能证明他的神性。一位从各种译本中仔细研究过这个问
题的当代学者警告圣经读者。他指出：
译者的偏见导致他们限制了他们允许读者所能够考虑的范
围……宗教改革为所有信的人都能够接触到圣经，为个人直接体
会和解释经文的权利而战斗。现代译者破坏了那项事业，因为他
们仍然试图让读者去理解能被译者自己的信念和偏见所接受的东
西，他们出版的是解释，而不是翻译。29
亚瑟·温莱特（Arthur Wainwright）的研究《新约中的三位
一体》（The Trinity in the New Testament）深受尊敬，在书中，他
关于“worship”一词在基督身上的用法不能让我们得出他被 当作
神来敬拜的结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研究，研究之后，他总结说：
已经讨论过的 proskunein［to worship：拜；敬拜］的实例，
并不能有力地强化［从敬拜神的意义上］敬拜基督的证据。单词
proskunein 不止一个意思，它既可以用来表示东方人的示敬礼，也
可以用来表示真正的［对神的］敬拜，这样，就不可能从证据中
得出确定的结论。30
这一点并没有阻止大量作家忽视这些语言事实。温莱特也没
有发现有将敬拜献给圣灵的例子。这是因为在新约中，圣灵从未
被看作是神的第三位格。圣灵是神运行着的大能和他切实的同在。
圣经中没人曾向圣灵祷告，或赞美圣灵。现今，在灵恩派团体中
听到的“来吧，圣灵”这种奇怪的呼吁——好像圣灵是神体的第
三个成员似的——与圣经是全然格格不入的。

29

贝杜恩，《翻译上的事实：新约英语译本中的精准与偏见》（Truth in
Translation: Accuracy and Bias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49 页。
30 《新约中的三位一体》，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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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表示“拜/敬拜”（worship）的圣经用词之含义的典型一
例，是彼得·图恩（Peter Toon）在《我们的三位一体神》（Our
Triune God）中所说的话：
初代基督徒，即使徒们和门徒们，完全委身于永活的神，委
身于他的单一性和独一性。然而很快地，在不丢失他们对 YHWH
之单一性的强烈委身的同时，他们开始讲论和 敬拜被复活、被升
高和被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承认他和父一样，有神性。31
他在说出这番话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承认，希伯来圣经在
申命记 6 章 4 节的信条，“是被耶稣所接受和肯定的”（可 12：
29；太 22：37；路 10：26），也是被他的使徒们所接受和肯定的
（罗 3：30；林前 8：4，6；加 3：20）。图恩还说：
耶稣对他的试探的最高回应是，引用申命记 6 章 13 节，“当
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太 4：10）［latreuein，侍奉神］。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耶稣对年轻财主的回答，“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可 10：18）。32
图恩讲到了“简单的任务，即注意新约中对一神论的清楚的
委身”。他承认：
在新约任何地方，一神论信条是理所当然的——“神是一位
——eis o theos”。事实上，神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
他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犹 25）和“独一全智的神”（罗
16：27）。所以，“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
永 世 的君 王 、独 一 的神， 直 到永 永 远远 。 阿们” （ 提前 1 ：
17）。 33

31

彼得·图恩，《我们的三位一体神》，Victor Books，1996，113 页。
同上，114 页。
33 同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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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恩给我们留下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印象。一方面，耶稣肯
定希伯来圣经的单一神一神论。另一方面，对于推行“一神论的
变异”，使徒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种变异，是“一群人对犹
太教一神论宗教敬拜的重新定义，而这种重新定义，必须被看作
第 1 世纪早期犹太教传统中的一场运动”。34在新约时代晚期进行
写作的马可，对耶稣信条的这种扩展或改变，闻所未闻，而那时，
其他对观福音书描述的耶稣是，极力遵守他称为最重要之命令的、
他的传统信仰的单一神一神论。图恩断言，“耶稣被给予了在犹
太教传统中只会给神的敬虔”。35 如果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耶稣
被认为是神，在任何一面都与父同等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提出抗
议了。
图恩试图从新约找理由，为对耶稣本人提出的犹太教-基督教
神的定义做出的“重大变异”进行辩护，他的这一举动肯定被判
为失败。此举很大胆，但是有破绽。对于基督徒来说，任何重新
定义耶稣明确声明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圣经中没有新的对神
的二位一体论理解。图恩的论证过程几乎没有让人看得出来的步
骤。他必须得出他所认为的“正统说法”。但是它不是耶稣的正
统说法。他觉得他已经在新约中找到了“基督教一神论的新形
式”。他相信在新约书页中有一种“普遍的三位一体论意识”，
“从这种普遍意识中，产生出一种未言明的三位一体论”。36
图恩希望说服我们，让我们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迈克尔·拉姆
齐（Michael Ramsey）一样，相信“初代基督徒以以色列的一神

34

同上，115 页，引述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一神，一主：
早期基督教敬拜与古代犹太教一神论》（One God, One Lord: Early Christian
Devotion and Ancient Jewish Monotheism）。
35 同上，115 页。
36 同上，121 页，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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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开始，在没有丢弃那个一神论的情况下，受耶稣在他们身上
的影响力的引导，开始敬拜耶稣为神”。37 但是耶稣没有授权这
种“发展”。一个人不可能既把神看作一位，同时也看作三位来
敬拜，然后还宣称他没有篡改耶稣和圣经的基本教导。令人惊异
的是，图恩不得不承认，新约基督徒没有讲“ 神（theos）是三位
一 体神， 因为对 他们来说 ，神， theos ，总是（仅 几个特 例）
父”。38无疑，这是在承认单一神一神论论据。
但图恩似乎完全在矛盾中。他接下来引用了 B.B.沃菲尔德
（B.B. Warfield）的话，沃菲尔德自信地说：“新约作者简单地、
确 信 地 讲神 是 三位 一 体神 … … 整本 书 彻彻 底 底地 是 三 位一 体
论……［三位一体］被教导的量没有预先推定的那样多。”39
在这里，图恩好像对沃菲尔德的话有些不安。他补充说：
“沃菲尔德的意思不是教会的三位一体教义可以在新约中找得到。”
图恩“更愿意说三位一体的异象，或信念，或意识”。40
但是请注意，图恩现在已经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步骤，从“普
遍的三位一体论（trinitarian）意识”，“未言明的三位一体论
（trinitarianism）”，转到“三位一体（Trinity）意识”——从小
写“t”进展成大写“T”，成了首字母大写的“Trinity”，这一
点很是引人注意。41
在我看来，整个论述是站不住脚的。新约中耶稣没有被作为
神而受敬拜，而且称他为“主”不等于称他为“神”。耶稣建立
他的教会的先决条件是，他是弥赛亚，不是神。令人惊讶的是，

37

同上，126 页。
同上，127 页。
39 同上，128 页。
40 同上，128 页，129 页。
41 同上，125 页，129 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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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恩没有讨论诗篇 110 篇 1 节中两个“主”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别，42
要讨论独一的主神和主耶稣弥赛亚的关系，这节经文比其他任何
圣经经文都更能提供正确的参考准则。
沃菲尔德说，新约中三位一体是“前提条件”，对于那些将
这个条件带入圣经书页的学者们来说，他说得没错。因为带着三
位一体是新约教义，从而必须想方设法从耶稣的一神论来解释它
的人，正是他们。
图恩谨慎地指出，“耶稣在他被怀胎之前不存在”。但是
“神的儿子在马利亚存在之前就存在”。当图恩解释“先存的‘神
的儿子’在马利亚的子宫里取了人的本性”的时候，他是在描述
圣经后教义，不是路加和加百列所讲的内容。他敦促我们相信，
在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我们有‘至高者的儿子’成了人形，他
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是因为‘圣灵’的独特的临在和作
为”。43
加百列没有呈现这种教义。神的儿子是神在马利亚体内生 子
的直接结果：“因此他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与非先
存的耶稣截然不同的、先存的“神的儿子”，是不存在的。图恩
承认耶稣不是先前就存在的，但他相信神的儿子先前存在。提出
一个还没成为耶稣的、先前就存在的“神的儿子”，就是给我们
呈现两个个体，一个是永恒的，另一个开始［被生（begotten）］
作人类。按照这个计划，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亦即神的儿子，
已经被一个先存的儿子给挤走了，这个先存的儿子追溯不到大卫
的血统，因此也就不是弥赛亚。

荣耀作为神的代理人的弥赛亚

42

虽然诗篇 110 篇在 118 页的括号中不带评论地出现了一次，但是图恩
的经文索引却没有包括诗篇 110 篇 1 节。
43 同上，197 页，198 页，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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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我们发现，异象中被看作人子的弥赛亚，受到了合
乎他的崇敬。Palach 在圣经亚兰语中一般指对神的侍奉/敬拜，但
是在但以理书 7 章 27 节被用在圣徒身上，而在 7 章 14 节被用在弥
赛亚身上。七十士译本在 7 章 14 节选择了 latreuo（敬拜，
worship ） ， 但 是 旧 约 另 一 希 腊 文 译 本 ， 迪 奥 多 田 译 本
（Theodotian），使用了动词 douleuo，它是个中性词，意思为服侍
（serve）。单词 latreuo 在希腊文新约中只用于对神的敬拜，没有
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没有被敬拜为神。圣经说只有父受敬拜，接
受希腊语单词 latreuo 所描述的敬拜行为。44
我们留意到，在七十士译本的一个版本中，但以理书 7 章 14
节里，latreuo 被用于弥赛亚。然而在那个异象中，人子把被赐予
神的国度的圣徒们也加了进来。从此处 latrueo 的这一次使用中，
不可能得出“耶稣是神”的结论。指 7 章 27 节对人子的侍奉时，
迪奥多田译本的 douleuo 和七十士译本的 peitho，都不容许就但以
理 书 中 的弥 赛 亚的 身 份做 出 武 断的 声 明。 因 此亚 兰 语 没有 用
palach 区分对神的侍奉和对人的侍奉。或者，我们可以说，圣徒
和耶稣接受了对神的那种敬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词的宾语
是模棱两可的。关于接受“worship”之人的身份，单词“worship”
本身并不能告诉你任何确定的信息。
启示录中对耶稣的敬拜，和整个新约一样，指出的无疑是为
人的弥赛亚被升到父的右边这个极高之位。颂赞之歌是唱给耶稣
的。他与神坐在神的宝座上。歌曲为赞美弥赛亚而唱，但“敬拜
神”（latreuo）却只为父所有。启示录 22 章 3 节显然不例外，因
为，正如《译者的翻译》（Translators’ Translation）在其注释中
所说的，“约翰写得有些松散。如果要更明确的翻译，这一段中

44

亚瑟·温莱特注意到，“新约中没有实例将基督作为 latreuein［宗教
礼拜］的对象”（《新约中的三位一体》，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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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所指是神，参看第 4 节”。 45 启示录中唯一的另外一处
latreuo，在 7 章 15 节，在那里，神是对象。再一次，我们应该仔
细地留意到，含义较宽泛的用词“worship”（proskuneo）被用在
荣耀了的圣徒身上（3：9），而且，这种用法不会让我们相信他
们是神！
启示录末尾强调了耶稣的身份。“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
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启 22：16）。单词“根”（root）的
意思是后裔。植物向上生长，也向下生长。新芽（shoot）源自于
原种，在这里，就是指大卫。46 新约最后几节经文的耶稣，被呈
现为所应许的弥赛亚，属犹大支派，而且是大卫的后裔；从新约
一开始（太 1：1），贯穿整个圣经，都是如此。他的家谱“追溯
到犹大”（来 7：14）。它的弥赛亚含义很简单，那就是历史的
耶稣，亦即现在已被复活，被升高，而且还会再来的耶稣的唯一
身份。保罗的福音包含了同样的中心信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提后 2：8）。我们没有新约理由破坏耶稣和圣经的单一神一神
论。
说因为要感谢耶稣，要向耶稣恳求，47 或者要为他歌唱，再
或者他在水面行走，所以他必然是永恒神体的一部分，这种论证
是错谬的。研究者研究关于神和耶稣的问题时，着手点不应该是
去假设什么样的事情是一个人类可能做得到的。在水面行走不能
证明耶稣是神。因为彼得就曾受邀去做耶稣所做的事。如果神定
意要将尊敬、崇敬赐给他独一无二的为人的儿子呢？如果天使受

45

由 新 约 学 者 和 宣 教 士 语 言 学 家 编 写 ， 英 国 圣 经 公 会 （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973，550 页。
46 意思为“新芽”的同一单词“根”在以赛亚书 11 章 10 节也出现了，
它讲的是耶西的后裔，在以赛亚书 14 章 29 节也有，在那里它描述的是毒蛇
的后代。
47 在约翰福音 14 章 14 节，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
就。”这里的代词“我”强烈地暗示，我们可以向耶稣发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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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拜”（worship）为人的耶稣呢（启 5：9）？我们不能草率
地下结论说，没有人值得这样的荣耀。决定谁适合为人类的罪死
亡，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并接受教会和天使之赞美的，是神。
子与父一起受荣耀，这是神自己对耶稣的抬高。发起人因他
特别的代理人而受荣耀。然而这并没有使子和非受造的神相等。
父神仍然是新旧两约所说的那一位，“独有你是圣的”（启 15：
4），“惟独你是神”（诗 86：10）。犹太教的、圣经的一神论
仍完好无损。
赞美之歌为向耶稣致敬而唱起（启 5：9，12）。耶稣和神一
样，都具有“察看人肺腑心肠”（启 2：23；比较诗 7：9）的能
力。然而他是终有一死的人类，是 死过的“羔羊”，按照定义，
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是创造万物的独一不死的神。耶稣享有授予他
的神圣的头衔。他和父一样，是神的伟大计划的终极，是计划的
“阿拉法和俄梅戛”，是“我们的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来
12：2，参新译本）。但这不能将神变成两位或三位。耶稣不是神，
是死过的“阿拉法和俄梅戛”（启 1：17）。神不可能死（提前 6：
16）。
《使徒教会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postolic Church）中，
“基督，基督论”（Christ, Christology）的作者 C.安德森·斯科特
（C. Anderson Scott）的评论富有教益：
［启示录的］作者……将基督与神相提并论，但没到使他们永
恒同等的地步。基督仍然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3：
14）；这句经文，可能应该理解为（比较西 1：18，“是元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还有西 1：15），他自己是所造万物的
一部分。48
这位学识深厚的作家用这句精妙的话为人类寻回了弥赛亚耶

48

《使徒教会词典》，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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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他是第一个获得了不朽坏之生命的人，因而是激励我们所有
人的榜样。如果他真的是神，那么他的成就将沦为一种装模作样。
同是这位教授，用他雪亮的眼睛，看到了在新约中寻找三位一体
所涉及的最困难的问题。“圣徒保罗没有讲三位一体教义，”他
自信地声明。49
在我们探求耶稣身份之事实的过程中，弗朗西丝·杨
（Frances Young）的话给我们很大鼓励：
如果我们避免带着受后来教义所染色的眼镜来阅读新约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幅与后来的正统说法截然不同的基督论图画——甚
至不止一幅。看一看当时的环境，我们就不但会觉察出导致教父
们所持教义立场的文化因素，还会觉察出他们神学结构的内在难
题；而对新约的传统解释，就是从教父们的立场出发的。50
正确研究“worship”一词，将大力促进恢复耶稣的圣经身份。
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单词“worship”不止有一个意思。利用这
一点，现代译本诱导读者相信，耶稣是神，因为他“受敬拜”
（is worshipped）。在黑斯廷斯久负盛名的《圣经词典》中，“新
约中的敬拜”（Wor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一文里，出现了一
条警告：“这个主题上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部分原因是希腊单
词 proskuneo 在使用时有两个含义，部分原因是 kurios［主，lord］
这个词用得不明确。”作者接下来提到一次班普顿讲座
（ Bampton Lecture） ，讲座的发言人声称，从耶稣被 “敬拜 ”
（worshippped）的各种场合中，能证明耶稣的神性。然后作者继
续说：
但是，不能证明这些情况的任何一个……表示的都不仅仅是

49

同上，1：189。
约翰·西克（John Hick）编辑，《道成肉身之神的神话》（The Myth
of God Incarnate），SCM Press，1977，14 页，强调部分另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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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及谦卑的致敬的动作。约瑟夫把单词 proskuneo 用在大祭司身
上……表示深深谦卑，以及给对方极高荣耀的俯伏于地的身体行
为，可能是其全部含义……给基督的致敬的含义会各不相同——
从麻风病患者在伟大的医治者面前简单地俯伏于地，到抹大拉的
马利亚和多马在复活后的基督面前的景仰；它的含义完全取决于
所获得的、关于他的本性的概念，所以就不能由我们在福音书中
所发现的单纯描述外在行为的语言来决定。51
这话完全正确，而且应该终止那些坚称因为耶稣被“敬拜”，
所以他就是神本身的说法。弥赛亚值得受天使的赞美，这是清楚
无疑的。而父呢，用耶稣的话说，是“独一的真神”、“独一之
神”，或“独有你是圣的”（启 15：4），这一点，依旧是一个
屏障，来阻止任何破坏耶稣本人所宣信条的行为。

为人的“神的儿子”的伟大成就
耶稣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他被提升到神的右边，标志着世
界历史中一次全新的飞跃。神已经升高他的长子，使他拥有不朽
坏的生命，如果他在永恒中已经拥有了这种生命，那么这生命就
成了一个可笑的假充之物。那样的话，他获得的是什么呢？而且，
如果三位同等的神同等地将“人性”加于其身的话，那么在三位
一体神（如果这样一个事物存在的话）身上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神的“形式”（shape）将永久地被改变。
圣经所展示的弥赛亚故事的简单性，已经被正统教义变成一
个错综复杂的恶梦。对圣经中的“worship”的含义不加思考，此
举还为“将神的身份转变成所谓的‘三位一体一神论’”推波助

51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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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神自己的故事，也就是他准备将
他独一无二的儿子带入历史的故事：“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来 1：6）。“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加 4：4）。52
圣经故事的整个要点在于，神的儿子必须是夏娃、亚伯拉罕
以及大卫的亲生后裔。从血统上讲，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
他必须是一个以色列人。如果突然间一个从天而来的、全新的、
非人类的人物被插入故事情节中，神的整个计划就脱轨了，被搅
乱了。救主出自亚伯拉罕和大卫的连续的血统这个应许，就变得
不可能。从本质上讲，救主不再是人类。弥赛亚已经被一个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陌生的生命给代替了。教会需要退离这位非弥赛
亚的弥赛亚。
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他是“主的弥赛亚”（路 2：26），是
“神的圣者”（the holy one of God）（约 6：69）。“圣者”等于
新约单词“圣徒”（saint），那是给基督徒的称号——“圣徒，
圣者”。在七十士译本的士师记 13 章 7 节，弥赛亚头衔“神的圣
者”被用在参孙身上。被这样描述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归为圣
的人。是神“所膏立的”，这一点表明了耶稣与神之间的一种特
别的关系。基督徒和列祖都是神所膏立的。“不可难为我受膏的
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诗 105：15）。“那在基督里坚固
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林后 1：21）。
弥赛亚意义上的“神的儿子”，是圣经关于耶稣是谁的“正
统”定义，它根源于希伯来圣经给王的头衔（诗 2：7）。就连百
夫长都称被钉十字架的他为“神的儿子”（可 15：39）。当公会
问耶稣时，耶稣确认了他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弥赛亚，神的儿

52

请注意这里刻意的、不寻常的用词 ginomai，而且在罗马书 1 章 3 节它
表示存在的起始，不仅仅指“诞生”（birth）。请比较马太福音 1 章 18 节中
耶稣的 “起源”（genesis ） 。再请注意表示“诞生”的正常用词是 gennao
（参看伯 14：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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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 14：61-64）。同样将神的儿子与弥赛亚结合起来的情况，
是保罗在罗马书 1 章 1-4 节的开篇语中讲到福音的时候（正如马可
在马可福音 1 章 1 节开头的定义）。耶稣是神的儿子（罗 1：3），
同样也是大卫的后裔（罗 1：3），他的“神的儿子”的身份，是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的。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并且作为
新约启示的基石，他是大卫的子孙，应该被称为“主”，弥赛亚
（太 15：2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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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耶稣是“我主”弥赛亚：
诗篇 110 篇 1 节的黄金之钥
“有可能最早的基督教信条声明是既简单又深奥的宣告‘耶稣
是主！’（罗 10：9；林前 12：3；林后 4：5；腓 2：11）。
说耶稣是主（希腊文： Kyrios Iesous ），就等于新约希腊文说
‘耶稣是雅伟’”。1
“我们不能假设使徒们将基督等同于耶和华。有经文证明这不
可能，比如诗篇 110 篇 1 节。”2
在保罗的著作中，“没有清楚的声明揭示出存在于一个神性
本质中的三个位格的三位一体。”3

1

F.F. 布 鲁 斯 ， 《 耶 稣 ： 主 和 救 主 》 （ Jesus: Lord and Savior ） ，
Intervarsity Press，1986，203 页，但是也请参看他在脚注 493 中的观点。
2 查尔斯·比格（Charles Bigg），神学博士，《国际批判性评注·彼得
前书》（1 Peter,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T&T Clark，1910，99
页，强调部分另加。
3 拉·杜，《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指南》，25 页，指伊夫·孔格尔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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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头的引文显示出袭裹了教会的混乱。保罗著作中没有
三位一体，一位评论家说。另一位说，不可能将耶稣等同于雅伟。
但是另一位又反驳他说，耶稣被等同于雅伟。谁是对的呢？
在第 1 世纪承认耶稣是主，让基督徒既有别于犹太教，也有
别于罗马人拜凯撒（Caesar）为主。然而，承认耶稣为主，毫无
疑问地，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已经丢弃了他们的创建英雄耶稣所全
力支持的单一神一神论信条。如果有人说新约作者提出两位都是
雅伟，那么新约就受到了侵犯！
保罗一遍遍地在神——他所说的神是父——和主弥赛亚耶稣
之间做出再清楚不过的区分。对于保罗来说，神是“我们主耶稣
弥赛亚的父神”（罗 15：6；林后 1：3；弗 1：3）。他使用该精
准短语来表达他对神与耶稣之间的区别的理解。他从来没写过
“子神”（God the Son）。他一次都没说过“神和神”（God and
God）。他也没有像后来的信经那样，使用短语“出于神而为神”
（God from God）。保罗知道的是“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弗 4：
6）。这完完全全是犹太教对神的定义。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描述的
保罗，表达了他对他犹太教传统信仰中的神的信念（徒 24：14），
而且那位神从来都不是三位一体神。被复活的耶稣派去向保罗传
达其使命的亚拿尼亚，代“我们祖宗的神”讲话（徒 22：14）。
类似地，彼得也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彼前 1：3）。
同等的“神”不可能被说成“神 的神”或“神的父”这样的
关系。耶稣讲到“我的神”，认定父既是他的神，也是基督徒的
神（约 20：17）。三位一体思想把很久之后的教会思想引入新约，
结果将新约文献弄得一片混乱。
与新约一样，保罗将耶稣定义为基督或弥赛亚。他说耶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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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4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5 ，“主耶稣基
督” 6 ，“主基督”7 。耶稣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而神被美妙地
描述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弗 1：17）。保罗、
彼得、约翰以及犹大，都说到独一的神是“父神”，“神，即父”
（弗 5：20）。一次又一次，主耶稣基督与被宣称为他的父的主神
相区别。新约中约 1317 次提到神（o theos8）的地方，都指耶稣的
父，而且没有一个能被证明是指“三位一体神”。圣经只字未提
任何三位一体神，因为整个圣经中，单词“神”从未描述一位在
三个位格中的神。非常明显，三位一体神与圣经格格不入。单词
“三”和“神”从未在任何圣经经文中一起出现。而且以“我自己”
讲话的雅伟，对他是单一的一位（耶 29：23 等等）这一点，提供
了完全充分的描述。
保罗在突然地、惊人地转而相信耶稣是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
赛亚之前，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利赛人。他所认识的神，是
他的犹太传统信仰的神，而且他的那种信念从未动摇过。他讲到，
犹太人的神和外邦人的神是同一位神（罗 3：29）。保罗在加拉
太书 3 章 20 节宣告，“神是［唯一的］一位”；通过这个宣告，
同时藉着他新旧两约的神是同一位独一之神的宣言，保罗驳斥了
三位一体神的思想。9
现今，教会聚集在真神包括三个位格这个总信念之下。圣经
信条已经遭受了明显的修改。神不再是单一的一位，即耶稣的父，

4
5

罗 1：4；5：21；林前 1：9。
罗 6：23；8：39；林前 15：31；弗 3：11；提前 1：2；1：12；提后 1：

2。
6

保罗著作中 19 次。还有雅各书 1 章 1 节。
西 3：24；比较路 2：11。
8 我们的希腊文单词音译词反映的是现代希腊语发音，而不是传统的伊
拉斯姆发音（Erasmian pronunciation）。
9 《扩展本圣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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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包含三个位格的复合体。犹太人和穆斯林都
认识到，圣经的唯一神论信条，也是耶稣本人的唯一神论信条，
已经不得不为圣经后时期给神的新定义让道。神学的基础已经发
生了根本变化。耶稣同他自己所声明的信条已经被分离开，然而
他还被宣称为教会的创始人，并且这些教会还以一个他闻所未闻
的信条的名义聚在一起。
新约有 1300 多处提到“神”。原希腊文本中，用于独一之神
的词是 o theos（神），而被这样称呼的，是父，这一点对所有读
者来说都是清楚无疑的。“父”从未指“父、子和圣灵”。从指
神为父之经文的前后文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父神”（God
the Father）简单地证实，新约中的神指的是父。他既是神，也是
他的儿子耶稣的父。这些对神、对耶稣的定义性头衔，对于任何
读者来说，都是明摆着的，而且，举个例子，看一看保罗给教会
的信件的导语，它们也可以得到证实。问候发自身为主耶稣基督
之父的神。问候发自弥赛亚耶稣。但问候从未发自圣灵，因为正
如我们之后看到的，保罗没有把圣灵看作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
对于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来说，神的灵不是不同于神本身的一位
神，就像“以利亚的灵”（王下 2：15；路 1：17，新译本）不是
不同于以利亚的一个人一样。神的灵是神切实的同在和他运行着
的大能，或者说是，被接上升后的耶稣切实的同在和他运行着的
大能，在世界上以各种方式作工。
神和耶稣因此有共同的灵，但是若说这意味着耶稣是神，那
就太着急给出错误结论了！那将会是在缺乏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排除了神能够将他的灵授予他所特别拣选的人类的可能性，而
耶稣就被赐予了他的父的灵，是人类最高的、独一无二的榜样。
大部分新约读者读圣经经文时，都带着一种已料定的结论，
即就是，后来的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信经在对圣经资料的解读上
是正确的。他们用尼西亚眼光去读圣经，而我们英语圣经的翻译
家们在这个过程中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在编辑上使用大写字
母（原希腊文中没有出现），强迫他们将“holy spirit”（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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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Holy Spirit”，第三个位格。圣灵是神自身的灵，是他在作
工中的影响力和大能，这是对圣灵原本的理解，但是译本通过对
灵（spirit）使用阳性人称代词，让读者对原本的理解产生偏见。
希腊文根本没有这样的要求。灵，应该合理地理解为“它”（it），
而不是“他”（he）。〔在 KJV 圣经的罗马书 8 章 16 节和 26 节
可以找到一例：“the Spirit itself”（圣灵亲自）。〕如果译者将
代词翻译成“他”，那么神是三个位格而不是一位的、后来的信
念就被强加于经文之上。翻译无疑是最微妙的注解形式。译者有
能力引导读者的思想，令其超越原希腊文的意思，由此“帮助”
他们阅读新约，就好像新约作者同意后来的基督教信条似的。
将后来的信条强加于新约之上，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处理保
存了使徒信仰的文献的方式。以好像圣经启示了一位三位格之神
的方式来谈论圣经，这是时间错置。这就类似于在问，保罗在他
的电脑上安装了什么软件。保罗对三位一体神的了解，和他对电
脑的了解一样少。如果保罗觉察到了竞争的“神”，他会警告要
提防他们，并且会坚持圣经的信条，而且耶稣本人就将他自己的
信仰建立在圣经的信条之上。
信三位一体神这个教义，是经过 300 多年的时间才打造出炉
的，其标志是第 4 世纪及第 5 世纪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和迦克
墩信条决议，如果一个人以这个教义为开端的话，他就会在新约
的某些经文中找到他所要找的东西。但是，这是带着一种先入为
主的偏见，即后来的信条正确地阐明了新约的偏见，来研究问题
的。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
我们需要一个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来理解圣经资料吗？
还是说，在耶稣本人的非三位一体信条中我们就能了结此事？耶
稣是被授权告诉我们神是谁的那个人；而与此信念相一致的解决
方案，似乎只有后者。只有拒绝让耶稣担任我们的拉比和神学向
导的时候，他所不相信的信条才有可能被归到他身上。
我认为，完全不需要用三位一体神学体系来解释新约关于神
和耶稣的资料。比解释更糟，它事实上搅乱了耶稣和使徒们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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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犹太神学，因为三位一体是强加于圣经，而后又反过来被读进
圣经的、格格不入的教义。它降低了为人之耶稣的伟大成就。三
位一体给神体增加了两个位格，从而使其复杂起来，而且同时，
它还削弱了耶稣是人这一事实——当然，他不是普通人！当然，
如果人指的是平常之人的话，那他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不是
一个“纯粹的人”（不管对它的解释是什么），而是以独特的方
式降生的，且无罪的“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被委任为人类
的大祭司，被授权在将来复活并审判死人（约 5：21，22，25，
27），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国度中统治世界（徒 17：31）。
根据希伯来书所说，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的”（来 5：1）。
他们必须是完全的人。被人们信作神的耶稣不符合这个范畴。新
约中所展示的他，是以色列的独一之神以独特的方式所生的儿子。
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神的儿子与他的父之间那种
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关系？在我看来，三位一体，也就是称耶稣
与神同等，且说他是永恒神体的一部分的三位一体，已经将他远
远地推出了圣经给他的任何一个称号。而且，为了找出理由，三
位一体论不得不毁掉一些关键的圣经单词的意思。
把两个（或三个）台球放在同一置球点，是不可能的事情。
将第二个球放在与第一个球相同的位置，它会取代第一个球。它
们不会同在一个位置。如果语言真的还有意义，那么称耶稣是神，
同时又当然地坚持父是神，就引进了第二位神。圣经中，“神”
这个用词是一种头衔。它事实上成了神的专有名称。“神是我们
的父，”犹太人抗议道（参看约 8：41），他们的意思是，那一
位，即神，是我们的父。关于真神的这一事实，他们可是从希伯
来圣经的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学到的。在痛苦的历史灾难之后，
他们学到了要紧紧抓住那位独一的神不放的功课，而那些灾难，
也让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向异教世界所展示的、对神的唯一神论观
点上。“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玛 2：10）。说“耶稣是神”，就意味着有两位都是神。这不是
以色列众先知所宣告，且耶稣所坚持的严格的圣经一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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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体中的二位一体或三位一体，让神是“独一的主”
（Yahweh）或独一的“主神”这个基本前提复杂化，而成千上万
的单数人称代词都表明，被如此称呼的神是单一的一个存在。称
耶稣为神，立刻就会引发一个问题：他如何能够在并非两个不同
的个体的情况下，是一个真正的人？“父是神，耶稣是神”的说
法，让大脑想到的是，有两位神。神学家们坚持说，两位都是神，
他们联合在一个本质中，所以他们力言，信心能够容纳都是神的
这两位，他们这么说，很难令人信服。他们已经背离了圣经所定
的思想范畴。那就让他们给我们展示一下，圣经在什么地方提出
过神是一个实体或本质，是由两个位格或更多位格统一起来的神
体吧。这样一个理论消除了圣经的那位独一之神，他从未将自己
展示为一个“本质”或一个“什么”。
将耶稣加入神体，引发了损毁一神论的可怕的问题。耶拿大
学杰出的新约教授 H.H.温特（H.H. Wendt）指出，将耶稣作为一
个成员包含在永恒神体中，破坏了一神论，即便基督徒声称没有：
古代的教会基督论为非常严重的难题所累。有些难题涉及到
它的内核和中心，就是说：从耶稣身上所看出的神，是一个先前
存 在 的 个 体 ， 是 Logos ， 是 神 永 恒 的 儿 子 ； 带 着 这 种 基 本 观
念……一神论被这种基督观毁坏了，而且对于基督教的神观来说，
一神论不是局外之物，而是基本的、本质的东西。
如果说，在耶稣里成为肉身这件事，被看作是他本人的，而
非本质上属神的，或者说，它被看作本质上属神的而非他本人的，
一神论都不会受损。但是，当这两个因素—他本人的和本质上属
神的——被结合在一起时，一神论不可避免地就受到损害了。如
果属于神内在本体的 Logos 是一个位格，且与父神的位格界限分
明的话，一种 复数状态就出现在神里面，纯粹的一神论也就瓦解
了……此外，古代的教会基督论令历史的耶稣的属灵本体不清不
楚，而且无法理解……将属于神本身的 Logos 与一个完全的人类，
与一个人类的属灵存在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历史的耶稣本身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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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性，而这种二元性与属灵上合一的个体性是相悖的……神的
不可理解性和三位一体的无逻辑性，二者毫无干系。10
如果耶稣和他的使徒们纯正的犹太教-基督教一神论受到支持，
成为基督徒对神的信仰的核心的话，这些深奥的、挑战大脑的问
题就一个都不会出现。但是，大家只要进到一家当代基督教书店，
就会发现，申命记 6 章 4 节之施玛篇的单一神一神论，也是耶稣
的一神论，对于基督徒来说已经不在视野之内了。NIV 研读本圣
经（NIV Study Bible）的注释告诉我们，施玛篇“成为敬虔人每
日都背诵的犹太信仰声明”。 11 斯科菲尔德串珠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 说 ： “ 施 玛 篇 意 在 强 调 犹 太 教 的 一 神 论 信
仰。” 12
所以，显而易见，耶稣，认为施玛篇是对神之真信仰的至高
条件的耶稣，被剥夺了基督教教师的资格。我们所了解的基督教，
似乎已经远离并超越了耶稣，而它却声称耶稣是它的创始英雄。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公众的关注，除非我们已经让耶稣的批评说中；
他说，在他那时代，宗教信仰被代替了属灵真理的、人为的教义
所骗（太 22：29）。将人类传统强加于圣经，致使圣经失去效力，
这对我们的属灵健康是有危害的。耶稣和新约呼召我们的重要标
准，就是耶稣自己的福音和话语所设立的标准。“凡在这淫乱罪
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
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可 8：38）。
诗篇 110：“万能钥匙：有两位主，但只有一位神”

10

汉斯·辛里奇·温特，《基督教教义体系》（System der Christlichen
Lehre），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06，第 2 部分，368-371 页，英语译
文为本书作者自译。
11 申命记 6 章 4 节注释。
12 申命记 6 章 4 节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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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提到诗篇 110 篇，他说它是“我们深爱的主耶稣基督真
正的、高级的、主要的诗篇”。耶稣使用诗篇 110 篇 1 节的关键
经文，作为与他的反对者的尖锐对话的主题。他能够让所有反对
他的人哑口无言（太 22：46）。若是我们曾留心福音书作者所记
录的，紧跟在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耶稣与那位文士对话之后的
片段的话，混乱不清应该是不会出现的。耶稣讲完他的犹太传统
信仰的单一神一神论，回答了犹太提问者之后，就转换了他与文
士交流时的角色，选择向他的听众提问。问题的主旨是：“大卫
怎么会在圣灵的感动下称弥赛亚为‘主’？弥赛亚怎么会既是大
卫的子孙，又是他的主呢？”（参看可 12：37）。
就在这一点上，三位一体论对事实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粗
心大意。它认识到了诗篇 110 篇 1 节在整个新约中极其重要的意
义，但它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那节经文中提到的两位主的正确定
义。它要么因疏忽而未能告诉我们第二个主的意思，要么完全讲
错那里的希伯来单词。错解诗篇 110 篇 1 节中表示“我主”（my
lord）的希伯来单词，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出现在那节经文的单
词 adoni，即我主，提供了神与弥赛亚的关系的钥匙，而对于这个
词，是根本没有可疑之处的。
当诺曼·盖斯勒（Norman Geisler）撰写《贝克基督教护教学
百科全书》（Baker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时，他
认为他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找到了证明三位一体神的至少两个成
员的清楚证据：“雅伟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
仇敌作你的脚凳”：
圣经也承认在神里面有不止一个位格。尽管在旧约中，三位
一体教义没有在新约中那样清楚明确，但是，有几处经文中，神
体的几个成员是被区别开来的。有时候 他们甚至还互相对话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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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诗 110：1）。13
但是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第二个“主”根本不是神。他显然
不是神。在“耶稣宣称为神”（Jesus’ Claim to Be God）的一段文
字中，盖斯勒首先声明，人类能够被称作 Adonai。他指的是创世
记 18 章 12 节，但事实上，那里的希伯来单词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然后他错误引用诗篇 110 篇 1 节：“主（Yahweh）对我主
（Adonai）说。”14希伯来文本的第二个主不是神的称谓 Adonai，
而是人类的称谓 adoni。
甚至像《大美百科全书》这样赫赫有名的权威资料也确信，
它已经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找到了很好的理由，来相信三位一体
神中的至少两位。沃尔特·德拉姆（Walter Drum），耶稣会士，
马里兰（Maryland）的伍德斯托克学院（Woodstock College）教
授，他写道：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雅伟对 Adonai 说，你坐在我的右
边”。这段经文被基督引用，以证明他是坐在雅伟右边的 Adonai
（太 22：44）。但是 Adonai，我主，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专门
用于神的，或是单独使用，或是在 Yahweh Adonai 这样的短语中
使用；虔诚的犹太人不读 Yahweh 这个不可直呼的圣名，而是读作
Adonai。因此，很清楚，在这首诗中，雅伟称基督为神体中不同
但又同一的一位。15
要不是这位学问精深的教授讲错了关键的希伯来单词的话，
他说得挺好的。它根本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这个称谓从未用
于神。他说 Adonai 只用于神，这是对的。但在这篇诗篇中，它不

13

诺曼·L.盖斯勒，《贝克基督教护教学百科全书》，Baker，1999，
730 页，强调部分另加。
14 同上，129 页，130 页。
15 《大美百科全书》，1949，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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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弥赛亚的词。
斯科菲尔德串珠圣经在诗篇 110 篇 1 节首次注意到，这篇诗
篇在新约中的引用频率很高，因此关系重大：“第 110 篇诗篇的
重要性，由新约对它的大加引用可以证明。”斯科菲尔德然后断
言：“诗篇 110 篇证实了耶稣的神性，因此答复了那些否认他的
新约称谓‘主’完全含有神的含义的人。”
斯科菲尔德的主张非同寻常，因为经文事实上呈现出恰恰相
反的信息。这里的第二个“主”是 adoni，这个词出现了 195 次，
没有一次指神。Adoni 在希伯来圣经中是单词“主”（adon）的一
种形式，它明确告诉我们，被如此称呼的对象 不是神，而是位分
较高的人。16Adoni 是一个“世俗的”称谓，就是说，不是对神的
称谓。那么，它在这篇诗篇中的出现，如何能够证实“耶稣的神
性”呢？事实上，它证实的是，无论弥赛亚的地位升得有多高，
他都不是神。他是“我主”（adoni），是王。他是被升到极高之
位的人。
我认为下面的信息会让读者相信，在这个问题，即耶稣的
“主的身份”的问题上，圣经评注已经致力于某些非同寻常的错误
信息，这些信息很可能是在没有费力去查希伯来圣经的情况下，
从这个“权威”抄到另一个权威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某种“长
篇故事”，而且在一个其实相当简单的问题上，引发出激烈的争
论。此处，有更多眼睛未及之事都处在危险之中，但很少有研究
指出“正统说法”不堪一击的本质，与此同时，它却无忧无虑地
告诉我们，父和耶稣应该被认作同等的、完全的神，但这并不等
于两位神。
普遍看来，很多权威根本不读希伯来语，而且他们把诗篇

16

偶尔指天使位分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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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篇 1 节中 第二个主的希伯 来单词讲错。 查尔斯· 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错译：“耶和华对我的 Adonai 说。”司布真
深信，“尽管大卫坚定地相信神体的一体性，然而他在灵里分辨
出两个位格”。17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注释将“我主”
定义为三位一体的永恒子。《天主教之答》（Catholic Answers）
坚称“子神”被大卫称为主。《内夫主题圣经》（Nave’s Topical
Bible）使用诗篇 110 篇作为“耶稣的神性”的证据。《证主圣经
神学词典》（The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称这
节经文将“完全的神性”归给耶稣。然而，该词典承认，耶稣
“作为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与父神本质上的合一性和他完全的
神性，被认为是最早期基督教信仰添加的希腊元素，从而被很多
人拒绝”。18
让人惊讶的是，解经才子坎培·摩根（Campbell Morgan）讲
到，诗篇 110 篇 1 节应该读作“耶和华对 Adonai 说”，另外他还
补 充 说 ： “ 这 两 个 称 谓 都 经 常 用 于 神 。 ” 19 而 达 拉 斯 神 学 院
（Dallas Seminary）全体教员编写的《圣经知识注释》（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甚至更加令人诧异。他们讲到，耶稣在
马太福音 22 章 42-45 节提问：
如果弥赛亚只是大卫在世上的子孙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将神
性归给他呢？耶稣引用了弥赛亚诗篇，即诗篇 110 篇 1 节，在那
里，大卫说弥赛亚是我主。“主”翻译的是希伯来单词 Adonai，
这个词只用于神（例如创 18：27；伯 28：28）。如果大卫称他的

17

《大卫的宝库》（The Treasury of David），Baker Book House，1983。
“耶稣基督，名字与头衔”（Jesus Christ, Names and Titles），《证主
圣经神学词典》，Baker，1996，409 页。
19 《诗篇注释》（Notes on Psalms），Fleming Revell，194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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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是“主”，那么无疑地，他必然不止是一个人类子孙。20
这个评注反映出一种异常强烈的愿望，想在经文中找出经文
所没有的东西。单词 Adonai出现 449 次，而这 449 次确实指主神。
但是诗篇 110 篇 1 节的希伯来语中，第二个主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这个词专门用来称呼不是神的主。起不到证明作用的三位
一体引证经文，被重复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评注家们急切地想
把弥赛亚看作神，以致于他们不加鉴别地把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解释抄来抄去，这个错误解释就是诗篇 110 篇 1 节中无可争辩的
第二个“主”，他在圣经经文中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
耶和华见证人因他们对耶稣的非三位一体见解而受到罗
恩·罗德（Ron Rhodes）申斥。他写道：“大卫所提到的‘我主’
［诗 110：1］，还指出了弥赛亚丝毫未减的神性，因为‘主’
（希伯来语 Adonai）是一个给神的称谓。”21Adonai 的确是神的称
谓。但是，正如圣经中为我们所记载的，大卫写的是 adoni。罗德
向耶和华见证人提出的辩护性问题没有起到预期效果：“问：你
们知道诗篇 110 篇 1 节中用于耶稣基督的、表示‘主’（Adonai）
的单词，同时在圣经中也无数次地用于父（出 23：17；申 10：17；
书 3：11）吗？”22
他所提到的经文不包含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找到的 adoni 这个
形式，而且父没有一次被称呼为 adoni，我主。23但是在这篇极其

20

约翰·沃夫尔德（John Walvoord）与罗伊·扎克（Roy Zuck）编辑，
《圣经知识注释》，Victor，1983，73 页。
21 《从圣经与耶和华见证人理论》（Reasoning from the Scriptures with the
Jehovah’s Witnesses），Harvest House，1993，162 页。
22 同上，162 页。
23 单词 adon 即“主”既可以用作神的称谓，也可以用作人的称谓。但是
adoni 和 Adonai 上的后缀却总是将非神的人和神区分开来。

185

耶稣是“我主”弥赛亚
重要的诗篇中，耶稣是被这么称呼的。这里，一个错误致使另一
个错误越发严重。
当 V.A.斯彭斯·利特尔（V.A. Spence Little）牧师撰写关于基
督之神性的重要小册时，他用了一章来讲“旧约中所暗示的基督
之神性”（The Deity of Christ Implied in the Old Testament）。他然
后提到“诗篇 110 篇开头那节引人注目的经文，即‘主（Jehovah）
对我主（Adonai）说’”。他告诉我们，“这个主 Adonai，在这
篇诗篇和许多对它的新约解释中，都被认为是一个神性位格，并
且和永恒神同等”。24
他没有读希伯来语。第二个“主”根本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这个称谓所用的对象肯定不是神。
麦克亚瑟研读本圣经（MacArthur Study Bible）似乎不知道神
的称谓与人的称谓之间的区别。麦克亚瑟博士坚称，当耶稣引述
诗篇 110 篇 1 节，以它来表示他自己是弥赛亚时，“这必然是说，
耶稣在宣告他的神性”。 25 相似地，马斯特学院（The Master’s
College）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的一位教授也确信，诗篇
110 篇 1 节“记载了神体中两位成员的对话……第一个短语的直译
是‘雅伟对我的 Adonai 说……’”。据说，这就是神体中有不止
一位的证据。26
耶稣坚持以色列的非三位一体信条，这一点似乎对约翰·麦
克亚瑟（John MacArthur）没有什么触动。他注意到，耶稣“证实
了每一位敬虔的犹太人每天早晚都背诵整篇施玛篇（民 15：37-41；

24

《基督之神性》（The Deity of Christ），Covenant Publishing，1956。
麦克亚瑟研读本圣经，Thomas Nelson，1997，1426 页。
26 威廉·瓦纳（William Varner），《弥赛亚》（The Messiah），转引自
帕特里克·纳瓦斯（Patrick Navas），《神的真理还是人的传统？》（Divine
Truth or Human Tradition），Authorhouse，2007，138 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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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6：4-9；11：13-21）的做法”。27接下来他却提出了与耶稣所
说的施玛篇相悖的事情！讲到耶稣引用诗篇 110 篇 1 节时，麦克
亚瑟告诉我们，“表示‘主’的第二个单词是不同的词［即：不
是 Yahweh］，犹太人用这个词作为对神的称谓”。28但是第二个
主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一个从不指神的称谓。耶稣与整个圣
经一样，相信神是单一的一位神。
把诗篇 110 篇 1 节第二个主的希伯来语单词讲错，是普遍现
象，也令人震惊，因为这种话出自通常会精准地读希伯来经文的
学者之口。J.巴顿·佩恩（J. Barton Payne）在他大部头的《圣经
预言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中引用了
“雅伟对我主说”，并且评论说“我主”“暗示了后者的神性”。29
但是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第二个“主”不是 Adonai。希伯来
语写的不是对神的称谓 Adonai，而是 adoni，这是个从未用于神的
称谓！一个巨大的术语谜团已经使体系深受其害，而这全都是因
为没能将神和人区分开。当耶稣将基督教信仰建基于以色列的单
一神一神论信条时（可 12：28-34），他不允许对那种区分产生任
何的怀疑。30

27

麦克亚瑟研读本圣经，1479 页。
同上，1479-80 页，强调部分另加。
29
Baker Book House，1973，274 页。
30 大卫·库珀（David Cooper），神学硕士，哲学博士，他自信地认为
以色列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并且大胆地这样错译 施玛篇：“主我们神（Gods，
复数）是主，一体（unity）”〔《弥赛亚：他的救赎之路》（The Messiah:
His Redemptive Career），Biblical Research Society，1938，68 页〕。在 67 页，
他错误地断言，耶和华被称为 adoni。事实上，在士师记 6 章 13 节中，被称
为 adoni 的是天使，他没有被称为 Adonai，而且这位天使不是神，而是神的
代表。在 12 节和 22 节中，天使与神是做了区分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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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事实
有些早一点的权威和许多现代参考材料对资料的态度要谨慎
得 多 。 尽 管 教 长 法 勒 （ Dean Farrar ） 在 剑 桥 学 生 圣 经 （ Th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中没有核实诗篇 110 篇 1
节的希伯来文，“希伯来语中，它是‘耶和华对我主（Adonai）
说’”31 ，但他非常有益地将七十士译本所提的子的降生写了进
去：“从胎腹（womb：直译为‘子宫’）中，在晨星前，我生了
你”32 ——这指出弥赛亚真正的生命开端是“从胎腹中”，在神
的国度到来之前，新时代的曙光之时。以赛亚也预言性地讲出，
仆人“从母腹（womb）中便形成了”（赛 49：5，参吕振中译
本）。那位仆人的生命开端类似于耶利米在他母亲的子宫中：
“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耶 1：5，新译本）。
约伯同样讲到所有人的生命开端：人是通过在子宫中成形而开始
存在的。“那造我在母腹中的，不也造他吗？造我们在母胎里的，
不是同一位吗？”（伯 31：15，新译本）。确实，是“神的灵造
我”（伯 33：4）。基督徒们知道那受苦的仆人同样也是“母腹
中形成”的（赛 49：5），所以不可能认为弥赛亚的生命开始于
任何不同的地方。尽管他是神进行干预的直接结果，但他仍然是
一个人类。
作 为 希 伯 来 语 钦 定 讲 座 教 授 ， A.F. 柯 克 帕 特 里 克 （ A.F.
Kirkpatrick）在剑桥学生圣经中也有著述，他正确地除去了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第二个主的大写字母，并且用“my lord”（我主，
lord 的第一个字母是小写）代替了它，同时他还注意到 1881 年的

31

F.W. 法 勒 ， 《 路 加 福 音 》 （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2，311 页。
32 诗篇 110 篇 3 节；在七十士译本中这是诗篇 109 篇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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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译本（Revised Version）“正确地去掉了大写字母”。33他指
出，“我主”（adoni）“是一个在旧约中用来表示尊敬和敬重的
称谓，以称呼或讲论有地位的、尊贵的人，尤其是王（创 23：6；
撒上 22：12；王上 1；18：7，及其他许多经文）”。教授观察到，
大部分译本在“Lord”上的大写字母，是“一种解释”。34这是以
一种温和的、婉转的方式告诉我们，它事实上操纵了经文。希伯
来经文的清楚、精准被“大写字母之害”给毁坏了。
整个旧约中，当希伯来单词是 Adonai，即总共出现 449 次的
对神的称谓时，很多译本都采用“Lord”这种译法。35翻译家们称，
当出现 adoni 时，就写“lord”，从而表明受到如此称呼的对象不
是 神。然而，在“正统说法”的压力之下，这种统一性在诗篇
110 篇 1 节被丢弃了。36这一举措致使大量评注出现，它们违背事
实地声称，这里的第二个“主”是 Adonai，主神。这话继而又让
评注家们和读者找到神体中有两个位格的证据。将后来的“正统
说法”读进希伯来圣经，其实是整个圣经，这样的努力从未有所
减缓。

对诗篇 110 篇 1 节的惊人分析

33

《诗篇》（The Book of Psalms）（XC-C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1，665 页。
34 同上，666 页。
35 教授还指出，在诗篇 110 篇 5 节中，主（Adonai）是神，他在这一不
同的画面中，在弥赛亚的右边做他的支持者。神帮助人的这种图画在诗篇 16
篇 8 节、73 篇 23 节、109 篇 31 节和 121 篇 5 节中也能找到。
36 同样的不统一性让 KJV 在但以理书 12 章 8 节和士师记 6 章 13 节的
“lord”上用了大写字母，因为错误地相信这是作为神而先前存在的子。RV
纠正了这个错误，写上了“my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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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藏书馆》
（ Bibliotheca Sacra ）杂志 1992 年 的一 期中 ，赫 伯特 ·贝 特曼
（Herbert Bateman）教授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诗篇 110 篇 1 节，并且
注意到，传统上，这篇诗篇被认为是大卫预言性地称呼“他的弥
赛亚主，有神性的主” 37 （“有神性的”，他指的是弥赛亚的
“神性”）。然而，作为一个三位一体论者，贝特曼觉得有必要取
消大卫的圣谕指耶稣的用法，并且将它用于“一位世上的主，即
他生命中的一位世上的王”。尽管他承认可以用在耶稣身上，但
他考虑的是对耶稣的基础指称，因为：
L’adoni（对我主，to my lord）这个形式在旧约其他地方从未
用来指神……马所拉文本元音标点区分了对神的标示（Adonai）
和对人的标示（adoni）。再者，当“我主”（my lord）（adoni）
和主（LORD）（雅伟）用在同一个句子中，如诗篇 110 篇 1 节时，
“我主”总是指一位世上的主。38因此，短语“对我主”（l’adoni）
显然表明，大卫是在说，雅伟这句圣谕是对一位人类的主说的，
不是对有神性的、身为弥赛亚的主说，也不是对他自己说。
贝特曼提到，有人认为大卫是在对他自己讲话，但贝特曼认
为是指所罗门，根据在于，希伯来语称谓是 adoni，因而不可能是
一位有神性的主。
贝特曼对表示“主”的单词的观察是正确的，另外，他也认
识到，新约毫无保留地将这篇诗篇直接并且唯一地用在弥赛亚，

37

赫伯特·贝特曼，“诗篇 110 篇 1 节与新约”，《圣经藏书馆》149，
10-12 月，1992。
38 这些例子有：男人或女人对男人（创 24：12，27，42，48；民 32：27；
36：2；撒上 1：26；25：26，28-29），男人或女人对一位王（撒下 15：21；
24：3；王上 1：17，36-37；王下 5：18），人对一位天使（士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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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的儿子身上——这个观点，是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都支持
的。 39 在这份正确观察的催逼之下，再通过他所认识的这一点，
贝特曼本来应该可以修正他的三位一体基督论的。彼得证实，耶
稣坐到了父右边的极高之位（徒 2：34-36）。然后他告诉我们，
从诗篇 110 篇 1 节所描述的预言来讲，耶稣是主。这段预言主宰
着新约基督论，而且是描述子与父之关系的总教义，假如它曾被
留意的话，所有的争吵和关于神的长达多少世纪的辩论，都应该
可以避免的。贝特曼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指出第二个“主”的含
义。至少他没有诉诸于其他福音派人士无计可施时的遁辞，即：
那篇诗篇只告诉我们耶稣的人性，没有告诉我们他另外“100%”
的神性。但是大卫和彼得都不曾想象过一个 200%的人，更别说想
象神不止一位——还有，想象弥赛亚正是神本身。然而，希伯来
圣经选词谨慎小心，非常注重将神与人区分开。犹太人极其严肃
地对待他们守护“神的圣言”的职责（罗 3：2）。
诗篇 110 篇 1 节中希伯来词语的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杂
乱无章，而且，流行的神学资料有一种压力，想让自己安心地相
信，三位一体神肯定存在于希伯来圣经之中，所以它们就继续讲
错事实，并且就弥赛亚与独一之神的关系而言，在弥赛亚的身份
上，误导他们的受众。因此，洛克曼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
在其新美国标准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使徒行传 2
章 36 节的页边评注中，错误地告诉我们，彼得使用的诗篇 110 篇
1 节，包含作为第二个主的希伯来单词 Adonai。40向公众提供圣经

39

有些犹太作者认为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第二个主是亚伯拉罕、希西家
或麦基洗德，从而可以表明，没人想象 adoni 是神。在对神和人的称谓进行
这种区分时，犹太人从来没有丝毫困难。
40 NASB 的编辑们同意在新的版本中去掉这个错误，但是他们没有给出
真正的希伯来单词“ad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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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一个一流组织这样回答我们的问题：
您关于诗篇 110 篇 1 节的问题回答起来相当容易。事实上，
这是一段绝好的经文，来支持神体中成员的复数性，以及弥赛亚
或基督的位格的独特性。诗篇的作者大卫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
宣告，第二个主（希伯来语为 Adonai）指的是一个将会成为弥赛
亚的、有神性的存在。41
C.S.路易斯被带进来，以支持诗篇 110 篇 1 节“包含着第二个
或隐藏着的含义……关乎道成肉身”的思想。基督教研究学会继
续说：
还有，在您的信中，您忘了准确地引用诗篇 110 篇 1 节
（NIV），两个“Lords”的首字母您都没有大写：“主（LORD）
（雅伟或耶和华）对我主（my Lord）（Adonai）说”……大卫在
圣灵的感动下写作诗篇，他以诗歌的形式写出，他的主基督，作
为与神体中另一成员相不同的成员，将来要施行统治。42
事实完全被搞错了。是他们错误地给第二个主加上了大写字
母，假设这是 Adonai，其实不是。这个评论似乎典型地表明了两
件事：第一，圣经读者普遍不能正确对待希伯来圣经和耶稣的唯
一神论信条；第二，他们有一种着迷的倾向，即以牺牲事实为代
价，将对神的三位一体观念读进圣经。
认为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两个主同等地都是神，这根本就是
错误的。许许多多优秀的希伯来圣经学者都知道表示神和表示人
的希伯来单词之间的区别。希伯来圣经用成千上万的单数人称代
词来指代神，它还大约 7000 次提及 YHVH（雅伟），以他为单一
的一位神，藉着这些，它排除了神体中有多重位格的任何可能性。

41

来自基督教研究学会（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的信件，1998 年 8
月 13 日。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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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玛篇已经宣告神是独一的主，而且耶稣在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中证实了这一中心事实。当耶稣和施玛篇说只有一位雅伟时，
还非要说有两位雅伟，这纯粹就是背道而驰嘛！如果说，有一位
雅伟，和另一位雅伟，而且他们彼此讲话，那么，结论是无可避
免的：一神论已经被抛弃了。
诗篇 110 篇 1 节没有推翻大量证明神是单一的一位神的证据。
在诗篇 110 篇 1 节，雅伟对大卫的 lord（主）讲话。你会注意到，
这里的“lord”用的是小写字母。我在效法 RV（钦定英译本修订
版）、RSV（修订标准版圣经）和 NRSV（新修订标准版圣经）
的做法，写了“lord”而不是“Lord”。原因是，在这个“我主”
（ my lord ） 背 后 ， 是 希 伯 来 单 词 adoni （ 希 伯 来 语 读 作
“adonee”）。它是单词“主”（adon）的一种形式，而它以这种
形式（adoni，我主）来称呼一个人类的（偶尔是天使）位分较高
者，但它一次都没有指神！43这一点极其重要。诗篇 110 篇 1 节中，
雅伟是在对一位不是神的人物讲话。独一的神对另一位同等的独
一之神讲话，希伯来圣经中无此先例。那是不可能的事。它会与
成千上万宣告神是独一的一位的声明有矛盾。它还会与耶稣和保
罗所发出的新约一神论有矛盾：父是“独一的真神”（约 17：
3）；“神是一位”（加 3：20），“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和“神只有一位”（林前 8：4-6）。后者强烈地证实保罗的犹太
一神论。
很多译本给诗篇 110 篇 1 节的第二个主加上大写字母，这完
全是有误导性的。翻译家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是将神的称谓
Adonai 译 成 “ Lord ” 。 这 样 一 来 ， 不 懂 原 文 的 读 者 就 会 以 为
Adonai，即主神，是一个对弥赛亚的正当合理的称谓。然而，既

43

《史特朗经文汇编》（Strong’s Concordance）没有表示出 adoni（我主）
和 Adonai（主神）之间的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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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诗篇 110 篇 1 节中第二个主的单词根本不是 Adonai，而是 adoni，
那么大写字母就会打破翻译家们自己的规则。我们的圣经在翻译
adoni（“我［人类的］主”）时没有使用大写字母，这是正确的。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也是确定耶稣是谁的一节关键经文中，大写
字母的编辑传统却被丢到一边。然后，一个错误的印象，即神对
神讲话的印象，就被制造出来了！ 44 以色列和耶稣的信条就遭到
了侵犯。
现在，这种就至关重要的弥赛亚的称谓而产生的混乱，学者
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让人惊讶的是，任何混淆希伯来语 adoni
和 Adonai 的东西，竟然能够允许付印。正如拉里·赫尔塔多
（Larry Hurtado）所说，“应该很清楚，这里的 kyrios［主］不是
用来指神的，它指的是一个与神截然不同的人物”。 45 这一点在
希伯来圣经中一直都很清楚，其中，adoni 从未与 Adonai 相混淆。46
现代神学家应该是知道原本给神的称谓和给弥赛亚的称谓的。可
是，在 21 世纪中，他们怎么会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称耶稣为
“主”就证明新约作者认为弥赛亚就是雅伟，是神呢？

独一的主基督

44

在但以理书 12 章 8 节中，英王钦定本圣经打破了它自己的大写字母规
则。读者会认为那里的“Lord”（首字母为大写）是先前存在的耶稣。事实
上它是一位天使（被称为 adoni）。很多现代译本在但以理书 12 章 8 节中用
了“my lord”而不是“my Lord”。
45 《主耶稣基督》（Lord Jesus Christ），Eerdmans，2003，183 页。
46 霍华德·马歇尔教授对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 adoni 的意思讲得不太清
楚。他说，单词 adon“能够用于人类的主和主人”〔《丁道尔注释·使徒行
传》（Acts, Tyndale Commentaries），Eerdmans，1980，79 页〕。事实上这
个单词的形式是 adoni，它只指非神的位分较高者，且从不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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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希腊文讲到神和耶稣为“一”。 eis 的意思是“一”
（one），它的中性形式是 en，而 en 出现在约翰福音 10 章 30 节中，
讲神和他的儿子为一。当“一”（eis）的阳性形式被使用时，其
意思为“一位/一个人”（one person）。这个基本点在理查德·特
莱弗里（Richard Treffry）牧师 19 世纪讨论三位一体的作品中被注
意到了。他写道：“‘我与父原为一’；en 是中性，一个实体；47
不是 eis，阳性，一位/一个人。”48保罗在罗马书 5 章 19 节讲到亚
当和耶稣的对比：“因 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 一
人［耶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保罗用了同一个词“一”
（eis）来指耶稣。它的意思当然是“一个人”，“单一的一个人”。
新约说神是“一位”（one person）。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加拉太书
3 章 20 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神却是一位”这句前半
句和后半句中的词义都是“一位”（one person）。因此，扩展本
圣经捕捉到了其含义：“神是唯一的一位。”（God is only one
person）同样的表达“神是一［位（person）］”在新约中出现了
好几次。“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可 12：32）。“神只有一位
［神是一，eis］，被他接受，只有一种途径。他只因信让人与他有
合 宜 的 关 系 ， 无 论是 犹太 人 ， 还 是 外 邦 人” （罗 3 ： 30 ，参
NLT）。“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
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
两节经文中神都是一位。神与耶稣形成了对比，耶稣也是一位。

47

完全相同的合一性（oneness）也描述了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耶稣祷告
说，信徒应该合而为“一”（en），就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约 17：11，
22）。
48 理查德·特莱弗里，《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之永恒圣子身份的教义的探
究》（An Inquiry into the Doctrine of the Eternal Sonship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John Mason，1837，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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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 约 中到 处 都存 在 的这 个 事 实， 与 后来 的 、神 是 三 个位 格
（Person）的教义是互相矛盾的。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以色列的神雅伟（YHVH）对弥赛亚讲
话，而弥赛亚是 adoni，我主。Adoni 表明一个事实：被这样称呼
的对象，不是神。圣经的守护人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区分了神
和人。Adoni 是对王的称谓。它指君王。49因此，对于君王弥赛亚
耶稣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称谓。它也可以用于丈夫，或是
主人。但它从未指至高的神。当神被称呼或被提到时，有“主”
这个词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 Adonai。忠实地、小心谨慎地给希
伯来圣经标注元音的马所拉学者们，在身为主神的神，与不是神
的主之间，做了区分。犹太人有时候会猜测，诗篇 110 篇 1 节中
的“我主”可能是希西家或亚伯拉罕。所以，很清楚，最起码他
们知道圣经中那节经文的那个词不是 Adonai，独一的主神。
在大卫的诗集中，诗篇 110 篇，特别是它的第一节，是对弥
赛亚的极好的见证。对于所有新约作者来说，它在任何地方都被
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新约的一面盾牌，一语道破神的
戏剧中的主角：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和他的儿子，主基督。后者
受命坐在神的右边那极其显赫的位置，等候着将来受派遣来到地
上，制伏神的仇敌，建立他的国度。诗篇 2 篇同样具有重要的基
督论意义，它讲了神为我们地球所计划的相同的惊天大事。毫无
疑问，在诗篇 110 篇 1 节，我们拥有一把关键的钥匙，来理解神
和为人的弥赛亚耶稣。许多学者已经观察到这个相当明显的、有
说服力的事实，即：论到耶稣相对于独一之神的身份时，这节来
自诗篇的经文掌控着所有的新约思想。
要研究圣经对神，以及对相对于神来说耶稣的位置的观点，
我们现在就必须在那节非常特别的旧约经文上，做一些更细致的
工作，它是新约作者们经常引用的经文。他们选择这节经文，是
因为它独特地讲到了神，讲到了弥赛亚，还讲到了他们之间的关

49

“我主［adoni］王”出现了 57 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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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它还以简明扼要的表达，显示出神以基督为中心而为世界所
做的整个计划：“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诗 110：1）。
圣经中所展开的神的戏剧的两位主要角色如下。首先是雅伟，
以色列的神。主（LORD）（希伯来语中的 Yahweh，在希伯来圣
经中出现了约 7000 次）说出了一道预言性的圣谕，是关于大卫的
主（lord）的。犹太人和耶稣都十分清楚，这篇诗篇指的是神和弥
赛亚。耶稣聪明地要法利赛人解释一下，弥赛亚如何既是大卫的
后裔，同时又是他的主。答案当然是，弥赛亚出生，既是大卫王
直系的、亲生的后裔，也是神的儿子。后来，在他得胜的使命之
后，他被以色列的独一之神升高到他的右边，到了大卫的主的位
置。在地上的使命结束时，耶稣获得了弥赛亚的“主的身份”。
这个主的身份，与想象出来的、从远古的永恒之中就有的主的身
份毫无干系，它是由神，即父授予耶稣的。彼得在使徒行传中展
示出，这节经文如何预言了神要将复活的耶稣抬高至神的右边的
计划。
下面我们来看彼得怎样以诗篇 110 篇 1 节的真理为基础，展
现神正在进行着的计划。五旬节圣灵突然浇灌之后，彼得“和十
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徒 2：14），向犹太群众宣告基督之
剧的精髓。在听彼得的讲道时，我们必须仔细留意他对所发生之
事的理解。他相信神已经被升到神的右边了吗？
以色列人哪，请听听这几句话：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
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
证明他是神所立的。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
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
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徒 2：22-24，新译本）。
彼得接下来继续引用诗篇 16 篇 8-11 节来证实耶稣的复活，证
实神如何拯救他出死亡之地（Hades）。彼得重申了他复活的观点：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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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然后他描述了耶稣目前在神的右边的身份——这个身份，是
现已被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神的儿子，在升天时第一次获得的。
这些是他讲到神与耶稣时至关重要的话语，这些话是以记载于诗
篇 110 篇 1 节，受圣灵感动而写出的神的话语为基础的。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
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
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
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 立他为主、为基
督了（徒 2：33-36）。
故事不复杂。有神，还有为人的耶稣。神容许为人的耶稣被
杀（没有犹太人想象过，不死的神会被杀！），然后神复活为人
的耶稣，接着将他高举到他的右边，从而扭转了那个悲剧，就这
样，神按照诗篇 110 篇 1 节之圣谕所预言的，立他“为主，为基
督”。
现在，想象一下，彼得相信父和耶稣同等地都是神。那么，
神容许神被钉十字架，然后神将神复活到他的右边？这有意义吗？
神坐在神的右边，呈现给受众的，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多神主义体
系。神不是两位。他是唯一的一位。如果弥赛亚被纳入复数神体，
成为其中一个永恒的成员，那么以色列的传统信仰就会被倾覆。
没有犹太人有可能会愿意相信弥赛亚是神体的一部分。希伯来圣
经没有宣告任何这样的事。说弥赛亚，adoni，我主，其实是以色
列的独一之神——他现在神秘地成了“两位”——这是一种令人
难以置信的创造，需要一页页地进行解释。
诗篇 110 篇 1 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来反驳两位
都是神的可能性。主（雅伟，耶稣的父）发出了关于大卫的主弥
赛亚的一个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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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强调被钉十字架，被复活，然后又被
抬高至神的右边的这一位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事。那么这一位
是谁呢？他是子神，永恒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成员吗？
诗篇 110 篇 1 节的第二个主的等级是什么？他真的像三位一
体教义所宣称的，是和父一样意义上的神吗？彼得说，为人的耶
稣被高举到神的旁边的至高之位，而且这是成就了诗篇 110 篇 1
节。耶稣作为“主”坐在神的旁边，是按照诗篇 110 篇 1 节所指
定的意义来讲的。但是，我们这篇诗篇的“我主”，是什么身份
呢？在极个别的情况下，adoni 是对天使的一种称呼。但是在旧约
希伯来圣经中出现的 195 次使用中，绝大多数的 adoni 指人类的位
分较高者——丈夫、君王、主人等等。Adoni 从来不曾指神。它是
王的称谓，用在耶稣这位弥赛亚兼以色列的王（约 1：49）身上，
再合适不过。
彼得精彩的弥赛亚宣言，是教会要建立于其上的“磐石”宣
言（太 16：16-18），他告诉我们，自从耶稣升天之后，在独一神
旁边的至高之位上，有了一位人类的主，这个人，是一个从死里
被复活的人。这位主（adoni）不可能是神本身。对每一位读者来
说，这都是在暗示第二位神，这在新约的犹太式一神论中是绝对
不可能的。根据彼得所说，以及他的引证经文，即在新约中被重
复了 23 次的诗篇 110 篇 1 节所说，耶稣是在神的右边的人类。这
与保罗很久之后的声明完全一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
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 是人”（提前 2：
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它正是司提反临死时所呈现的画面：
“我看见天开了，人子［人］站在神的右边”（徒 7：56）。耶稣
显然持相同的神学范式，因为他警告逼迫他的人说，他们将看见
“人子［人］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太 26：64）。
有段话说得深中肯綮：
路加的理解没有为任何神化［耶稣的］行为留有余地……路
加完全在旧约思想的范围内行动。正是这，塑造了路加在这一点
上的理解，说得更具体些，是塑造了他对诗篇 110 篇 1 节所提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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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耶稣成了神，或者是路加给了他神的
身份。诗篇作者把神和王都称作“主”，但是他没有将两者等同
视之。路加认为耶稣完全从属于父，分享了父的权柄，但这权柄
是从父那里获得的。他仍然是父的工具，仍然被称为他的仆人
〔徒 3：26；4：30（和合本 4：29）〕。50
耶稣本人信条所含的犹太教一神论很美地保存在所有这些经
文之中。说一位“神-人”或“神”现在在神的右边，是对经文的
重大改变。诗篇 110 篇 1 节拦阻了这种可能性，将它排除在外。
在神右边的那一位，被精确地定义为为人的主耶稣，为第一个通
过复活而获得永久生命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独一之神的
右边，有一位永不死亡的犹太人”。

元音与辅音
有时候，有人会反驳说，单词 adoni（“我［人类的］主”）
和单词 Adonai（主神）只是在元音符号上有区别而已，而元音符
号原本是没有书写在希伯来抄本中的。确实，元音符号的添加要
比新约时代晚得多。它们是根据古代传统而标注的，这种传统反
映出希伯来圣经在会堂中的读法。但是没有线索表明，元音符号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加错了。犹太人将抄写圣经看作神圣的事情，
在抄写时，他们极度地小心谨慎。他们一代代地都知道，圣经在
会堂中是怎么读的，到最后，在大约第 7 世纪时，通过加注元音
符号，那种古老的读法恒久地保留下来。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诗篇 110 篇 1 节的希伯来经文的元音符号
有问题。而且，有另一份有力的证据，证实旧约从未想象诗篇
110 篇 1 节的第二个主，即坐在神的右边的主，就是神本身，结果

50

埃里克·富兰克林（Eric Franklin），《主基督》（Christ the Lord），
Westminster Press，1975，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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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两位神。这条推理思路的技术性稍强一些，需要参照希伯来
文，以及希伯来文的希腊文译文（即众所周知的七十士译本，非
基督徒的犹太人和新约作者都引用此译本）。
证据证明，原本书写在希伯来圣经中并准确保存下来的诗篇
110 篇 1 节，的的确确将弥赛亚作为非神的主而区别开来。人所共
知的那节经文中的雅伟，指的是父，独一的神。而 adoni，即我们
的经文中的第二个主，意思为“我主”（my lord）。
当我们查看耶稣那时通行的，并且为新约作者们所引用的旧
约希腊文译本时，我们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在我们研究希伯来圣
经所对应的希腊文时，我们发现，犹太人于公元前时期将他们的
希伯来圣经翻译为希腊文时，就是说，甚至在元音符号被添加到
书面文本之前，他们所理解的表达“我主”的希伯来单词，正是
从未用于神的称谓 adoni。新约，也就是我看作神所默示的新约，
反映了相同的事实：希腊文是 kurios mou〔“我主”（my lord）〕，
它是希伯来语 adoni 的精准翻译。因此，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点：
希伯来圣经一直读作 l'adoni，意思为“对我主”（to my lord）。51
关于希伯来圣经的公认权威
七十士希腊文译本的诗篇 110 篇 1 节以及新约都全然证实，
我们的希伯来经文将弥赛亚定义为 adoni 是正确无误的。这一切都
证明，后来宣称耶稣是神，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成员的信条，

51

史密斯的《圣经词典》（Bible Dictionary）在关于“神的儿子”的文
章中宣称，诗篇 110 篇 1 节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关于基督的神性的证据”。
后来的一位编辑对这个结论正确地表示了惊讶。他在一个脚注中写道：“这
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圣徒彼得说出了神立耶稣为耶和华的非凡论点，他这么说
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一事实：‘主’指的是‘我主’（诗 110：1），它在
那里的希伯来对应词不是耶和华，而是 adon，这是表达‘主’或‘主人’的
常用词”（Baker，再版，1971，30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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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圣经所教导的任何内容。
用不着非得争论说马所拉希伯来圣经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上是
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丝证据证明这里的经文有讹误。此外，我们
将会看到，完成于公元前时期的希伯来圣经希腊文译本只会证明，
诗篇 110 篇 1 节中的希伯来单词 adoni 绝对是真的。下列关于希伯
来圣经的公认权威证实了非常重要的“我主”的定义（很多译本
错误地给“lord”用了大写字母“L”，以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这
里的“主”指的是神）。神与人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分充分证明如
下：
“Adonai 和 adoni 是马所拉元音标注的变式，用以区别对神的
指称和对人的指称。Adonai 指神，而 adoni 指人类位分较高者。
Adoni——指人：我主，我的主人［参看诗 110：1］。Adonai——
指神……主（Lord）。”52
“adoni（‘我主’）这个形式，亦即王的称谓（撒上 29：8），
应该与用……于雅伟的……神的称谓 Adonai（‘我主’）53仔细地
区 分 开 来 。 Adonai … … 这 个 特 殊 的 复 数 形 式 ［ 神 的 称 谓 ］ 与
Adonai［用的是短元音］，即‘我的主’（my lords，复数），是
有所区别的。”54

52

“Adon”（lord，主），《BDB 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典》。
最新的研究表明，Adonai 指的不是“我主”（my Lord），而是“至高
的主”（the supreme Lord）。
54 “主”（Lord），《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Eerdmans，1986，3：
157。带短元音的 Adonai 是少见的 adoni 的复数形式，作为天使的称谓出现在
创世记 19 章 2 节。不确定所标注的是神的称谓还是人的称谓的情况非常罕见，
亦即创世记 19 章 18 节。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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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donai 用于神的时候，旧约中用 Lord 来翻译这个词。这个
［希伯来］单词……有一个［带有特殊元音标记的］后缀，可能是
为了做区分。有时候，不确定它是对神的称呼，还是对人的称
呼……当是“神圣的”（holy）或只是“卓越的”（excellent）时，
马所拉文本有时候通过一个区分单词的注释来决定这一点，有时
候它用［元音］标点变式来决定—— adoni ，adonai［短元音，复
数］以及 adonai［长元音］。55
希伯来词 adonai 专门表示以色列的神。经证实，它在旧约中
出现大约 450 次……adoni［是］对人类的称呼（创 44：7；民 32：
25；王下 2：19［等等］）。我们不得不认为，单词 adonai 采用了
特别形式，是为了将它与 adon 的世俗用法［即 adoni］区别开来。
［神被称为］adonai［用长元音］，而不是常规的 adon，adoni 或
adonai［用短元音］的原因，可能就是要将雅伟与其他神，以及与
人类的主加以区分。56
“［在 adonai，主神上］用延长音ā，究其根源，是马所拉学者
考 虑 到用 一个 小 小的 、外 在 的标 记来 标 示出 这个 词 是用 于 神
的。”57
“‘对我主’，即 l’adoni 这个形式，在旧约中从未用作对神
的指称……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是］，马所拉元音符号将对神的

55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3：137。
《圣经中的众神与众魔鬼词典》（Dictionary of Deities and Demons in
the Bible），Eerdmans，1999，531 页。
57 《新约神学词典》，3：1060-6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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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adonai）和对人的指称（adoni）区别开来。”58
“你所说的关于诗篇 110 篇 1 节（adoni）的话，我同意。七十
士译本的翻译是正确的……新约中使用这篇诗篇，不能证明耶稣
是 Adonai［主神］”59

七十士译本中的诗篇 110 篇 1 节与新约圣经
要是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是如何处理希伯来
语 l'adoni 即“对我主”的，我们只会证实在所有希伯来文本中所
发现的诗篇 110 篇 1 节的标准希伯来语元音符号的准确性。希腊
文七十士译本能够让我们看到，在基督之前几个世纪时，以及他
那时代中，希伯来圣经是怎样读的。应该是不需要从旧约的希腊
文译本来证实希伯来文的。还没有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证明诗
篇 110 篇 1 节的希伯来文有错讹之处。下面的内容只能证明，不
将弥赛亚称为神本身，而是称为“我［人类的］主”是多么地毫
无问题。
当犹太人于公元前 3 世纪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时，清
楚无疑地，他们将诗篇 110 篇 1 节的第二个主读成 adoni。他们将
“我主”翻译成 kurios mou，直译即“我的主”（the lord of me）。
希伯来圣经中其他 l’adoni 即“对我主”的例子列举在下面。希腊
文始终都将希伯来语 adoni 读成“我主”。

58

乔治·维格拉姆（George Wigram），《英国人旧约希伯来语及亚兰语
经文汇编》（The Englishman’s Hebrew and Chaldee Concord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转引自赫伯特·贝特曼，“诗篇 110 篇 1 节与新约”，《圣经
藏书馆》，10-12 月，1992，438 页。
59 霍华德·马歇尔教授，书信，199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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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 24：36：“我主人的妻子撒拉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希伯来语 l’adoni60 / 希腊语 to kurio mou）。
2.创 24：54：“请打发我 回我主人 那里去吧”（l’adoni /
proston kurion mou）。
3.创 24：56：“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l’adoni /
pros ton kurion mou）。
4.创 32：4：（希伯来文第 5 节）“你们 对我主 以扫说”
（l’adoni / to kurio mou）。
5.创 32：5：（希伯来文第 6 节）“现在打发人来报告［对，
向（to）］我主［l’adoni / to kurio mou］，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6.创 32：18：（希伯来文第 19 节）“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
（l’adoni / to kurio mou）。
7.创 44：9：“我们也作我主的奴仆（直译：我们为我主作奴
仆）”（l’adoni / to kurio emon）。
8，9.创 44：16：“我们 对我主 说什么呢？”（l’adoni / to
kurio）。61 “我们都是我主的奴仆（直译：我们 为我主作奴仆）”
（l’adoni / to kurio emon）。
10.创 44：33：“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
（直译：为我主作奴仆）”（l’adoni / tou kuriou）。
11.撒上 24：6：（希伯来文第 7 节）“我绝对不 对我主上
［ l’adoni / to kurio mou］、不 对永恒主所膏 主 的（ the LORD’s

60

译者注：l’adoni 的第一个字母为希伯来语的介词“ְ（”ל读作 le），意
思为“to， for，towards，in regard to，belonging to 等等”（参 BDB），根据
上下文可译作“对，为，向，关于，属于等等”。
61 在希腊文对“我主”的直接称呼上，这里出现了一个特例（创 44：
16）。另请参看 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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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inted）行这事”（吕振中译本）（大卫称扫罗为主的弥赛亚，
比较路 2：26）。这节经文将 adoni 和弥赛亚等同起来。
12.撒上 25：27：“请把你婢女给我主［l’adoni / to kurio mou］
带来的这礼物，赐给我主的仆人”（新译本）。
13.撒上 25：28：“雅伟必为我主［l’adoni / to kurio mou］建
立坚固的家，因我主［adoni］为雅伟争战。”
14.撒上 25：30：“雅伟赐福 与我主 的时候”（l’adoni / to
kurio mou）。
15，16.撒上 25：31：“我主就不致因为这件事而良心不安，
心里有愧（直译：这将不会对我主［l’adoni / to kurio mou］引起良
心不安，心里有愧）……雅伟恩待了我主以后（直译：雅伟 向我
主［l’adoni / to kurio mou］赐福以后），求你记念你的婢女。”
（参新译本）
17.撒下 4：8：“雅伟今日为我主我王，报了仇”（l’adoni /
to kurio basilei）。
18.撒下 19：28：“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
为死人”（l’adoni hamelech / to kurio emon to basilei）。这确定了
adoni 为王的称谓。
19，20.王上 1：2：“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好叫
我主我王得暖”（l’adoni hamelech / o kurios emon o basileus）。
21.王上 18：13：“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直译：这
事没有人对我主说吗？）”（l’adoni / to kurio mou）。
22.王上 20：9：“对我主我王说”（l’adoni / to kurio emon）
（吕振中译本）。
23.代上 21：3：“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直译：他们
不都是为我主作仆人吗？）”（l’adoni / to kurio mou）（新译本）。
24.诗 110：1：“雅伟对我主说”（l’adoni / to kurio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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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诗篇 110 篇 1 节的希伯来文没有称弥赛亚为神
（Adonai ） ，而是称他为人类位分较高者（adoni）。希伯来单词
adoni 的证据，在后来马所拉学者添加元音符号很久以前就已经确
立了。马所拉学者所标注的希伯来文本没有错误。
下面是“和我主”（and my lord）62的实例。再一次，希伯来
语 v’adoni 以准确的手法被翻译为希腊语。
1.创 18：12：“我主也老迈”（v’adoni / o kurios mou）。
2.民 36：2：“我主［v’adoni / to kurio emon］也受了雅伟的
吩咐。”
3.撒下 11：11：“我主约押……”（v’adoni / o kurios mou）。
4.撒下 14：20：“ 我主 有智慧”（v’adoni / o kurios mou）
（新译本）。
5.撒下 19：27：（希伯来文第 28 节）“然而我主［v’adoni / o
kurios mou］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6.撒下 24：3：“我主［v’adoni / o kurios mou］我王何必喜悦
行这事呢？”
我们另外再提供“敌对/对我主”（against my lord）（b’adoni）
和“向/从我主”（from my lord）（me’adoni）的实例。
1.撒上 24：10：（希伯来文第 11 节）“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b’adoni / epikurion mou）。
2.撒下 18：28：“那举手攻击我主［b’adoni hamelech / ento
kurio mou］我王的人。”

62

译者注：连词“和”即“and”的希伯来语为“ְ（”ו读作 ve），含义
很多，根据上下文有时候译为“和”，有时候译为“而且”、“然而”等等，
有时候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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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 47：18：“我们不向我主［me’adoni / apo tou kuriou emon］
隐瞒，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新译本）
表明 adoni 和 Adonai 的古代区分的另一份证据是，当希伯来
语写成 l’adonai 即“对主［神］”时，对应的希腊语不是 kurios
mou，而仅仅是 kurios，“对主”（to the Lord）。这一点再次证
明，马所拉学者在用 Adonai 和 adoni 来表示神-人之别时，是多么
精细。下面是“对主［神］”的例子：
1.创 18：30，32：“求主不要动怒”（l’adonai / kurie）。
2.诗 22：30：（希伯来文第 31 节）“关于主的事，必有人叙
说”（l’adonai / to kurio）（参吕振中译本）。
3.诗 130：6：“我的心等候主”（l’adonai / epi ton kurion）。
4.赛 22：5：“万军之主”（l’adonai Yahweh / para kuriou）。
5.赛 28：2：“主有一大能大力者”（l’adonai / kuriou）。
6.耶 46：10：“主万军之雅伟的日子”（l’adonai Yahweh /
kurio to theo）。
7.耶 46：10：“因为主万军之雅伟”（l’adonai Yahweh / to
kurio）。
8.耶 50：25：“主万军之雅伟的事”（l’adonai Yahweh / to
kurio）。
9.但 9：9：“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l’adonai /
to kurio）。
10.玛 1：14：“用有残疾的献给主”（l’adonai / to kurio）。
耶稣以诗篇 110 篇 1 节，亦即他的身份的关键经文为基础，
定义了他相对于独一之神的位置（太 22：44）。耶稣确认了那个
最精彩地描述了他是谁的称谓：主弥赛亚和大卫的子孙。保罗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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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地认为耶稣是“主”，或“主耶稣基督”，或“主基督”。
保罗不但将耶稣认作独一无二的、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而且还将
他认作一位精通的神学家。
大卫·弗拉瑟（David Flusser）教授在他的《耶稣》（Jesus）
中写道：
然而，当对照着耶稣所在时代的犹太学术背景来研究耶稣的
话语时，我们很容易就观察到，耶稣完全不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
人。他既精通圣经，又精通口头传统，而且他知道如何应用这种
学术遗产。此外，耶稣的犹太教育显然比保罗的更胜一筹……证
明耶稣犹太教学识的外在证据在于，尽管他不是受批准的经师，
但一些人却习惯于称他“拉比”，“我的老师/夫子”……那些被
算为他的跟从者的核心人士，以及那些前来找他的有需要的人都
称他为“主”。显然这是他更喜欢的称谓。我们知道这一点，还
是要感谢路加的记录：“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
大卫自己说：‘主（神）对我主（l’adoni）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
的子孙呢？”（路 20：41-44 及平行经文）。这个称谓不应该弄
混，把它看作他的神性的标记（即 Adonai），它显示的是他很高
的自我认知。63
很多法利赛人很高兴被称为拉比，对此，耶稣不赞成：“但
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
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或阿爸］，因为只有一［位，
person］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太 23：8-10）。神是
一位；基督是另外一位。神是一位主，不是两位或三位。称父和

63

大卫·弗拉瑟，《耶稣》，Magnes Press，1997，29-30 页，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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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同等的神，那就是不止一位神。

可悲的发展
W.R.马修斯（W.R. Matthews）在《二十世纪中基督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Chri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提醒了我们由
纯粹一神论的丢失所引发的矛盾：
基督教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严格一神论，确立这种一神论，那
是众先知的荣耀［保罗相信众先知，耶稣也相信］，而教会从未故
意在那个基本声明上有所妥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认为圣
子应该受敬拜，而同时又要保存神体的单一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到最后，解决之道——如果这是正确的用词——就落到了三位一体
的奥秘上……所牵涉的问题对基督教来说至关重要，而大公会议的
决议已经成了整个教会的思想和敬拜的标准。然而，它们带来悲剧
性的后果。它们标志着基督徒迫害其他信徒的开端。64
这句话说得真对。这种暴行的顶峰见于 1553 年约翰·加尔文
对迈克尔·塞尔维特的谋杀。65
此时，“绝罚”（anathema）这个词第一次被听闻于耳，在
神里面的教父们对基督的群羊宣告这个词。政治动机，甚至个人

64

《二十世纪中基督的问题》，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23 页，
24 页，强调部分另加。
65 关于这一极其重要的事件的，有益的、感人的叙述，我们强烈推荐劳
伦斯（Lawrence）与南希·戈德斯通（Nancy Goldstone）所著的《火焰之上：
一位无所畏惧的学者，一个致命的异端，以及世界上最珍贵的一本书的非凡
故事》（Out of the Flames：The Remarkable Story of a Fearless Scholar, a Fatal
Heresy and One of the Rarest Books in the World），Broadway Book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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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渐渐地潜入讨论以及信仰的最深奥义之处，而最终留给教会
的，是一连串定义，这些定义被当作将人逐出神的家的手段。教
会最初的信条就是简单的表达式：“耶稣是主”。以这个口号，
教会首次并决定性地将基督教成功扩大至异教世界。在我看来，
最早的信条应该保持为成员资格的唯一教义测试，可是，随着基
督论争论的进行，最大的不幸产生了，这不幸就是，耶稣所定的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的标准被代替了，取而代
之的是，基督徒是否接受一套用以判断真基督徒的神学主张。神
学的发展让哲学加入讨论之中。66
信仰上的这种急剧下转，令阿尔伯特·诺兰（Albert Nolan）
在他的《基督教之前的耶稣》（Jesus Before Christianity）中写下
这番话语：
世世代代以来，亿万人民都尊崇耶稣的名字，但是很少有人
理解他，更少有人仍然努力践行他想看到的、应该被践行的事。
他的话已经被扭曲，被变成各种意思，任何意思，甚至毫无意思。
他的名字已经被使用，被滥用，来为罪行辩护，来吓唬小孩，来
鼓动男女逞莽夫之勇。耶稣受荣耀，受敬拜，更多时候，不是因
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恰是因为他不想表达的意思。最大的讽刺
是，他反对得最强烈的、他那时世界中的一些东西，却以他的名
复苏了，而且被宣扬，在全世界内更广泛地传播起来。67
当基督教想象着教义能够通过身体的惩罚而得以施行时，可
耻的暴行便占据了基督教，而这种暴行，则是问题多多的发展过
程的表现。困难的根源在于耶稣的信条的丢失。布莱恩·霍尔特

66
67

马修斯，《二十世纪中基督的问题》，24 页，25 页。
阿尔伯特·诺兰，《基督教之前的耶稣》，Orbis Books，199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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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Holt）在《耶稣：神还是神的儿子？》（Jesus: God or the
Son of God）中讲出了我们的观点。他讲到马可福音 12 章 32-34 节：
“这听起来像是说［那位文士］认为耶稣是我们要敬拜的神
吗？……他将耶和华当作不同于耶稣的一位来讲……这个人所持
的观点……肯定不是三位一体论。耶稣……加强并证实了它。”68

对诗篇 110 篇 1 节的弥赛亚式基督论的抵抗
如 每 位 评 注 家 都 必 须 做 的 ， 理 查 德 · 鲍 克 汉 姆 （ Richard
Bauckham）也认识到，诗篇 110 篇 1 节是耶稣身份的一把关键的
钥匙。在注意到耶稣时期的犹太教一神论从未模糊或消除“神和
其他所有实体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之后，鲍克汉姆评论道：
“早期基督教神学……主要通过诠释希伯来圣经进行……诗篇 110
篇 1 节是新约最常提到的旧约经文（21 次引用或间接提到，散布
在新约大部分经卷之中）。”69他没有评注希伯来经文中的 adoni
的意思。人们期望他对于“主”这个给耶稣的重要至极的称谓会
有一个分析。但他没有说，adoni 不是一个讲论神，而是讲论人的
优越地位的称谓，而在这节经文中，它讲的是耶稣升到极高之位。
鲍克汉姆告诉我们，早期基督徒认为这篇诗篇“将耶稣放在了神
的宝座上，行使神自己对万物的统治权”。 70 然而，这一事实没
有让耶稣变成神本身。它将他描述为惟独被提升的地位较高的 人，
神的儿子，被安排在独一之神右边的位置。耶稣的 神性几乎无法
用诗篇 110 篇 1 节中给他的专用于人的称谓来证明。
然而这类错误在公认的著作中一遍遍地重复着。在《后期新
约及其发展词典》（Dictionary of the Later New Testament and Its

68

布莱恩·霍尔特，《耶稣：神还是神的儿子？》，TellWay，2002，
167 页。
69 鲍克汉姆，《被钉十字架的神》，25 页，29 页。
70 同上，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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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好信息。但是它的作者想要
在那里发现耶稣的神性的渴望，促使他们在耶稣是谁上，犯了基
本的错误。诗篇 110 篇 1 节对于整个新约的至关重要性完全被意
识到了：
神让耶稣坐在他的右边。希伯来书大量使用这一段的景象，
这显示出诗篇 110 篇 1 节对这位作者的重要性，以及对新约关于
基督身份的总体思想的重要性。他被高举到天使之上，直至“子”
大过“仆役”（来 1：4-7，9）。71
要是关于耶稣的学术文章的作者们留意了诗篇 110 篇 1 节的
“我主”的含义该多好！这会阻止那似乎是反反复复出现的错谬再
次被重复：“‘主’象征着神的称谓 kyrios 归属于被高举的耶
稣……复活，不可否认地显示了耶稣的真正身份，他是身为神的
主，是 kyrios（徒 2：36）。”72但是引用了诗篇 110 篇 1 节的使
徒行传 2 章 36 节，给耶稣所获得的“主的身份”所下的定义，不
是用于神的那种主。他是诗篇 110 篇 1 节的 adoni，一个明确将人
与神区分开来的希伯来语形式。使徒行传刻意引用诗篇 110 篇 1
节，非但不是要把耶稣加入神体之中，反而是要证明耶稣不是神，
而是神的弥赛亚。
强解证据的事情再次发生，因为词典说道：“使徒行传明确
地在几处旧约引文（徒 2：34 中的诗 110：1）中用‘耶稣’替换
‘雅伟’……神的称谓‘主’……所起的作用是，确认耶稣分享了
雅伟的神性。”73但是诗篇 110 篇 1 节中，耶稣没有被认作雅伟，
而是被认作大卫所称为“我主”即 adoni 的人，而这个主，每位希
伯来圣经读者都知道，他不是为神的主，而是为人的主。耶稣所

71

拉尔夫·马丁（Ralph Martin）与彼得·戴维兹（Peter Davids）编辑，
《后期新约及其发展词典》，Intervarsity Press，1997，360 页。
72 同上，360 页，416 页。
73 同上，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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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正是那种身份的 adoni。彼得以那个惊人的宣告作为他对
以色列家的布道的高潮（徒 2：34-36）。
事实是，神高举耶稣到他的右边，以他为升到极高之位的人
类，授予他权力来行使神自身所拥有的“主的身份”（Lordship）。
耶稣被赐予神的特权，担任雅伟的代理人，做雅伟做的事，因为
神已经将那种权柄赐给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就是神。推动新
约戏剧的，是由神赐予为人之弥赛亚的、无可比拟的特权；按照
神预先订立的计划，这位弥赛亚现在已经成了人类的主。
评注家们似乎决心要让使徒行传符合很晚之后才出现的、对
耶稣的理解模式。“路加在他的著作中将 kyrios 既用于雅伟，也
用于耶稣，他在这么做时，延续了已经在早期基督徒团契中使用
的这个称谓的含义，而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将耶稣与雅伟视为
同等。”74 是的，但是是从什么意义上讲呢？神已经将神的职能
赐给耶稣，但是在至高神右边的人仍然是 adoni，而不是 Adonai，
是人，而不是神。
神学家们如此急切地想重新定义以色列和耶稣的信条，以致
于他们努力地说服我们，保罗没有将耶稣 加进施玛篇，而是将他
包括在它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保罗将子包括在施玛篇中，
那它暗含的意思就是，施玛篇已经被扩展了。如果耶稣被包括在
其中，那他无疑是被加进去了。这与耶稣明确的话语是相悖的，
他从未声称是雅伟。
鲍克汉姆教授说：
保罗展现出向来强烈的犹太教一神论自我意识；他将独一之
神与所有外邦神祗区别开来——这位独一之神，只有他配得效忠，
而那些外邦神祗根本不是神；他动用典型的犹太教方式来表达一

74

约瑟夫·费茨迈耶，《安克圣经·路加福音 I-IX》（Anchor Bib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I-IX），Doubleday，1981，203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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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信仰；他重新组织它们来表达基督论上的一神论，这种一神
论，绝对没有抛弃犹太教将神与所有实体区别开来的方式，相反，
它恰恰坚持了它们，而且，它还使用它们将耶稣 包括在独一无二
的神性个体中。他坚持一神论，不是通过将耶稣加进他对神的独
一无二性的犹太式理解中，而是通过将他包括在其中。75
如果施玛篇原本讲到神是单一的一位，再如果保罗后来将耶
稣包括在施玛篇中，那么保罗肯定是将耶稣加进了施玛篇并且改
变了它，而这是不可能的事。耶稣是被高举的人。
给弥赛亚耶稣的称谓“我主”是一个不变的标志，标示出耶
稣相对于神来说，他是谁。从一开始起，“我们的主”和“我主”
就反映了能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的弥赛亚称谓。当伊利莎白因
为“我主的母”拜访她而欢喜时（路 1：43：不是“神的母”，
如后来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那样），她反映出诗篇 110 篇 1 节的
“我主”。“我主”是以色列王的称谓。犹太人曾指称大卫为“我
们的主大卫”或“我主大卫”。路加说，诞生在伯利恒的是主弥
赛亚（路 2：11）。抹大拉的马利亚为失去她的主而痛哭：“有
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约 20：13）。复明的瞎
子因为认出耶稣是谁而受到祝福。他们称他为“主啊，大卫的子
孙”（太 15：22；20：30）。当保罗说有“一位主耶稣基督” 时
（林前 8：6；比较弗 4：5），他没有改变以色列的信条，将身为
神的两位都包括进去，他是在响应彼得和所有使徒的基督教核心
信念，即神“已经立这位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徒 2：36）。
古老的呼求 maranatha，“主啊，愿你来！”（林前 16：22，
新译本），将教会最早的亚兰语祷告保存下来。就像“阿爸，父”
这个耶稣对独一之神即他的父的习惯称呼一样，“主啊，愿你
来”，指出了“主”——给耶稣的合适的称谓——的本质的，以
及原来的含义。但它不是“主=雅伟”。神的称谓不会也不能与物

75

鲍克汉姆，《被钉十字架的神》，40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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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称代词连用。旧约中没人说“我们的雅伟”或“我的雅伟”。
因此，对耶稣的称呼，maranatha，把基本的新约教导和信念讲得
清清楚楚：耶稣是我们的主弥赛亚，绝对不是主神本身。以色列
的王大卫曾被称呼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王上 1：43，47），
但是没有人把他和神混淆。
古代有将地位较高的人，尤其是王称为“我们的主”和“我
主”的传统：“你父我主大卫”（代下 2：14）；“我们的主大
卫”（王上 1：11）。诗篇 45 篇 11 节的预言中，弥赛亚是“你的
主”。以色列的王是“我们的主大卫王”（王上 1：43），“王
你的主”（撒上 26：15），“你们的主，就是主［雅伟］的受膏
者”（撒上 26：16）。另一位受膏的王被称为“你们的主扫罗”
（撒下 2：5）。
在一代代受膏的王中，耶稣是最后一位。“他是你的主，你
要向他俯伏（do homage to him）”（诗 45：11，新译本）。“所
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太 24：
42）。他生来就是弥赛亚主，或“主弥赛亚”（路 2：11）。以
这种身份，他属于身为主神的雅伟。因此路加称耶稣为“主［雅
伟］所膏立的［弥赛亚］”（路 2：26）。
还有“我主”，亚基帕王（徒 25：26）。保罗在腓立比书中
一刻都不曾丢弃对“我主弥赛亚耶稣”（腓 3：8）的信心。他坚
持诗篇 110 篇 1 节的 adoni（“我主”）。他在服侍“我们的/主基
督”（罗 16：18；西 3：24）。其他地位较高者，如天使，也能
给予主的称谓：“我主，你知道”（启 7：14）。另外还有“他
们的主埃及王”（创 40：1），“他们的主哈嫩”（撒下 10：3），
“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王上 12：27）。

作为主弥赛亚，且与独一之神截然不同的耶稣
保罗和耶稣不但讨论过以色列的单一神一神论，而且还描述
过耶稣与那位独一之神的关系，从他们那意味深长的讨论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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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耶稣作为主弥赛亚而不是主神的身份的重要性，就能显
示出来。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所展示的耶稣，是一位唯一神论
者，与那位犹太文士的意见完全一致，接下来，在 35-37 节中，耶
稣立即以诗篇 110 篇 1 节为基础，将自己定义为被高举到神旁边
之位的为人的主（adoni）。保罗重复了同一个基督教信条：他先
是声明他的唯一神论信念，即对基督徒来说，“只有一位神，就
是父”（林前 8：6，暗指申命记 6 章 4 节和申命记 4 章 35 节），
然后他再加上一句，“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弥赛亚”（比较约
17：3）。那位主耶稣是弥赛亚，不是主神。作为被高举的弥赛亚，
他值得敬拜。大卫在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了。他将弥赛亚描述
为“你的主”（诗 45：11），正如耶稣将他自己描述为“你们的
主”（太 24：42）。大卫期待弥赛亚受敬拜，受感谢，受颂赞，
甚至像摩西一样，拥有“神”的神圣头衔（诗 45：6）。但是没
人想象，称摩西（出 4：16；7：1）或以色列的士师（诗 82：6）
或弥赛亚为“神”（诗 45：6），就意味着神体被扩大了。
弥赛亚是神，这个概念是不可思议的。神的称谓 Adonai 随时
可用，但它不用于弥赛亚。不管怎么说，犹太人的理解是，只有
一位是至高的神。所以，没有人可能会想象弥赛亚就是神本身。
尽管弥赛亚无疑会是神的代理人和特使，履行神的职责，但他仍
然是为人的弥赛亚。神的“名”确实被赋予弥赛亚。就像希伯来
圣经的主的天使作为神的代理人行事一样——“他是奉我名来的”
（出 23：21）——耶稣在更高的程度上，被授予绝对的权柄，替
独一的神，他的父行事。他在神右边的位置，让他值得以弥赛亚
的身份受尊敬，受崇敬。可以向他求（徒 7：59；约 14：14），
可以向他歌唱。授予复活的弥赛亚的荣耀，只是向我们表明，给
予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获得不朽坏生命之人类的，应该
是什么。形势是全新的。一个人类已经被高举，并待在神的旁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神！他是以马内利（太 1：23），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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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在他里面作工，再因为神用这种方式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76
诗篇 110 篇 1 节讲了神赐给他独一无二的儿子的极尊之位。神已
经选择通过他所委任的为人的中保来执行他的计划，这位中保是
大祭司，其使命已经超越麦基洗德和利未人的使命。
圣经评注家们带着一种前提条件来处理子的身份的问题，而
这种前提条件是他们读进圣经的。关于“真正的人类”必须包含
什么，他们设定好他们自己的定义。然后他们宣告，耶稣在这些
限定之外，因此他必然 是神。这种方法是有破绽的：第一，因为
它超越了整个圣经的单一神一神论所立的界限；第二，因为它不
容许第一个获得不朽坏生命的人类拥有极权之位——拥有至高特
权及权力——这权位是神赐给他的。他的地位远远高于任何天使。
他继承的位子远远大过其他任何受造之物的位子。如果我们假定
子之所以是至高是因为他从永恒起就是神，那么这整个过程就被
毁了！

腓立比书 2 章和歌罗西书 1 章中的保罗
破坏耶稣的单一神一神论的努力，经常出现在对保罗书信的
几段经文的评注当中。保罗被说成相信一个先存的子，离开天堂，
来过人的生活，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作完全的神。 77 根据三位一

76

名叫以铁的人（箴 30：1；尼 11：7）没有被理解为神！他们的名字是
“神与我同在”，就像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名字表示出对神在
他们中作工的信心。
77 有些三位一体论者拥护的理论是，子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说是倒空
（empty）了自己的神性，而当他升天时又恢复了它。这被称为 “虚己”
（kenosis）或“倒空自己”（self-emptying），它以腓立比书 2 章为基础。其
他三位一体论者拒绝这种理论，说神一直保持不变，因此为人的耶稣是完全
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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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的概念，婴儿耶稣，或者说，甚至在此之前，婴儿耶稣就作
为神，维持着宇宙。腓立比书 2 章 5-11 节被援引以支持这种“道
成肉身”。78
然而，腓立比书 2 章不可能推翻由马太、路加，以及在其他
地方由保罗本人（罗 1：3；加 4：4）所确立的，关于神的儿子的
开端的记载。在这段著名的经文中，保罗是在敦促基督徒效法耶
稣的榜样。如果说保罗单单在这一段中，提倡信决定降生为人类
的第二位永恒神性存在的话，那真是令人惊异。这与整个旧约的
预言是相悖的，旧约预言弥赛亚为大卫的子孙。而且它几乎无法
成为信徒实际可行的模式。保罗真的是在要求他们去仿效一位决
定来到地球，在天上的永恒位格的所作所为吗？还是说，保罗在
敦促我们去效法历史上的人耶稣的榜样——他在以色列生活，传
道，受苦，而且他是基督徒作仆人服侍的楷模？
保罗的书信是首先写成的新约文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在其后完成。如果保罗赞成耶稣是三位一体
神之第二位成员的观点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理解在福音书神学
中明显地不存在呢，而为了见证基督教信仰而写的福音书，其成
书时间还在保罗书信之后？
保罗在腓立比书 2 章的主题是弥赛亚耶稣（5 节）。而所说的
弥赛亚耶稣，保罗在其他地方指“ 为人的弥赛亚耶稣”（提前 2：
5）。耶稣确实是“神的形像（image）”或“神的形状（form）”
（腓 2：6）。“形状”这个词，如现代学者所认识到的，不应该
理解为希腊哲学术语。相反，它与单词“形像”的意思相似，从
而描述了看得见的人耶稣。亚当被造成神的形像，而耶稣是第二
个亚当，是人本应成为的、神的那种形像。在哥林多前书中，保
罗将人看作“神的形像和荣耀”（11：7），而在哥林多后书中，
他讲到“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基督本是神的 像（image）”（4：
4），以及“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4：6）。保

78

同一概念在哥林多后书 8 章 9 节也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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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只知道历史的耶稣，后来升到父的右边的耶稣。他的确就是神
的形像（“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耶稣被
赋予神的权柄，就像神他的父一样，但他没有利用他的王的地位，
反而作了一个奴仆（腓 2：6-7）。他取了奴仆的角色，他不滥用
他的弥赛亚特权，并做好准备顺服神，直至在十字架上以羞辱的、
痛苦的死亡方式来献出他的生命（8 节）。因此神“将他升为至
高”，升到仅次于独一之神的位子，以彰显父神的荣耀（ 9-11
节）。保罗以一个响亮的唯一神论表达来结束他的陈述：“神，
父”（God, the Father）（11 节）。
如果说耶稣其实只是回到了他天生就永恒享有的神的身份，
那么保罗在这里的整个教导就毫无意义。哪怕在他生涯的最高点，
耶稣仍是为了“使荣耀归与父神”（11 节）而就任他高升的职位。
神仍然是父的对等词，而这是圣经唯一神论众多证据的其中之一。
保罗在此传达的功课，是要我们仿效历史的弥赛亚，要我们
有他那样的心思和态度。作为神独一无二的代理人，耶稣享有神
的地位，但他没有把他与神的这种相似性，当作某种用来为他自
己谋利益的东西。相反地，他选择了奴仆的角色，在执行他整个
使命的过程中都为人类服务，甚至为他们放弃他的生命。耶稣没
有为了达成自己的意图而去利用他的职位。他既作人顺服的仆人，
也作神顺服的仆人，因为神委派他去作合宜的神人关系的榜样。
这幅图画完全就是福音书中受试探故事的映像，在那里，耶稣拒
绝使用他神的儿子的身份，去绕过神为他预备的受苦的命运。

歌罗西书 1 章
歌罗西书 1 章 15-19 节经常被通过三位一体论透镜来阅读，人
们与圣经其余内容相矛盾地想象，耶稣是创世记创造活动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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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行动者。79 然而保罗再一次将耶稣描述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15 节）。“像”（即形像，image），就意味着可见性。我们看
到神在耶稣里作工。保罗的主题是看得见的、历史的耶稣。按照
诗篇 89 篇 27 节对弥赛亚所作的预言，他为神的“长子，为世上
最高的君王”。因此，“长子/首生的”（15 节）是一个弥赛亚称
号，并且暗示耶稣是在他里面开始的新创造的首位。歌罗西书 1
章讲的是在基督里成就和平。耶稣是“智慧”，即神从一开始所
做的智慧的计划，在耶稣降生时最终成为现实。保罗在这里的主
题不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而是基督徒被迁入神的儿子的国度（13
节），是在弥赛亚里，“一切所有的，归于一统”（弗 1：10，
新英语译本中译本），而弥赛亚则是新创造之元首。保罗在考虑
万世以前的计划（弗 3：11），计划中，基督要成为所有掌权者
的统领。
“长子”肯定不是神的称谓。保罗称耶稣为“他的［神的］爱
子”（西 1：13），紧跟着，他就用了“长子/首生的”这个称号。
以色列也是神的长子（出 4：22），以法莲也是（耶 31：9）。弥
赛亚尤其是神的长子（诗 89：27）。新约同时代的犹太文献中，
以色列就像长子，独生子〔所罗门诗篇（Pss. Sol.） 18：4〕。在
以斯得拉书（Esdras）6 章 58 节，以色列称自己为“你的子民，你
所称为长子的，你的独生子”。“所爱的”、“独生子”以及
“长子”，都是给弥赛亚的称号，都没有将他描述为神，而是描述
为一个被拣选的人。歌罗西书为我们描述了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职
位，以及他受委任来领导神了不起的和好计划的命运。耶稣毫无
疑问是神的创造的目的，而他在父的右边管理新创造。
在歌罗西书 1 章 13 节，也就是歌罗西书 1 章 15-19 节至关重

79

圣经中有大约 50 处声明，确定父神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且以赛亚书 44
章 24 节表明惟独他是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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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上下文中，保罗为讨论耶稣在神的右边的位置做了准备。他
说基督徒已经被迁入子的国度。这和创世纪的创造活动没有任何
关系，它聚焦的是在基督里的 新创造。耶稣无疑是那个国度中第
一个获得不朽坏生命的人。作为神的弥赛亚以及新创造之首生，
“万有都是在他里面（in）造的”（16 节）。80这节经文写的不是
“万有都是 由（ by ） 他造的”。保罗在这里定义了他所说的“万
有”：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即各级统治者。保罗在此考虑
的不是整个物质宇宙，而是众个体掌权者。耶稣高过他们所有掌
权者，其身份是神的长子，是他“独生的”儿子，正如约翰所称
呼他的（约 1：14，18；3：16，18）。
保罗说，耶稣现在是最高的，“在万有之先（before）”（17
节），单词“before”，如它常常所表达的含义，指的是级别上的
“至高”，而不是时间上的“先于，早于”。但是，在新创造中，
耶稣在时间上先于其他所有的新受造，这一点也是确实无疑的。
在神要将万有赐予他作为继承之物的计划中，按时间说，他在世
界之先。他是第一个通过复活而获得不朽坏生命的。这正是保罗
在 18 节中所说的；在 18 节，他将耶稣描述为“从死里首先复生
的”。正是他从死里复活，才确立了他在神之下、在整个新创造
以及其中所有权柄之上的至高之位。18 节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耶
稣的升高是“ 好让他居首位”（参新译本）。如果说保罗相信耶
稣参与了整个过程，且从永恒就是神本身的话，那这就毫无意义
了！耶稣获得了他独一无二的地位。
纵然保罗是指创世记的宇宙创造，那他也是将耶稣看作神的
智慧或神智慧的计划。万物被创造时，弥赛亚，神的儿子就在神
的意念之中。一切是“在他里面”（16 节）造的，而基督徒在世
界创立以前，也“在他里面”（弗 1：4）。耶稣是作为新创造之

80

莫尔 顿（Moulton ）和米利 根（ Milligan ） 提出 介词 en ，即“in ”
（在……里）表示原因，意思就是“因为”〔《新约希腊语语法》（ A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T & T Clark，1963，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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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而获得他在神旁边的至高之位的，“所有权柄”（太 28：18）
都已经给了他，为要让他去做他在那个新创造中的工作。
当各译本给人一种印象，即耶稣作为主动行动者，在创世记
的创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时，它们在误导。这将有悖于以赛
亚书 44 章 24 节直白的宣告：独一之神独自创造万物（“谁与我
同在呢？”）。耶稣本人知道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而且提到
这件事时，他说是他的父做的：“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可 10：
6）。希伯来书 1 章 1-2 节专门讲，在旧约时期，神没有通过子来
行事或讲话，并且在创造之后于第七日歇工的，是神，不是耶稣
（来 4：4）。大家只要打开《释经者的希腊文注释》（Expositor’s
Greek Commentary），歌罗西书 1 章 16 节，就能看到，“这不是
说‘万有都是由他造的’”。这里的意思是“在他里面”，不是
“由他”。81
新约强烈要求信耶稣是弥赛亚，肯定不是神。耶稣是作为弥
赛亚的主。这一中心事实被确立为教会的基础，为磐石般的信念。
彼得在使徒行传 2 章 36 节宣告耶稣“为主、为基督”，而当保罗
声明基督徒信“一位主，就是耶稣弥赛亚”（林前 8：6）时，他
发出了相同的宣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神的儿子，是在马
利亚身体里通过超自然方式而生的。神将他从死里复活，藉着这
个强大的举动，以大能宣告他是儿子（罗 1：4）。没人想象在圣
经中那位神死了！“被杀过的羔羊”（启 5：6，12；13：8），
即使被升高，高到他现在与独一之神合作的位置，他仍然是会死
的生命，因而他不是神。惟有神不死（提前 6：16）。因而神不
可能死。查尔斯·卫斯理是能写出这样的赞美诗歌词：“至大奥
秘哉：不死之身死去。” 82 但这仍然是自相矛盾之语，仍然是无
稽之言。不死之身不可能死。神，不可能死。死过的，是神的儿

81

W.罗伯逊·尼科尔（W. Robertson Nicoll），《释经者的希腊文注释》，
Eerdmans，1967，504 页。
82 “岂是我应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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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主”用于普通的、人类的“雇主”。“他们去把这事都告诉
了主人”（太 18：31）。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保罗的书信中，
从头至尾，耶稣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
我们的主”（林前 1：2，参新译本）。在启示录 11 章 8 节，耶稣
仍然是“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主”。神，以色列独一不死的神，从
来不曾被钉十字架。圣经的神学根本不晓得一位会死的、至高的
神。耶稣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启 2：8），是
“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启 3：14），我们记得，圣经词典
上说它的意思是“他自己是所创造的一部分”。 83 他是新创造，
亦即不会死亡的人类的至高元首，是第二个亚当。假若我们立足
于新约准则范围内的话，严格一神论就会受到严密守护。只有当
希腊影响力通过早期教父，开始要求一种以希腊宇宙论模式为基
础的神学时，单一神一神论才遭受了致命的一击，因为这种模式
将“第二位神”带了进来。

83

《使徒教会词典》，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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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要是我们听了加百列的话就好了！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
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
子”）”（加百列，路 1：35）。
“‘因此，他必称为神的儿子。’‘称为’（calling），表
达出一个人是什么，因此，它的意思与‘他必作’（he will be）
是一样的。这两个用语的互换性，对比一下马太福音 5 章 9 节
‘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与路加福音 6 章 35 节‘你们也必作至高
者的儿子’，就可以看出来。”1
“基督在童女身体中奇迹地有了生命，与基督先前就存在，当
然是互相排斥的。”2
“一些关键表述如‘神的儿子’一直在用着，但它们的意思却
在 渐 渐地 变化 着 ，而 这一 点 则帮 着掩 盖 了正 在发 生 的发 展 过

1

雷蒙 德 · 布 朗， 《 弥 赛亚的 诞 生 》 （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 ） ，
Geoffrey Chapman，1977，289 页。
2 阿道夫·哈纳克，《教义史》，Dover Publications，196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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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3
在约翰福音 10 章 36 节，耶稣讲到了他自己的历史：“父所
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我们其他福音书与这个简单的叙
述完全一致。神的儿子超自然地开始了生命，这让他成为独一无
二的神圣的人，从而也是举世无双的“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
子，神最后的代理人，他受他的父差遣，执行传讲神国救赎福音
的使命（路 4：43）。
希伯来预言已经宣告了弥赛亚在伯利恒的诞生（弥 5：2）。
神已经“兴起”耶稣，就是说，让他登上历史舞台，4然后委任他
为代理人，差遣他传福音给以色列（徒 3：26）。这节经文应该
止息任何说如果神“差遣”耶稣，那么这必然意味着耶稣在他成
胎之前就活着，且有意识的说法。彼得说，神先是生了弥赛亚，
然后再差遣他为他所授权的代表和先知。神的儿子耶稣如何产生
的细节，也是马太和路加统一的、可靠权威的见证的主题，而且
到目前为止，关于神的儿子的开端，他们两位提供了最长最详细
的记述。两位作者都倾向于将神的儿子的开端牢牢地固定在历史
中。他们提供了基督教神学最基本的知识，而他们的福音书恰恰
就放在我们的正典圣经的开头。
马太和路加都没有给我们呈现一个巨大的神学问题，需要无
数神学家来提供一个解释。圣经的记载将神的儿子描述为古老的
犹太应许的所指之人；那应许就是，大卫王室的一个直系子孙将
会出现，作为神拯救以色列和世界的工具。评注家们已习惯于将
子看作永恒的神本身，以致于他们本能地想象，路加和马太与他

3

唐·库比特，《关于基督的辩论》（The Debate About Christ），SCM
Press，1979，119 页。在新约中，神的儿子这个头衔是稳定不变的，意思是
弥赛亚。圣经时代之后，从第 2 世纪起，它的意思逐渐地起了变化，最终导
致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亦即神的儿子的身份的丢失。
4 不是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生命，从历史之外被插入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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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意见一致。一位撰写“耶稣是谁”的小册的作者告诉我们，
“路加教导，耶稣的人类生命的开端是超自然的”。他没有观察到，
路加描述了神自己的儿子这个人的开端，而他的生命开始于被怀
胎之时。人类的生命始于其母亲，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耶稣与人
类有所不同。我们这位作者声称基督“应该被承认为主和神”，
但是他没有从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给出经文来支持这个惊人的说
法。他认为“马利亚的儿子被天使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是因为他
是自永恒就有的那一位”。但路加和加百列没说这种事。恰恰相
反，加百列将马利亚身体里的神迹，明确地与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被生为神的儿子联系起来。神的儿子被授予那个称号，是因
为神凭借生物学神迹作了他的父（路 1：35）。再没有给出别的
理由，所以实在没必要为神的儿子想象出其他任何开端。路加福
音 1 章 35 节是一个完整的陈述，讲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根据。但是
后来的神学将一种使问题异常复杂的成分引入这些单纯的记述。
关于耶稣，我们发现，在《新约神学词典》中，有科学得多
的、实事求是的叙述，转向这些叙述，离开那许多试图让路加和
加百列成为三位一体论者的转弯抹角的做法，那是一种解脱。作
者从旧约背景来探讨他的主题：“与旧约和犹太式弥赛亚图画的
联系，是无可争辩的。论到旧约弥赛亚，以赛亚说，谋略和能力
的灵住在他身上（赛 11：2）。他称他为神威勇士（mighty hero）
（9：6，参吕振中译本）。”5词典适宜地纠正了一些人的错译，
他们想要将三位一体神学读进以赛亚书，并将弥赛亚描述为“全
能的神”，从而给我们摆出第二位全能的神的惊人概念！以赛亚
讲的是大卫的一个后裔，他将是 el gibbor，是大能的或神圣的英

5

《新约神学词典》，2：299。布朗、德赖弗和布里格斯将这个头衔翻
译为“反映神之威严的神圣的英雄”（《BDB 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典》，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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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神威勇士，吕振中译本）。
该词典还指出了弥迦对为人之弥赛亚的预言：“弥迦将他比
作牧人，并说他将靠雅伟的大能牧养他的羊群。”6这样一个描绘
阻止了任何认为弥赛亚会是神的思想。他是靠着“ 他的神”（弥
5：4）的大能而做事的。君王诗篇 110 篇 2 节中描述了神的同一
位弥赛亚代理人：“你的［弥赛亚的］能力之杖，主［雅伟］从
锡安送出来”（参吕振中译本）。弥赛亚是神超自然地授权的，
他的这幅君王图画的确证，从耶稣出生半个世纪之前的著作中就
能够发现。所罗门诗篇 17 篇 24 节、42 节及 47 节写道：
求你赐能力给他，使他摧毁不义的统治者，使他洁净耶路撒
冷，清除践踏耶路撒冷、令她毁坏的外邦人……神以圣灵使他强
大，以能力和公义的谋略使他智慧。主喜悦他，赐他力量，他必
不软弱……他的行事有力量，他敬畏神，强大无比。
该词典评论道：
所有这些片段中，给弥赛亚的图画都是王的图画。赐给他的
大能是打败他仇敌的得胜的大能。它是以色列的王所说的大能：
“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赐我力量、使我强大的全能
者……赐我力量，使我能争战”（撒下 22：32，33，40；比较诗
18：32，39）。王将他战争中的胜利归在雅伟给他的大能上。弥
赛亚被看作像这样的一位君王，拥有雅伟所赐的力量。7
路加对弥赛亚的这幅图画激动不已，并且讲述了耶稣在他的
使命中所展示的预言能力。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与复活的耶稣同
行的两个门徒，知道耶稣是“一个人，是个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
先知”（路 24：19）。8这是一幅出色的“新摩西”的图画。摩西

6

《新约神学词典》，2：299。
同上。
8 希腊文直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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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徒 7：22，钦定本中译本）。
路加还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基督］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存在是由神的大能特别决
定的。这是路加的幼儿故事最重要的特征……路加在这里是将耶
稣的成胎描述为童女生子的神迹……致得人怀孕的神迹……背景
是神生他的儿子的圣经概念，即神通过无法用理性解释的言语行
动生他的儿子……因为这个原因，子拥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特别
的名字，即：“神的儿子”……在他存在的开始，神的大能的一
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行动……给予他“神的儿子”的称号……
“神的儿子”这个弥赛亚称号与受孕并降生的神迹之间的关联。9
神并非在圣经经文中以及在专家的评注中，给他自己不留有
力的见证。对于任何一位不怀偏见的读者来说，这些伟大的记录
与后来对耶稣异教化了的观点相比，差距有多远，那肯定是显而
易见的；后来的观点认为耶稣是神的永恒的儿子，永恒受生，作
为神，即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成员，从一个完全有意识的存在进入
他母亲的子宫。

为后来的发展所做的辩护
神学著作经常告诉我们，对耶稣的正确定义和他与神的正确
关系，是在几个世纪的艰难思想争斗之后才发现的。然而圣经似
乎要直截了当得多。它没说任何关于“三位一体之奥秘”的话。
这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圣经后著作把我们带进一个迥然不同的
思 想 世 界 。 J.S. 威 尔 （ J.S. Whale ） 在 他 的 《 基 督 教 教 义 》
（Christian Doctrine）中问道：
［三位一体教义］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要制定？它意味着什

9

《新约神学词典》，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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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当教会刚刚试着探讨系统教义时，它就发现自己在与自己的
基本公理搏斗。我刻意使用了“搏斗”这个词，因为从表面上看，
这些公理是互不相容的……第一是一神论，一种深厚的宗教信念：
只有一位神，神圣且至高无上，从而敬拜其他任何对象或任何事
物都是拜偶像。对于以色列，以及基督教教会的新以色列来说，
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都是最严重的罪。“以色列啊，你要听！
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 6：4）。“我是雅伟，在我以外并
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赛 45：5）。一神论是旧约
宗教信仰跳动的心脏；它曾是，现在仍是基督教神学的精髓……
教会的系统思想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神论的进一步定义 ，即对神体
的单一概念的详细阐述，不过不是以三神论（Tritheism）说法来
表达，而是以三位合于一体论（tri-unity）说法来表达……以新约
资料为材料，同时 以希腊哲学为工具，基督教思想构建出了三位
存在于一体的教义……流行的三位一体观点已经常常是一种罩着
面纱的三神论。10
在告诉我们三位一体是如何形成的浩瀚的出版资料中，这段
陈述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无法面对教会扭曲了新约而不是准确
地解释了它的这种可怕的可能性，我们的作者用低调的话语讲了
“一神论的进一步定义，即对神体的单一概念的详细阐述”。至少
他意识到了耶稣的信条不是三位一体论，而是坚定声明了的单一
神一神论。但他是否公正地探讨了耶稣自己的信条被篡改时所发
生的灾难呢？为什么重新定义圣经的简单信条是可以接受的？神
是一位。他不是三位。倘若对神，从而对宇宙不进行重大重构的
话，一位是不可能变成三位的。宇宙中有几位能被称作至高神？
新约从未讲过与这个问题相“搏斗”的话。在摩西律法以及它在
新约中的应用问题上，确实有挣扎。但是我们的使徒作者中，没

10

J.S.威尔，《基督教教义》，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112 页，
115 页，116 页，118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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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对神、对一神论做全新定义这个话题。旧约的神，就是新
约的神。他是耶稣的创造者，是他的父。其他的，无需多说。
但是外邦的异教徒思想不想向基督教信仰的犹太创始人的犹
太信条低头。耶稣的简明性需要按希腊文化的哲学体系来详加解
释。因此，就耶稣相对于神来说的身份的问题，产生出了各种争
论。
因此教会也“搏斗”，事实上是与自己搏斗，极不明智地要
脱离所感到的圣经一神论的束缚，而圣经一神论这个教义，本来
是可以免去它那么多随后的痛苦与分裂的。更别提它对犹太人以
及穆斯林的强烈冒犯了，它让犹太人尤为恼火：基督徒接手他们
的圣经，然后生拉硬扯，为要躲开以色列的一神论，同时却声称
没有这么做！
其他对我们的话题发表评论的权威，论到事实时都直言不讳，
特别是那些没有多少神学私心的历史学家。第 15 版《大英百科全
书》说：“不管是三位一体（Trinity）这个词，还是明确阐述的
这种教义，在新约中都没有出现，而且 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们也没
打算违背旧约的施玛篇 ，即‘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 6：
4）。11
这一事实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因为教会后来远离了耶稣所背
诵的信条；与犹太文士的态度一致，耶稣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它，
毫无疑问，他没有违背它！他万般强调地申明了信条。当教会在
圣经后时期不再坚持施玛篇为它的信条时，这让犹太人“深感怀
疑，在信三位一体教义时，我们讲的是否还是那位独一之神”。12
既然教会发觉耶稣的施玛篇不足以作为神的定义，那么很清楚，

11

“ 三 位 一 体 ” （ Trinity ） ， 《 大 英 百 科 全 书 · 百 科 简 编 便 览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icropaedia Ready Reference），126 页。
12 保罗·凡·伯伦（Paul van Buren），《真实犹太教-基督教神学》（A
Theology of the Jewish-Christian Reality），Harper & Row，198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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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一个信条就一定得制定出来。然而三不是一。而且没有新
约作者曾暗示，希腊的哲学语言是解释圣经信条必不可少的辅助
工具。保罗提醒教会注意哲学的毁灭性影响所造成的危害（西 2：
8）。而且耶稣还反反复复地警告说，他的话是与神，以及与他自
己有合宜关系的唯一稳妥的向导。
不以犹太救主为基础，而是——如人们所认为的——以一个
含更多想象成分的、有魅力的宇宙形象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宗教，
那是外邦人的意愿；而此事导致的灾难，让犹太人的神以及他独
一无二的人类救主被取代了。在教会努力按照希腊哲学来定义神
和耶稣的众口水战中，受害人是耶稣本人。“改进版”信仰对于
事先具备神创宇宙之概念的异教思想来说，无疑散发着吸引力，
但是，圣经中神的儿子以及大卫的子孙这个弥赛亚形象就被遮掩
了。对耶稣进行“去弥赛亚化”（demessianize），以支持一个异
教化的宇宙的宗教形象，此举最终的结果是，失去大卫本人的后
裔，也就是失去地上即将到来之神国的使者。如马丁·沃纳的果
断宣告，这是堕入了黑暗之中，“历史的耶稣完全消失在它背
后”。13
以任何方式背离耶稣信条的行为，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有效的。
耶稣将基督教信仰扎根于犹太教核心之中。施玛篇是以色列唯一
且核心的教义，要不惜一切代价持守。在这一核心神学问题上，
我们应该听从、跟从耶稣，他是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

路加呼召我们回到弥赛亚耶稣身上
新约圣经自带了内置的保护性装置，以防止在对神是谁，以
及耶稣是谁的理解上出现任何更改。路加把他的坚实基础建造在
信仰的原始事实中，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完全是我们所需要的，关
于耶稣相对于神的身份的钥匙。他记载到，加百列向马利亚宣告

13

沃纳，《基督教教义的形成》，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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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独一无二的儿子的降生，而这个儿子，通过神有创造能力的灵
所施行的生物学神迹，也会是神的儿子。
路加这个简单的记录应该是能完全止住不止一位是神的思想
的。有人提出，子之所以是子，是因为 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父
在马利亚身上所做的生子的历史神迹；但加百列对“神的儿子”
这个词的解释，亦即受神所启示的解释，阻挡了这类说法。极少
有经文如此明确，如此全无模糊之处。极少有经文已经装好它们
自身内置的解释。极少有经文填充了更多清楚的神学定义。还有，
极少有经文在心怀敌意的评注手中受创更多，这种评注，要么扭
曲它，要么更有效地，直接忽略它。
我指的是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一节没有受到它应受关注的经
文。或许这么做有个很好的理由。加百列的话的确让教会后来关
于基督的定义处于困窘的境地，因为它废除了天使所提供的信息。
在路加福音 1 章 32 节，加百列讲得很清楚，马利亚的儿子将
同时也是至高者的儿子，亦即神的儿子。至高者就是主神，他
“要把他［耶稣］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 1：32-33）。所应许的儿子既是神的儿
子，也是他“祖”大卫的后裔。马利亚已经知道她所应许的儿子
将会是“至高者的儿子”。但是她自己还没有和她丈夫同住，她
如何能生一个儿子呢？他又如何能是神的儿子？
当她的问题的答案被读者完全考虑到时，这答案就会永远改
变神学的情形。马利亚的询问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这个询问
也得到了清楚明确的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
要荫庇你，因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dio kai］所要生的圣者必称
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
（路 1：35）。这是路加第一次以“神的儿子”（Son of God）
（确确切切的用词）提及耶稣。这是一个确定无疑地遍及新约记载
的称号，从约翰福音中特别能反映出来，其中，耶稣时常称神为
他的父，更确切点说，为他 自己的父。不可漏掉的一点是，路加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解释神的儿子如何、为什么以及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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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开始存在。子要被生出（begotten），就是说，要使他开始存在
（caused to come into existence）。神的儿子，即通过这样的神迹所
生的儿子，也是马利亚的儿子，以及大卫的子孙。他是因为神在
马利亚身上所行的神迹才得以存在的。根据加百列所说，耶稣身
为神的儿子，是基于且根源于生物学的神迹。“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耶稣是神的儿子（路 1：35）。儿子的身份是通过神在历
史上的介入而确立的。
天使的宣告与希伯来圣经关于大卫的子孙的应许完全一致；
应许说，大卫的子孙，神将生他，并称他为他自己的儿子（撒下
7：12-14）。神应许要立这位弥赛亚儿子为“长子，为世上最高
的君王”（诗 89：27）。这些宏大的、圣约的应许都成就在耶稣
身上。在成胎之前就活着的子，在圣经故事中没有一丝迹象！那
个想象出来的概念将一个外来的成分，以及一种可怕的复杂性带
进容易理解的、给大卫的应许——他的后裔将会成为弥赛亚以及
神的儿子。
我们记得，路加在陈述已经讲述给提阿非罗的信仰事实（路
1：1-4）。认为路加相信一个 先前存在的子变成肉身，然后让他
的读者不可能去理解这种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路加
通过加百列讲得很清楚，子的唯一开端以行在马利亚身上的神迹
为基础。子正是有计划的生物学奇迹的结果——在这里，在地上，
在历史时间中所施行的物质世界的神迹。没有一点儿迹象表明子
从先前的存在进入子宫，从而没有一点儿迹象表明构成道成肉身
及三位一体教义的要素。对路加来说，没有永恒的子。耶稣有权
作神的儿子，那是有着清楚的理由的。那就是他作为儿子，在马
利亚身体里开始生命。另一个“永恒的子”将会让加百列的话成
了不实之言。如果没有永恒的子，就不可能有三位一体，而且犹
太教-基督教的单一神一神论就会完好无损。
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关于路加看待子的观点的评论
值得为更多的公众所知：
在诞生故事中，路加比马太更清楚地声明，耶稣从出生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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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神的儿子（1：32，35，另请注意 2：49，在那里耶稣承认神
是他的父）。在这里，十分清楚的是，一个童女通过神的大能而
不用任何人类参与就会怀孕（路 1：34）。但是，此处，以下内
容也是足够清楚的：这是一个生某人（begetting）的过程，一个
成为人（becoming）的过程——这是看得见的，是一个人开始存
在的过程，这个人将被称为神的儿子，并且他事实上 就是神的儿
子，并不是一个先前就存在的生命变成一个人类婴儿的灵魂，或
者说成是一个神体变形成为一个人类胎儿。14
邓恩的话应该被认真地思量，它们完全准确地反映了路加所
写的。请注意，此处，路加与后来的概念，即认为神的儿子其实
是一个从不曾开始存在，而是永恒存在的先存之位格的概念相比，
二者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地大。路加在尼西亚测验上应该会离及格
差得很远。为了对抗亚流，那次公会议对任何胆敢说“子有段时
间不存在”的人宣布施行绝罚。路加（和马太）以明明白白的话
语宣告，神的儿子开始存在（生出），是大约 2000 年前，通过童
女马利亚子宫里的一个神迹而成就的。
在路加的这个基督论中，没有先存的子，没有这种教义的可
能性；耶稣作儿子，只有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教义明确地被排除
了。耶稣的儿子身份是基于神的灵所做的神奇的创造之工；神的
灵在人类生物链中发挥作用，这样，也保证了耶稣与大卫之间极
其重要的血缘关系——正如希伯来圣经中大卫之约所应许的——
它是得救之盼望跳动不息的心脏。
“路加的目的很清楚，是要描述生子的创造过程。”15所以，
在圣经中，在这段完全有澄清作用的经文中，呈现给我们的神的
儿子是通过生物学神迹，在相对来说不久前的历史中才产生的。
不从其母亲子宫开始的子成了肉身，以及由此而生的后来的三位

14
15

《基督论之形成》，Eerdmans，1996，50-51 页。
同上，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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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明显地不在路加的观点中。
德国神学家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同意：
在路加福音中，神的儿子的身份是由神的灵在马利亚身上的
大能的作为而确立的，但是马太福音显然更强调从超自然的生育
这个意义来看待它（太 1：18）……耶稣的独一无二性［是］以
他的降生模式来表达的……［童女生子］用很直接的方式解释了
神 的 儿 子 的 身 份： 耶 稣是 由 神 的 灵 创 造性 地 生出 的 （ 路 1：
35）……
耶稣由童女所生，与先存的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基督论［从
而也与三位一体］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耶稣先是通过马利亚
的怀孕而成为神的儿子……［先存性］与这一点不相容：以这种
方式降生的神的儿子第一次在时间上得以确立。耶稣的儿子身份，

不可能既因他的先存性而拥有，同时又以神在马利亚身体里生育
他时为开端。16
令人遗憾的是，潘能伯格虽然完全准确地解释了圣经经文，
但他却认为整个童女生子的事件是个传说，遂不予理睬。然而接
受它立刻就会让神学摆脱道成肉身的复杂难懂的问题；所谓道成
肉身，就是神的儿子在他自己的降生以前就有意识地存在着，然
后以某种方法通过了马利亚的身体！路加和马太对此一无所知，
对他们来说，那是新奇的想法。他们不知道永恒的子，因而不用
竭力应对三位一体的“问题”。在耶稣的开端问题上接受圣经，
将会解放我们的思想，并且让我们能够与这些无与伦比的记录产
生共鸣；而“开端”这个词，在马太福音 1 章 18 节中用的是起源
（genesis）。
著名的罗马天主教评注家，对降生叙述研究得最全面的作家，

16

潘能伯格，《耶稣——神与人》，120 页，142 页，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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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说道：
在评论中我要强调，马太和路加对先存性表现得毫不知晓；
似乎对他们来说，怀孕就是成为（生为）神的儿子……我们所探
讨的是，通过神有创造能力的灵，神的儿子在马利亚的子宫里诞
生。17
当注意到路加描述了耶稣因着神迹的诞生，与他的儿子身份
这二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后，布朗说：“在先存式基督论中，
藉着圣灵而在马利亚子宫中的怀孕，没有使神的儿子存在。路加
似乎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基督论；对他来说，怀孕和神的儿子的身
份是因果关系。” 18 关于耶稣，路加的观点和后来认为他是先存
的永恒的子的“正统”观点之间明显的不一致，这“已经让很多
正统神学家很困窘”，19 而且理当如此。根据将耶稣看作子神的
三位一体观点，童女生子并 没有使得子开始存在。因此，三位一
体教义与路加的基督论是全然矛盾的，路加关于子的教义与后来
的正统教义不可能一致。如果用后来的公会议标准来评判的话，
路加明显地是个“异端分子”。
雷蒙德·布朗承认的困窘确实应该令教堂信众以及圣经读者
心有不安。神的儿子在他受生之前就是儿子的“公认”教义，与
路加（和马太）是矛盾的。根据加百列所说，神实施干预，在历
史中生下他的儿子，使他存在于世，这一事件让我们有了救主耶
稣。但根据“正统说法”，事情不是这样的。马利亚只是将已经
是神并且是三位一体神之第二位成员的儿子吸收到自己身体里，
然后提供了一个“无位格的人性”。
到目前为止，这种困窘还没有让教会摒弃它自己“公认的”
耶稣观，以支持圣经的观点。当这件事最终发生时，圣经将会从

17

雷蒙德·布朗，《弥赛亚的诞生》，注释 31，312 页。
同上，291 页。
19 同上，291 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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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相矛盾的、以非常粗暴的手段强加于它的层层传统中被解救
出来。
在马太和路加对耶稣的出身与降生的描述中，我们能发现新
约中一些最精彩的、能提供信息的经文。“耶稣是神”的观点不
可能与这些记录吻合。马利亚没有在她的子宫里怀上神，也没有
生下神作为她的儿子！马利亚不是“神的母亲”，而是“我主的
母亲”（路 1：43）。伊利莎白这样称呼马利亚，她采用了诗篇
110 篇 1 节中至关重要的弥赛亚头衔，在那里，弥赛亚其实是“我
主”（adoni）。称马利亚为“神的母亲”将会让圣经的降生叙述
变成无稽之谈。它还会颠覆一神论。路加福音 1 章 26-38 节中加百
列去见马利亚，这件事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楚、简单的基础，
好让我们理解神是谁，以及神的儿子耶稣相对于以色列的神来说
是谁。马利亚被告知，她的儿子将会是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说，
当然是神的儿子。至关重要的，是加百列关于神的儿子如何开始
存在的启示。
约瑟夫·费茨迈耶（Joseph Fitzmyer）对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
的评论：
［圣灵］被按照旧约意思来理解，即它是神有创造能力的、运
行着的、与人类同在的能力……后来的教会传统从这节经文得出
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殉道者游斯丁写道：“因此，将神的灵和能
力理解为其他任何东西，而不是理解为道（Word）——他也是神
的长子——这是不正确的”〔《护教书》（Apology）1.33〕。在
这种解释下，这两个表达［灵和能力］被理解成三位一体的第二
位格。然而“圣灵”被理解为第三位格，那是临近第 4 世纪的
事……在此，在路加的幼儿叙述中，没有耶稣的先存性或化身为
人的证据。路加唯一关心的，是坚定地表明，神的弥赛亚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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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有创造能力的灵在马利亚身上作工的果效。20
新教福音派评注家弗雷德里克·戈德特（Frederic Godet）评
论说：
天使所用的“因此”一词，暗指他之前的话：他要称为至高
者的儿子。我们可以换一种措辞：“正是因为我给你说的这个原
因……”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天使自己的口中，从他前半部分
信息中，得到“神的儿子”这个词真实可靠的解释。这个解释之
后，马利亚只可能从这个意思去理解这个称号：一个人，而且他
的存在由神自己直接创造。它没有表达先存性思想。21
戈德特承认，“三位一体含义不应该在此应用在‘神的儿子’
这个用词上。耶稣基督作为神永恒的儿子具有先存性的概念与上
下文格格不入”。22
因此路加肯定不是三位一体神或子神的信徒。正如费茨迈耶
所说，殉道者游斯丁和后来的传统确实从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得出
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到公元 150 年时，游斯丁相信先前存在
的“神的儿子”就是荫庇马利亚的能力和灵。这将意味着子策划
了他自己在他母亲体内的怀孕过程！ 23 这个故事已经变得完全混

20

《路加福音 I-IX》，350-351 页，强调部分另加。费茨迈耶说，在路加
福音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是三位一体的元素，不是教义本身。
21 《路加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St. Luke’s Gospel），I.K. Funk &
Co.，1881，58 页。
22 同上，56 页。
23 从圣经对子的开端的观点转移到史前开端，这种转移的证据，请参阅
伊格那丢，《致以弗所人书》（Ephesians），7，2；《致士每拿人书》
（Smyrneans），1，1；《致马内夏人书》（Magnesians），8，2；另请参阅
雅里斯底德（Aristides），《辩护书》（Apology），15，1；殉道者游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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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清，而且它最终还导致了根深蒂固的教义观，认为子是永恒
存在的，因而他不可能真的是大卫通过马利亚而出的后裔，他只
是来自马利亚之外，经过她身体的来访者，并非被生出、被“从”
她生到世上的人。后来传统中的子神并不真正是所应许的大卫的
后裔。一旦被赋予一个非历史的开端，他与大卫的关系就被切断
了。一个史前人物不可能也是历史人物大卫的直系后裔。
为了否定加百列的神学真知灼见，一些关于三位一体的权威
著作所做的事，非常引人注目。路加讲到，耶稣的儿子身份的基
础就是童女怀孕；但《黑斯廷斯圣经词典》提出了与路加所讲的
完全相反的说法：“它是要显露这个事实：从他的诞生——因神
迹的怀孕而来的诞生——而得出的，不是他的儿子身份，而是他
的圣洁性。”24（1881 年 RV 圣经的）修订者仔细地纠正了这里的
翻译。
倘若路加所给的，关于神的儿子的简明清晰的描述被接纳为
关乎神的儿子的官方教义的话，那么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历史的前
进方向应该会大不相同：“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是足够简单的。但是，当福音主义者重写圣经故事，并将
一位永恒的“神的儿子”加进去的时候，这便是后果。达拉斯神
学院校长查尔斯·斯温多尔（Charles Swindoll）写道：
在 12 月 25 日，商店都关了门，家人团聚在一起，全世界的
人都在纪念拿撒勒人耶稣的诞生……很多人以为耶稣的存在就和
我们一样，起始于他母亲的子宫。但是这是真的吗？对他来说，
生命是始于犹太的第一口呼吸吗？12 月的那一天真的标志着神的

《护教书一》，21 与 33；墨利托（Melito），《论信》（Discourse on Faith），
4。
24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增卷，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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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开始吗？耶稣和我们不同，在他出生之前，早在有可呼吸
的空气之前……早在世界诞生之前，他就存在了。25
斯温多尔继续解释：
施洗约翰在他的生日时开始存在——他有生日。但耶稣从不
曾开始存在；在他出生到世上的时候，他只是取了人形……想一
想这奇妙的事：马利亚抱在怀里的婴孩在维持着宇宙！那新生的
咿呀细语并且又哭又叫的小小嘴唇，曾经发出充满力量的创造万
物的话语。那紧紧攥着的纤巧的拳头，曾经将恒星摆设于太空，
将 行 星 抛入 轨 道。 那 如此 白 皙 的婴 儿 之体 ， 曾居 住 着 全能 的
神……神以一个普通婴孩，来到了世界……你看到那孩子，以及
婴儿-神的荣耀了吗？你看到的是道成肉身——穿着尿布的神……
看一看约翰所描述为“太初”“与神同在”的婴儿。想象一下创
世前混沌的远古时期的他：关心着你，计划着你的救赎。设想一
下，这位耶稣，编织了你身体的复杂模型的耶稣，为他自己编了
一套人类的外衣……很久以前，神的儿子一头扎进时间，与我们
来去走动约 33 年……想象一下紧紧裹在婴儿襁褓中的创造主-神。26
斯温多尔博士然后引用了马克斯·卢卡多（Max Lucado）所
说的关于耶稣的话：“他离开他的家，然后进入一个十几岁女孩
的子宫……众天使看着马利亚给神更换尿布。宇宙惊奇地看着全
能者学习走路。孩童们与他在街上玩耍。”27
吉姆·帕克（Jim Packer）博士以他的福音作品而闻名。在他
广受阅读的《认识神》（Knowing God）一书中，在“道成肉身的

25

《 耶 稣 ： 当 神 成 为 人 》 （ Jesus: When God Became a Man ） ， W
Publishing Group，1993，1-2 页。
26 同上，3-8 页，强调部分另加。
27 同上，10 页，引述马克斯·卢卡多，《神近了》（God Came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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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God Incarnate）这一章，他说到了三位一体教义和道成肉
身：
此处是，一件事，两个奥秘——神的一体中有多个位格，耶
稣这一位格里有神性和人性的结合。基督教启示最深奥、最莫测
的部分正是在此，在第一个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之中。“道成了
肉身”（约 1：14）；神成了人；神的儿子成了一个犹太人；全
能者出现在地上，成了一个无助的婴儿，除了躺着，睁眼看着，
扭动着，以及发出哇哇之语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就和其他任何
孩子一样，需要别人喂他，给他换尿布，教他说话。这其中没有
幻觉，没有欺骗：神的儿子成了婴儿，是事实。你越是思考它，
它越是令人惊讶。 小说中没有东西能像道成肉身这个真理这样奇
妙。这才是基督教中真正的障碍所在。正是在这里，犹太人、穆
斯林、唯一神论者、耶和华见证人……惨遭失败……如果他真是
神的儿子，那么他死亡，就比他复活要令人惊奇得多。“至大奥
秘哉！不死之身死去，”［查尔斯］卫斯理写道……如果神不会
死亡的儿子真的甘愿顺服，以致尝了死味的话，那么这样的死亡
对于注定失败的赛跑来说具有救赎意义，这是不奇怪的。一旦我
们承认耶稣有神性，那么在这一切中觉得有困难之处，就是不合
理的；它是不可分割、完全浑然一体的。道成肉身本身是一个高
深莫测的奥秘，但是它让新约所包含的其他一切都有了意义。28
读者们，我们完全尊重大家的感受，毫无冒犯之意，但我们
想跟大家说，上述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史前历史和他道成肉身的
叙述，存在严重的错误。它们极不符合圣经。这种情形在我们以
及基督教历史上的其他许多人看来，像是故事“皇帝的新装”。
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只有一个小男孩注意到了，而大部分人却

28

J.I.帕克，《认识神》，Intervarsity Press，1998，46 页，47 页，强调部
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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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哄骗，认为皇帝穿着衣服。“神降生为婴儿”以及 不死的神
——因而是不可能死的 ——后来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一年接一
年地复述着，但这样的重复并不能让它成为真的。它非但不是
“奥秘”，反而明显地是一个用神话故事做的迷局。此事的最终结
果是新教的基本原则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原则就是，神恩慈地

在圣经中给我们启示了他的目的，而且为了让他的启示能成功，
他同我们讲话时所用的语言，既符合语词被普遍接受的含义，又
符合逻辑自身被普遍接受的含义。 如果这个原则有效，那么神不
可能死。他是不死的（提前 6：16）。29
说耶稣是神而神死了，就是在消灭对圣经本质的最基本的理
解，即：圣经是给人的启示。它是在说没有逻辑的不可能的事。
关于如何阅读圣经，我们自己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句著名格言：
在解释圣经时，我坚持最为可靠的一条准则，即在字面意思
讲得通的地方，离字面意思最远的，一般是最差的。再没有比这
种放肆的、欺骗性的伎俩更危险的了，它改变语词的含义，就像
炼金术对待金属那样，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最终让一切真理变
得什么都不是。30
我们说，如果神真的想要让他的旨意为我们人类所知晓，那
么他向我们传递他的真理时，必然契合众所周知的语言和语义规
则。正如 19 世纪一位神学家所写：

29

值得注意的是，古兰经说耶稣没有死。正统基督教虽然声称耶稣死了，
但是它却委身于与此说法矛盾的概念：不死的子神死了。如果一个人是不死
的，那他就不可能死！因此没有神的儿子死去。
30 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转引自乔治·N.H.
彼得斯，《我们主救主的神权国度》（The Theocratic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Savior），再版，Kregel，1952，1：47。

243

要是我们听了加百列的话就好了！
如果［神的］话给我们就是为了能被理解，那么他必定运用
语 言 来 传达 想 要传 达 的含 义 ， ［符 合 ］规 则 …… 支 配 所有 语
言……我们应该主要获取语词明显包含的含义，同时适当地考虑
语言的修辞手段。31
对于童女生子没有将子生到世界上来的说法，教堂信众似乎
极少思考它极度的不合逻辑性，因为根据“正统说法”，这个人
已经存在了！詹姆斯·麦基（James Mackey）提醒我们注意一个
人能够在他存在之前就存在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严重的逻辑问题：
最好是从［先存性这个问题］着手，不只是因为这里存在语
言难题……还因为它直接导致整个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神学中遇
到的主要难题……只要我们从某事物能够在它自身以前存在这个
说法面前一退回来，就必然会产生疑问，究竟什么……在其他什
么之前存在，并且它这样存在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的……分类学
家根本不用有任何敏锐的眼力就能注意到，注释家们如何在他们
最专业的工作中，即完全以教义为基础的（就是说：缺乏批判精
神的）系统的假设中，自己常常无意识地成了受害者。32
教会信条否认神的儿子有存在的起始点！路加和马太强调地
说他有。根据三位一体论，神的儿子永恒地受生，而且作为神的
儿子，他没有时间上的起始点。这种关于“永恒受生”的语言与
圣经完全格格不入，并且在令普通读者或教堂信众困惑不已的同
时，也令深入研究语词含义的学生困惑不已。“生”（beget）在
英 语 中 的 意 思 是 “ 使 … … 存 在 ； 使 … … 生 出 ” （ bring into
existence），“使……开始存在”（cause to come into existence）。
这个词在旧约和新约中被用了无数次，以描述父亲生儿子，或母

31

同上。
《基督徒经历三一神》（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of God as Trinity），
SCM Press，1983，51 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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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儿子。在理解它的含义上，应该没有人有任何困难之处。他
们没有，直到他们被“教会术语”迷惑，这些术语为普通单词创
造出前所未闻的含义，而且将整个神学体系建立在那些没有词典
会支持的、新奇的定义上。圣经说神的儿子是被生的（begotten）
——如马太福音 1 章 20 节所说，“所生在她（马利亚）身里的”
（吕振中译本）33——这个事实应该一举排除“他是永恒的子神，
没有起始点”这种说法的任何可能性。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我们
让圣经来讲话，同时不要继续让“教父”或信条淹没关于神的儿
子的开端的简单教导。子不仅仅是“由童女马利亚所生”，他作
为神的儿子被生到世界上，是他的创造者使用了人类的生物链，
直接干预的结果。
对圣经最大的侮辱是，教会公会议宣告，任何胆敢提出神的
儿子不是真的从永恒就存在的人，都会被赶出教会！加百列、马
利亚以及路加将都会在那个禁令范围之内。天使宣告了神的儿子
的降生，宣告了他开始存在。
如果神是独一的主（申 6：4；可 12：29），那么在他旁边不
可能有另一位神，他也是永恒的主；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相当清楚，如果神的儿子是被生到世上来的（受生），那么他不
可能一直都存在着！这个简单的事实摧毁了古代的信条，它们有
时候是通过惩罚，甚至处死的威胁强制实施的，强迫人相信耶稣
是非受造的子神，永恒地与他的父同等。后来附加到信经上的绝
罚，将任何胆子够大地宣告“子有段时间不存在”的人逐出团契。
讽刺的是，路加和马太应该会在第一批被赶出团契的人员当中。
另外，耶稣是否符合教会的成员标准呢？

33

马太福音 1 章 20 节中的希腊文单词是 gennao 的被动分词，在这里的
意思是“被生”（begotten）在她身体里。这一作为是父的作为。当然它也
是马利亚的怀孕，但是，当这个词被误译为“怀孕”（conceived）的时候，
马太的话就失去了全部力量。1881 年的 RV 圣经在页边注中注解了希腊文的
字面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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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百列关于耶稣是谁的简单明了的教导似乎是最受忽视的圣
经经文之一。不奇怪。对于把耶稣看作子神的传统观点来说，它
是令其大为困窘的经文。我们首先获悉，马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继承应许已久的大卫的王位。这个应许以著名的、珍贵的大
卫之约为基础，此约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7 章，历代志上 17 章，以
及诗篇 2 篇、72 篇、89 篇和 132 篇中。在那些非凡的经文中，以
色列的神宣告了他的意图：他要在未来成为大卫王一个亲生后裔
的父亲。那个后裔将会是神的“长子，是世上最高的君王”（诗
89：27）。路加和马太解释说要在耶稣身上历史性地成就的，正
是这个应许。神的弥赛亚应许在大约 2000 年前成了现实，那是整
个世界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事。神按照应许，在时间上，
在以色列，成为他的儿子的父。
在获悉她是蒙恩的年轻犹太女子，将要作应许已久的弥赛亚，
大卫的王位继承人的母亲之后，马利亚不无道理地问天使：“我
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路 1：34）她是请求获得神成就
他的计划的更多信息，而加百列解释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正因为这个原因，所要生的圣者［或者
说，‘将要受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当这段圣经经文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时，它将使得近 2000 年
扭曲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含意思的思想得以修正。这部分圣
经真的能被理解成是在教导，永恒存在的“神的儿子”要离开他
在天上的身份，然后被放入马利亚的子宫，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把
自己降低成一个胎儿，接着再以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的样
子显现吗？
说加百列想要表达这种思想，那真是荒谬可笑。相反，他说
独一之神即至高者的能力将在马利亚体内制造一个生物学的、创
造性的神迹。事实简单易懂。至高者通过他自己有创造能力的灵，
使得那个婴儿在不需要人类父亲起作用的情况下成胎。藉着这种
神迹而被生到世上的，受生的孩子，将理所当然地称为神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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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34 这件事将是对神最初创造亚当的过程的一种重复，当然，
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而亚当，路加也称他为“神的儿子”（3：
38）。既然神干预了人类的生物链，并亲自促成耶稣的降生或成
胎，那么耶稣就天经地义地、理所当然地是神的儿子，是惟独从
独一之神的直接创造这个意义上理解的神的儿子。他是神自己的
儿子。但他不是神自己。
有一个事实显然毋庸置疑。神的儿子是受造，是藉着神奇妙
的干预——他亲自干预，在马利亚体内生他的儿子——而神奇地
被生出的受造。这个简单的事实，只需要很少的精心组织的语句
就说得清，完全不需要多少世纪的、争来辩去的神学理论阐述。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马利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要生的，
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那神迹就是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的基础。
这解释了“称耶稣为神的儿子”所含的意思。他的儿子身份的神
学基础，是独一之神即他的父所行的神迹。不需要多做解释。事
实上，对于耶稣身为神的儿子是因为 其他 什么原因35 的任何猜测，
都严重地干扰了圣经记录。耶稣是儿子，只有一种解释，也只有

34

有些评注家发现加百列完全不符合正统，实在无计可施时，便开始使
用遁辞。他们认为，“被称为神的儿子”并不意味着他只有从那一刻起才是
儿子。然而，“被称为”（to be called）就等同于“是；成为”（to be）。
雷蒙德·布朗不无裨益地说：“‘称为’（calling），表达出一个人是什么，
因此，它的意思与‘他必作’（he will be）是一样的。”（《弥赛亚的诞
生》，289 页）。
35 KJV 误导性地用了“也因此（therefore also）……”，暗示子之所以是
神的儿子，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想将读者的思维从子开始存在的唯一原
因上转移开。如果在马利亚身上的神迹也是他身为儿子的原因，那么读者可
能会聪明地想象，他身为儿子，还有另一个、先前的原因——在永恒中就是！
然而这会摧毁路加直截了当的记载。Dio kai 的意思是“确实因为这个原因，
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KJV 还奇怪地避开告诉我们子是“被生”（begotten）
在马利亚身体里的（太 1：20）。当然，从马利亚来讲，它也是马利亚的怀
孕过程，但是“被生”指出了父的作为，即他将子生到世上的创造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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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马利亚子宫里做成的历史的神迹。极少有圣
经经文包含对它们本身的神学定义。但是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提供
了圣经对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的定义。
由路加和加百列提供的故事情节，是神给人类、给亚伯拉罕
以及大卫的由来已久的应许的高潮部分。如果说，突然间，毫无
预兆地，神的儿子，远非大卫的后裔的神的儿子，其实是已经存
在的儿子，那么这个故事就遭到了大幅度的破坏和更改！
马利亚怀了神的儿子。父神生了他。没有来自外太空的来访
者。这样一个人物将会是一个侵入者，把圣经故事变成了神话。
子被创造或被生，对于遍布新约的犹太单一神一神论来说，
没有构成一点点的威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神的儿子不是来
自天堂，变形成胎儿的第二位神。神的儿子是神创造和生子作为
的超自然结果。子是一个受造，是人类的一员，是神将他生到世
界上来的。
若是这段记载曾被相信是真的，那么，在耶稣身为神的儿子
是什么含义上，以及在我们如何看待他与神的关系上，它本来可
以省去教会多个世纪无意义的、愤怒的争论。这里没有玄奥的
“问题”要解决。记载简单易懂。故事讲的是独一的神以他最高的
权力选择在人类历史中生一个犹太男婴，为他独一无二的儿子。
因为这一原因，藉着神迹降生的那位后裔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
完全符合逻辑的（路 1：35）。
路加写的新约比其他任何作者都多。保罗写了很多，但是，
如果我们去掉希伯来书，那他写的就比路加少。耶稣上十字架之
前和之后的情形，路加都写到了。他是最初期基督教的主要见证
人。关于耶稣，路加相信的是什么？“对于路加来说，耶稣首先
是 弥 赛亚 ，是 主 ，是 神的 儿 子， 而且 从 童女 怀孕 起 ，他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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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6 简单又清楚。“幼儿叙述似乎与先存性和道成肉身的传
统没有任何关联。” 37 这里没有任何三位一体论的耶稣的迹象。
路加将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耶稣也称为“主”，且比其他任何作者
都多。这只能证明，对于路加来说，耶稣是主弥赛亚。他如何是
神的儿子，弥赛亚及主，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解释得非常清楚，它
可能也是整个新约最受忽视的经文。
新约的原始文献没有提出三位一体神的教义。能为三位一体
论所做的辩护，充其量就是诉诸几节将神、耶稣和圣灵并提的
“三项组合”表述。但是这些经文，没有直接探讨信条或教义声明
的经文，没有得出后来教导说三位等于独一之神的“正统信仰”
的结论。
《新国际新约神学词典》（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讲了这些事实：
耶稣基督没有篡夺神的位置。他与父为一，并不意味着本体
的绝对相同……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后，他确实已被升高到神的
右边，并被授予天上的主的荣耀。但他仍然没有被抬高得与神相
等。尽管他完全与神协同工作，但他仍然从属于他（比较林前 15：
28）。这一点，就他所担任的大祭司一职来说，也是如此——根
据希伯来书，他在天上的至圣所担任永恒的大祭司（比较诗 110：
1）。38
这个权威观察到，那些经常被宣称是将基督指称为“神”的

36

约翰·P.迈尔（John P. Meier），《边缘犹太人》（A Marginal Jew），
Doubleday，1994，2：796。
37 同上，236 页。
38 科林·布朗编辑，《新国际新约神学词典》，Paternoster Press，1976，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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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如罗马书 9 章 5 节，“是有争议的”。他说，那节经文中，
“可能性大得多的解释是，所指的是父”。39提多书 2 章 13 节可能
是说“伟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此并没有将耶
稣与神等同。既然因为此处希腊语语法的不确定性而出现不同的
译法，就不能依赖这一句作为耶稣的神性的证据。
神是几位？直接证明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证据，不是由语
法上模棱两可的几节经文来决定，而是由那些一针见血地、直截
了当地确定了耶稣的信条的经文来决定的；通过他的信条，他展
现出他从不改变的犹太人特征：神是单独的一位，是他的父，而
耶稣是那位独一之神高高提升的人类代理人。因此，希伯来圣经
的信条，耶稣的信条受到的是保卫，而不是外邦人关于神的异族
概念的攻击。

弥赛亚耶稣，“主啊，大卫的子孙”（太 15：22；20：31）
对于很多人来说，“耶稣是神”已经成了对耶稣是谁的正确
理解的标志。然而在第 1 世纪的新约环境下，它听起来就是“耶
稣是以色列的独一之神”。既然人们都知道独一之神不是人，那
么任何在巴勒斯坦走来走去的六尺高的人，要是声称是神，都可
能显得精神不正常。在审判耶稣时，他们能说出的最重的罪名，
不是他自称为天地的创造主，而是自称为神的儿子（约 19：7）。
而且，与我们所处时代不同的是，那时候，没有人认为神的儿子=
神自己！
那些信任耶稣、请求他帮他们复明的盲人知道谁是弥赛亚。
他们没有将他称呼为主神，而是称呼为“主啊，大卫的子孙”
（太 20：31）。他们知道神不是一个人。他们知道弥赛亚既是大
卫的后裔，也是他们的弥赛亚主。以色列的每个人都知道独一的
神在天上统治着宇宙。他没有被限制在一个犹太人的躯体内——

39

同上，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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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他在宇宙中的位置（让它自己控制自己吗？）。他们从未听
说过后来的道成肉身的教义。
耶稣一次都没说过“我是独一的神”这样疯狂的东西。他一
直都宣称为弥赛亚，而且人人都知道弥赛亚是所应许的受膏的以
色列王，不是神，而是神的儿子。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这个时
代，混乱的乌云正在向后退去，而真理的阳光正再一次透射出来。
这并不是说这个真理以前不曾为人所知，而是说它基本上被遗落
在了满布灰尘的图书馆中，或是卷帙浩繁的学术书籍中。
在非常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杰出的系统神学教授写道：“一个人要成为‘神的
儿子’，他就必须 不是神！它是给受造之物的一个称号，表示与
神的一种特别关系。”40 有了这句简单的声明，圣经研究世界被
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科林·布朗博士已经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我
们自己能够核实的东西，即圣经中的“神的儿子”指的是一个受
造，或是以色列民族、天使、亚当，或是地位极高的耶稣——神
的儿子以及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在这
个磐石般的基础前提上（当然不是在耶稣是神的前提上！），耶
稣基督的教会才会稳固地建立（太 16：16-18）。
耶稣如何是神的儿子，他又是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子的？这
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教会传统回答得不好。在你的朋友身上检
验一下这一点，和他们轻松愉快地交谈。路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
题，他的回答方式应该会止息所有的反对声音（尽管实际上你可
能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大能的天使加百列的使命是，通过与年轻犹太女子马利亚的
对话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子的。我们能参与那段对
话，那段被记载、被抄写，又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这么多年的对

40

科林·布朗，“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对当代正统的探究”，《听道》
7，199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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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可真是一件乐事，一种福分！我们可以听一听加百列请马
利亚参与的揭露宇宙奥秘的简短对话。
然而我们必须做好震惊的准备。加百列、路加和马太关于神
的儿子的神学，与后来说“永恒的子”没有开始的三位一体论传
统教导有着天壤之别！
圣经中的神的儿子和大卫的子孙是新创造之元首。我们很高
兴地报告说，他是众多弟兄姐妹中的长子（罗 8：29）。因而对
于我们所有有兴趣追求不朽坏生命的人来说，他是至关重要的。
耶稣是这样成为神的儿子以及马利亚的儿子的：“马利亚，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够清楚吗？神的儿子这个头
衔的原因和基础是马利亚体内的神迹。正是那个创造的神迹将神
的儿子生到世界上来〔这就是“生”（beget）的含义〕，同时创
造出目前为止（除了创世记中的创造之工以外）人类历史中最伟
大的事件。
现在请注意 3 个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时，教会公会议
（尼西亚会议，325 年；君士坦丁堡会议，381 年；迦克墩会议，
451 年）认为他们毫无疑问地在“侍奉神”（约 16：2），从而正
式决定，任何胆敢说“子有段时间 不存在”的人，都要被开除教
籍。要是在那些日子，加百列和马利亚会陷入大麻烦之中的！他
们会因为反基督教而被逐出教会。异教这个标签毫无疑问地会被
用上。但是马利亚和加百列真的应该得到那个异教标签吗？还是
说教会早就已经丢失了它对于真正的耶稣是谁的最初理解？
神的儿子是在没有人类父亲参与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见识
已足以提供一个关于神的儿子的清楚的神学，一种必不可少的基
督论。但是人毕竟是人，而魔鬼又是狡猾的，他还是想办法破坏
了关于神奇妙的创造之举的简单故事。那个概念被巧妙地发展成
耶稣是预先存在的。预先存在？你是说，他在他存在以前就存在
吗？他在他以前就 是他了吗？如果你能解释，就给你的朋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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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给你的孩子解释解释。尝试解释它，或许会把你难住，不过希
望这能将你重新拉到圣经上来。如果你已经存在了，你就不可能
刚开始存在。你不可能既是人类，同时又先于人类。因此，在
“先存的基督”（preexistent Christ）这个极具误导性的术语的掩饰
下，另一个史前基督被加进圣经故事中，从核心处对它造成有害
的影响。基督即神的儿子在马利亚身上的开端就被打乱了。
一旦出现了一个 先存的（ pre-existing ） 耶稣和后存的（postexisting）耶稣，一个“之前的耶稣和之后的耶稣”，那他就不可
能在马利亚身体里有一个起始点。但是，一个人被生（begotten），
他就必须被生到世界上。所有人类都是这样。这就是被生的意思：
被……令其存在；被……生出（to be brought into existence）。
因此，很精巧地，按照神对亚伯拉罕及大卫起过誓的应许
（创 12；13；15；17；撒下 7），身为大卫的后代，从马利亚身上
生下来，作神的儿子的耶稣，其实是被除去了。如果神的那个儿
子已经是活着的，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卫的直系后裔。
这可能需要做一些认真的思考（即使是马利亚也“把这一切
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路 2：19），但是你不可能在你自
己以前存在。你不可能在你以前就是你。一个“先存的”耶稣完
全就像“另一个耶稣”，这样的耶稣，按定义来说不可能是大卫
直系的、亲生的后裔（作为弥赛亚，他必须达到这个标准）。他
无疑是神自己的儿子，而这一事实由童女怀孕确立，也以童女怀
孕为根本。因此，否认马利亚身上神迹的怀孕/生子过程，也毁掉
了真正的耶稣的身份。基督论确实重要，而它并不是让学问高深、
遥不可及的神学家们去思考的某种深奥的教义问题！认识圣经的
耶稣对于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有重要意义。这话是耶稣在约翰
福音 17 章 3 节中所说的。
如果在你诞生之前你就存在，你就不是被生为人类；你是从
一种存在转变成另一种存在。先存性使得生子成为不可能之事。
或者说，正如“教会历史泰斗”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
和其他学者很久前坚决声明的，童女怀孕生子与先存性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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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矛盾。教会想办法将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混到一起，似乎希望
你不会思考得很深远，以致于能够看出它们是互相抵消的。

文本框架
多年的争论和分歧后，巨大的混乱损害着我们今天的信仰现
状；下面是帮助我们在这混乱中辨认真正的弥赛亚的圣经框架。
以色列的神曾应许，有一天他将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儿子，即最
后的亚当和大卫的子孙的父，而这个非同寻常的应许，就是圣经
的支柱和它的弥赛亚故事线索。给大卫的启示是一清二楚的：
撒母耳记下 7：12-14 弥赛亚将是大卫的后裔。神将是他的
父。他将是神的儿子。他将永远拥有大卫的王位。
以赛亚书 49：5 “现在，雅伟说：他自我还在母胎的时候，
就造了我作他的仆人，好使雅各回转归向他，使以色列可以聚集
到他那里；（我在雅伟眼中被看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
量）……”（参新译本）
路加福音 1：32，33，35 马利亚超自然地所生的孩子将是神
的儿子。他的祖先是大卫。他将永远拥有他祖大卫的王位。
马太福音 1：18，20 耶稣的起源是马利亚的婴儿，即“所生
在她身里的”婴儿（吕振中译本）。
罗马书 1：1-4 神的福音是藉着众先知所应许的。神的儿子
作为大卫的后裔而 开始存在于世（ egeneto）。后来，神通过将他
从死里复活的大有能力的举动，以大能宣告他是儿子。
希伯来书 1：5 神的儿子是诗篇 2 篇 7 节和撒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中所预言的那一位。
诗篇 2：7 神生了他：“我今日生你。”
诗篇 110：3（七十士译本） “从胎腹（womb：直译为‘子
宫’）中，在晨星前，我生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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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89：26，27 他将称我为父。“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
最高的君王。”
希伯来书 1：6 神将他生到世界上来：“神使长子到世上来
的时候。”
希伯来书 7：14 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启示录 22：16 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他的后裔。
提摩太后书 2：8 根据保罗的福音，耶稣是大卫的直系后裔。
约翰一书 5：18 耶稣“是被生的”。
使徒行传 13：33 神通过生耶稣（诗 2：7）而兴起他，创造
他，后来又将他从死里复活（徒 13：34）。
所罗门诗篇 17：23 “主（雅伟）啊，求你在你所定的时间，
为他们兴起他们的王，大卫之子；神啊，那时你看见他要作王统
治你的仆人以色列。”
神为他的弥赛亚儿子所做的计划展开得多美！神确实是一位，
而他的儿子是他的创造的顶点，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好处。
圣经中启示了神正在展开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支柱就是这个
非同寻常的应许：以色列的神有一天将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儿子
的父。给大卫的启示在撒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中表达得一清二楚。
事实上，神的整个未来，亦即新约的基础，就在于神要通过大卫
和他的家族统治世界的计划，不可动摇的计划：
雅伟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
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
居住，他的名必称为‘雅伟我们的义’”。因为雅伟如此说：
“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
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雅伟的话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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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说：“雅伟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
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
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
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
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耶 33：
14-22）。
耶利米书 30：9 “他们却要事奉雅伟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
兴起的大卫王”（新译本）。
死海古卷 “到时候神将在他们中生（beget）弥赛亚”（1
QSa. 2:11）。对大卫之弥赛亚的盼望是用撒母耳记下 7 章，连同
诗篇 2 篇 7 节的语言描述的（4QFlor. 1:10）。一位大能的王将被
称为神的儿子，他们将称他为至高者的儿子〔4QpsDan A；比较
利未遗训（Testament of Levi） 4：2）〕。
如果一个人将神的儿子是亿万年前受生的（开始存在），因
而不是大卫亲生的后裔，而是他在另一个领域中的祖先这样一个
概念添加到这个简单的故事上，那么这个故事就大大地被复杂化，
并被更改了。三位一体概念事实上抹去了大卫的真实的后裔，他
是在历史中超自然地被生的弥赛亚。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卫的祖
先，又是大卫的后裔。
教会用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时间，努力让他们编撰的、关于
耶稣的新故事能为人所理解。这种努力是失败的，而且大卫的子
孙和神的儿子，身为弥赛亚的儿子被遮蔽了。犹太人耶稣是所应
许的，夏娃、亚伯拉罕、犹大以及大卫的后裔。大卫的王位将会
在更新了的以色列之地永远地恢复，而他就是这个王位的继承人。
这件事是为未来耶稣回来时所应许的。它也是耶稣关于神的国的
救赎福音的关键要素。
令人宽慰的是，关于耶稣的开端的简单事实，也就是保存在
路加福音中的加百列拜访马利亚的叙述，鸿篇巨著《新约神学词
典》给予了完全的证实：“［基督的］存在是由神的能力特别决
256

要是我们听了加百列的话就好了！
定的。这是路加的幼儿故事最重要的特征……［路加］注意到在
他存在的开始，神的大能的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行动，给予
他‘神的儿子’的称号。”41
同一个人不会两次开始存在！子在马利亚身体里的诞生，被
定义为子存在的起始点。他的开端当然是在人类的生物链中。否
则，他就不可能出自大卫的血脉。他必须如此，这样才能让他自
称是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话千真万确。
与新约对耶稣儿子身份的见证相关的这个基本事实，亦即被

后来的 神学辩论如此大肆模糊的事实，著名的瑞士神学家奥斯
卡·卡尔曼（Oscar Cullmann）讲了出来，他写道：“马太和路
加……努力通过幼儿叙述来 解释 耶稣的儿子身份，努力揭开父
‘如何’生子这个问题的面纱……后来的基督论推论用它们完全的
哲学手法，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解释这个‘如何’。”42
在此，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并摆在我们面前。令人遗憾的是，
学术界缺乏活力，从而不能有力地警告我们 后来以“不同的”术
语来重新定义子的身份的危险。不幸的是，那种不同，并非说仅
仅是一种悦人的选择而已，它是对圣经的一种拒绝，特别是对马
太和路加的降生叙述的拒绝，他们对先前存在的子道成肉身根本
就一无所知。道成肉身后来描述的不是子被生，而是他从一种存
在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存在形式，这样，它将它自己的叙述强加上
去。这与圣经是相悖的。

抗议之声
关于神的儿子的起源，后来成为教会官方说法的说法，已经
引发各种反对之声。他的起始点应该在史前时期。这种说法呈现

41

2：300。
《新约基督论》（The Christ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SCM Press，
1963，294 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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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他是独一之神明显的竞争对手，在各方面与神同等，甚至
是自存的。由于生子用语是圣经语言，所以它还保留着，但是它
清晰可辨的含义已经被掏空了。说耶稣拥有非圣经的“子的身份”
的语言是混乱不清的，对此，很多评注家都提出反对，评注家亚
当·克拉克（Adam Clarke）就是其中之一：
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我并非有意冒犯，不过我不得不说，
基督是永恒的子的教义是违反圣经的，而且非常危险。我反对这
个教义的原因如下：在圣经中我找不到与它相关的任何明确的宣
告……在我看来，说子从永恒就受生，是荒谬不经的。而且“永
恒的子”这个表达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永恒”说的是没有起始
点，且没有时间标记。而“儿子”暗示了时间、生育、父亲，以
及在这种生育之前的时间。因此，将“子”和“永恒”这两个词
连在一起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指的是本质上相异相反的概
念。43
英国诗人、政治家及神学家约翰·弥尔顿的抗议同样地直言
不讳。在思考教会的“正统”信条时，他说：
令人惊奇的是，某些人用些花言巧语，或是确切地说，用些
骗 人 的 诡计 ， 竭力 地 避开 或 者 遮掩 了 这些 经 文明 明 白 白的 含
义……他们说，子和父也是同质的，而且从永恒就受生……在全
部圣经中不可能找到一节经文来证明子是永恒受生的。44
J.O.巴斯威尔（J.O. Buswell）曾担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
约学院（Covenant College, St. Louis, Missouri,）研究生院院长，他
研究了圣经中子的降生的问题，并以下面这些话作为结语。他是

43

《注释》（Commentary），关于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
约翰·弥尔顿，“论神的儿子与圣灵”（On the Son of God and the
Holy Spirit），60 页，51 页。
44

258

要是我们听了加百列的话就好了！
作为一个三位一体论者来写作的：
子由父在亘古时所生，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不可解释的
关系的观念，自第 4 世纪以来已经被基督教神学所接受并且一直
认为如此……我们已经研究了所有将“受生”（begotten）或“被
生”（born）或相关单词应用于基督的实例，但我们能确信地说，
圣经根本没有经文说到“生”（ begetting ）是父和子之间的一种
永恒关系。45
耶 鲁 大 学 教 授 纳 撒 尼 尔 · 埃 蒙 斯 （ Nathaniel Emmons ）
（1745-1850）感叹的语气同样地强烈：“永恒受生”是“永恒的
无稽之谈”。 46 埃蒙斯是一位头脑敏捷的逻辑学家，他的神学著
作文风简练，清晰。与“热乎乎的冰块”、“已婚的单身汉”或
“正方形的圆圈”相比，很难说至关重要的三位一体表达式“永恒
受生”有任何更容易理解的地方。
要是圣经读者查阅了《新沙夫-赫尔佐格宗教知识百科全书》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的话，他
们应该会收到告诫，要他们警惕子是“永恒受生的”这个在三位
一体背后的基本概念。“因此，‘永恒受生’这个作为先存性依
据的教义缺乏圣经证据。” 47 那些认真对待他们“惟独圣经”的
口号的新教徒，应该是能够正确无误地扔掉永恒受生的概念，并
回到信独一之神以及为人之弥赛亚耶稣的信仰上来的。
只有透过三位一体论的透镜 去阅读约翰福音的某些经文，以

45

《基督教系统神学》（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Zondervan，1962，110 页。
46 L.L.佩因，《三位一体论演化批判史》，104 页。
47 12:21。奥托·柯恩（Otto Kirn）补充得非常有益：“约翰福音 1 章 14
节和 3 章 16 节的‘独生’（only begotten）表达了父和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它讲的是关系的稳定性，不是起源；而且歌罗西书 1 章 15 节的‘首生的，在
一切被造的以先’指的是拯救之元首超过万有的卓越性，不是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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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的个别经文时，耶稣的唯一神论信条才会
被避开，被遮掩。从希伯来圣经入手，并认真对待新约本身关于
耶稣的开端，以及他自己唯一神论信条的记载，就会提供必要的、
富有启发意义的纠正。

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巴顿·斯通
（Barton Stone）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在这个关于神的儿子的开端的关键问题上，意见一致的人还
有基督教会这一宗派的创建人。巴顿·斯通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
对三位一体论主要支柱之一的谴责：
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上，很多意义不明的、不可理解的、
非圣经的以及太神秘的东西都说了出来。我们拒绝其中很多表述；
而且正是因此我们受到了拒绝教义本身的指控。我会……给出我
不能接受它的原因……我有把握地说，他们将竭力强调，奥秘是
反驳和掩盖这些难题的重要论据。但是，难道我们要将自己蒙在
‘奥秘’这个斗篷，这个我们自己的双手所编织的斗篷之下
吗？……一个毁掉了他宝血的功效……并且包含了这么多无稽之
谈和自相矛盾的东西的奥秘吗？奥秘是巴比伦的淫妇的一个名字，
用大字写在她的额上。她的女儿们带着相同的标记（启 17）……
当他们明确表达“只有一位不可分的、永活的真神”时，我由此
得出的是，他们不相信从永恒受生，并从天上被派到世界中来的
另一个真实的、永恒的神。如果他们相信，那么就有一个尖锐的
矛盾……
基督教会的神学家亚历山大·坎贝尔写道：
耶稣、基督或弥赛亚、独生子、神的儿子，这些名字谁都不
属于，只属于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它们表达的不是一种存在于
基督前时代的关系，而是基督时才开始的各种关系……在奥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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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凯撒（Augustus Caesar）统治之前，没有耶稣，没有弥赛亚，
没有基督，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独生子……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
不是因为“永恒受生”（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而是因为他如
天使向马利亚所描述的那样出生；这个观点我已经保持了十六年
了。48

戴夫·亨特（Dave Hunt）与道成肉身
耶稣来自历史之外，这完全是圣经后的描绘，然而，为了向
这种描绘保持忠诚，有些现代评注家得出一个他们热情支持的、
关于耶稣的奇怪概念。戴夫·亨特，以他精巧地传播罗马天主教
信仰的一些明显的异教主义思想，以及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双重预
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教义的宿命论（fatalism）而闻名，
关于耶稣是谁，他这么说：
即使耶稣是神，而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那也不能让她像天
主教教义所教导的那样，成为神的母亲。她在伯利恒生下她的 长
子（太 1：25），她所生的不是 作为神的基督，而是他的人类身
体、灵魂和灵——“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来 10：5）。她是
作为人的基督耶稣受荣耀的母亲。但她不是创造了这个宇宙的、
永恒的“神的儿子”的母亲……马利亚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途径，
这是她独一无二的荣耀——但她不是那位永在者的母亲……她不
是“神的儿子”的母亲。像天主教官方教义所教导的那样，称马

48

格雷格·戴米特（Greg Demmitt），“巴顿·斯通与亚历山大·坎贝
尔的基督论，以及他们在基督之先存性上的分歧”（The Christologies of
Barton Stone and Alexander Campbell, and their Dis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Preexistence of Christ），《激进宗教改革期刊》，12：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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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为神的母亲，这是最大的亵渎。尽管永恒的“神的儿子”通
过童女生子而成为了完全的人，他仍然保持完全的神……即使作
为马利亚子宫里的一个胎儿，他仍没有停止作那位说“我是上主，
决不改变”（玛 3：6，思高本）的独一之神。49
戴夫·亨特的耶稣是一个奇异的形象，明显地是一个双重人
物。有一位永恒的“神的儿子”（戴夫没有解释既然父也是“永
在者”，这如何没有构成两位永在者），然后马利亚生了有“身
体、灵魂和灵”的基督。所以马利亚的儿子现在是两位，一个先
存的永恒的儿子加到一个完全的人耶稣身上。这甚至都不是“正
统”基督教。三位一体论者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两个人。
这个称为聂斯脱利主义（Nestorianism）的异端便被拒绝了。取而
代之的是，对耶稣的官方描绘这样宣告：从他本质的自我来讲他
是完全的神，而涉及到他的人性时，他是“人”（man），而 不
是“一个人”（a man）。按照这个理论，马利亚生了“人性”，
而不是生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大卫的直系后裔怎么样了呢？
这可是弥赛亚作为弥赛亚必须具备的资格。
戴夫·亨特所认为的对“正统教义”的忠诚——在其他方面
他对它又抱有相当强的批评态度——使得他与路加福音背道而
驰。 50 加百列解释了，马利亚的儿子会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神
在马利亚身上所行的神迹。她的确是“‘神的儿子’的母亲”。
戴夫·亨特相信耶稣是永恒的儿子，便说（见上文）她不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马利亚身上的奇妙的受生］，那个神圣的
孩子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因为亨特被一位先存的个

49

《庇哩亚人的呼声》（Berean Call），2006 年 12 月。
同样惊人的是这个断言：“当‘神的儿子’这个头衔用于基督的时候，
它与他由马利亚而生没有任何关系。作为神的儿子，他不是被生的，他是被
赐予的”（查尔斯·斯温多尔与罗伊·扎克编辑，《理解基督教神学》
（Understanding Christian Theology），Thomas Nelson，2003，570 页〕。很难
想象出比这更明目张胆地拒绝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加百列的话语的行为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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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即 永恒 的 “神 的 儿子 ” 所 累（ 他 没有 试 图解 释 “ 永恒 受
生”），所以马利亚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在他看来就不可能
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有两个相矛盾的理论。要么加百列是
正确的，要么“正统”定义是正确的。他们不可能协调起来。如
果你已经作为儿子存在了，那么你就不可能作为儿子才开始存在。
在这个复杂的教义绝境背后，是一种“神要死去”的需要，
如一条不容许质疑的教义所声明的：作为人类的罪的赎罪祭，
“神要死去”。但是神“死”本身就是一个亵渎的概念。不说谎言
的神明确声明他不可能死（提前 6：16）。一旦神的特质中的这
个要素为人们所相信，所坚持的话，那么神的儿子不是神，就是
显而易见的事。他是所拣选的除罪的祭物，是无罪的人类，是
“［神的计划中］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启 13：8，新译本）。
神不会死，所以，当与它相关的圣经内容被抛弃时，防洪闸门也
就被打开了，神体的一位成员死了的概念便涌了进来。
这个严重的问题仍然需要彻底地解决。如果说神体中的一位
离开天堂来到地上，并且在地上以完全的神来行事的话，神如何
能是一位呢？你如何将没有成为人的神与成为人的神区分开，但
是却不摧毁神的单一性的宝贵教义呢？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绝
技，放弃尝试会好得多。我们受审判的标准是耶稣的教导。他公
开宣告的信条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传统，无
论其历史多么久远，都不能成为反对圣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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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会公会议、《达芬奇密码》
与现代学术
“基督教信仰没有以历史的耶稣为中心。使徒信经……从‘由
童女马利亚而生’直接来到‘在本丢彼拉多手中被钉十字架’。
信经的删略暗示出，耶稣在这两件事期间的年岁和活动对信仰其
实无足轻重。”1
“基督教采用的官方路线……没有与历史上的耶稣的话语和行
事直接相连。”2
基督论是研究相对于神来说耶稣是谁的学科，近日来，它以
强劲的势头进入公共视野。这种情形得益于丹·布朗（Dan Brown）
的畅销书和电影《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的出现。故
事情节大部分是虚构的（不过我不敢说有些观众能辨认出宗教事
实和小说之间的区别）。有意思的是，那位“专家”说了一些话，
关乎对耶稣的信仰的发展，它们与给神和耶稣的定义直接相关。
它们急需解释和澄清。它们可能会激起公众的兴趣，去探究他们

1

R.大卫·凯勒，《先知耶稣：他地上之神国的异象》，212 页。
巴特·D.埃尔曼，《耶稣：新千禧年的末日先知》（Jesus: Apocalyptic
Prophet of the New Millenniu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41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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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和耶稣的信仰的根源。
作品中的人物雷·提彬爵士（Sir Leigh Teabing）讲到，神化
耶稣，然后查禁更早时期强调耶稣之人性的文献的人，是君士坦
丁大帝。这样，耶稣就成了神。事实上，君士坦丁没有以任何方
式发起耶稣是神的概念。当然，他确实召集并批准了那次教会会
议，会议将耶稣是神这个概念永远固定下来，如他们在尼西亚会
议所说的，“出于真神而为真神”（Very God of very God）。3
小报式信仰并非新鲜事物。从基督教早期开始，就有假冒的、
虚构的福音，对公众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
亚结婚，正是这样一个想象出来的故事。没能成为基督教圣经的
书卷传播了各种各样富有想象力的传说。
在多马行传（Acts of Thomas）中，耶稣以多马的样子显现，
规劝一对年轻夫妇保持贞洁之身。禁绝性关系是一个主要议题，
它反应出柏拉图思想，这些思想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正统基督教。
其中之一就是贬低肉体的倾向。
次经彼得福音（Gospel of Peter）打乱了新约的复活计划：那
些属于基督的人将在基督将来再来时的大复活中活过来（林前 15：
23）。次经彼得福音描述的耶稣推翻了圣经的计划，并在大复活
之前将死去的人复活。在今天，对基督徒盼望的相同干扰是普遍
现象，因为哀悼者确信，他们的亲友已经活在另一个属灵的世界
——“天堂”——但是与所应许的、耶稣回来时的大复活有所不
同。
次经福音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些被信以为真的材料。其中一卷
讲到，耶稣被控不守安息日，当约瑟质问他时，他拍拍双手，然
后有泥麻雀飞了出去。《达芬奇密码》就包含相似的随意创作的
成分。

3

“出于神而为神”当然可以暗示子的某种不明确的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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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经福音书没有进入圣经正典之列，但问题是，关于神和神
的儿子，次经的、受哲学感染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影响着
教会信众阅读圣经的方式。神秘的教义显然能够从异教信仰进入
公众的宗教意识中。在今天，公众可能无法做出区分。在电影
《达芬奇密码》中有一典型片段：当一幅母亲和孩子的图片呈现在
一群观众面前时，他们自信地认为这两个人物属于基督教。演讲
者纠正了他们，他指出，所谓的“基督教”英雄是异教的伊希斯
（Isis）正在给霍鲁斯（Horus）哺乳！母亲和儿子出现在很多异教
宗教体系中，所以，赝品的危险是非常真实的。它会把信众搅糊
涂，让他们无法理智地、有领悟地去阅读圣经。
耶稣身份上的混乱，已经是漫长，且常常盘根错节的基督教
历史的一个特征。在公元 325 年之前，也就是在尼西亚召开的确
定了被认为是最终“解决方案”的重大会议之前，关于耶稣是谁
的辩论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就在那个时期，新约的单一神一神
论——信父神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的信仰——逐渐地，并
非在一夜之间，被抛弃，并且最终被三位一体神的教义所取代。 4
“耶稣变成神”的过程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它代表了辩论方中
一方的得胜。然而，仅凭大多数人的观点就认为最终胜利的就是
真理，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而且双方，即亚流派和亚他那修派，
未必都在合理的圣经范畴内进行辩论。讨论所用的术语可能已经
将圣经的答案排除在外了。
对皇帝而言，神化耶稣的决定当然不只是一个政治决定。论
到君士坦丁大帝参与了新约正典的确定，事实并不像电影《达芬
奇密码》中提彬的错误说法，说他将所有讲到耶稣的 人性的资料
都排除掉，相反，他有助于将说耶稣几乎不是人的书卷 排除掉。
传到我们手中的新约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耶稣最早的跟
从者们相信他是一个人，超自然地降生，是人类的一员——绝不

4

关于圣灵身份的官方决议与关于父和子的决议并不相同，它在 325 年的
尼西亚会议上甚至还没有产生。主教们只是决定说“我们信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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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位神，不是三位一体神的一部分。
《达芬奇密码》中的对话是这样的：
“亲爱的，”提彬说，“在历史的那一刻［由君士坦丁主持的
尼西亚会议］之前，耶稣都被他的跟从者们看作一个生命有限的
先知……一个伟大的、有能力的人，只是一个人。一个凡人。”
“不是神的儿子？”
“不是，”提彬说，“耶稣被确立为‘神的儿子’是尼西亚会
议正式提出并投票表决的。”
“等等。你是说耶稣身为神，是投票的结果？”
“而且是票数比较接近的投票，”提彬补充道。“……藉着正
式批准耶稣为神的儿子，君士坦丁将耶稣变成了一个存在于人类
世界以外的神，变成一种实体，拥有无可挑战的能力。”5
尽管对话中有关于主教们在尼西亚会议上所做决定的事实成
分，但是对话以非圣经的含义来使用“神的儿子”这个术语，从
而带来了极严重的混乱。如果我们要在新约记载中理清耶稣身为
神的儿子的意义的话，那就必须要指出“神的儿子”在这段对话
中被用得多么地令人困惑。《达芬奇密码》所用的术语“神的儿
子”，和现今常常使用的一样，是圣经 后含义，不是圣经含义。
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圣经中，神的儿子标示的是人类的一员，
是终有一死的一个凡人。它指的是与神有特殊关系的一个人。神
的儿子是受造的人类（这个词也用于天使，他们属于受造，但是，
作为圣天使，他们被赋予永恒的生命）。以色列被统称为神的儿
子（出 4：22）。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 3 章 38 节。圣经
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和“神自己的儿子”，是他的“爱子”。
然而，等我们来到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时，用在耶稣身上的“神

5

丹·布朗，《达芬奇密码》，Doubleday，200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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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一词的意思已经变成 子神，一个“存在于人类世界以外
的神”。
《达芬奇密码》中的这段对话的历史准确性有多高？说信徒们
直到尼西亚会议时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凡人”，不是子神，这
一点是很不正确的。召集尼西亚会议，是为了平息两大对立观念
之间就耶稣的身份而起的重大论战。亚他那修宣称子是完全的、
永恒的神。亚流认为，作为一个创世之前被创造的人，他绝对从
属于独一的神。会议其实是以压倒性多数确立了耶稣是完全的神，
并非以微弱的多数确立。所确立的这一点与对手的观点相反；对
手的观点是很多人所支持的：他不与神同等，但是他 在创世记创
世之工以前就被创造为神的儿子。后者，即众所周知的亚流派观
点（在主教亚流以后），在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上遭到惨败，结
果 留 下 了这 个 信条 式 声明 ： 耶 稣必 须 被看 作 “出 于 神 的神 ”
（God from God），即就是，被看作神。
将耶稣看作“子神”的观点，自那时起就一直是关于耶稣的
主导定义，尽管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都有少数人对其发出强烈的抗
议。由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尼西亚主教会议，致使该主导观点被
确立为关于耶稣的官方正统理解，所有教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尼
西亚会议后，三位一体观念的得胜再一次受到亚流派信徒的挑战，
60 年之后，亚流派反对势力才被消灭。325 年的会议没有探讨耶
稣如何显然也是一个人类的问题。既然很清楚地，耶稣也是一个
人，那么随后于 451 年在迦克墩召开的会议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耶稣此人如何能够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没有解释怎么
可能既是 100%的人又是 100%的神的情况下，那次会议宣告，反
正就是如此，并且那就是基督徒要相信的东西。该决定得到了教
会掌权者和世俗掌权者的支持，并由他们强制实施。持异议者受
到惩罚并且被逐出基督教教会。
当时所遗留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正如巴特·埃尔曼所说，

268

教会公会议、《达芬奇密码》与现代学术
“如果只有一位神的话，那么耶稣和神如何都是神？”6而且一个
人要如何才能做到既考虑留在天上的“神”，又考虑来到地上的
“神”，但是又不会掉入二神论，即信两位神的信仰呢？

公会议的人造耶稣
直到 451 年时，迦克墩会议才以耶稣与神有“同一本质”这
个假设为基础，解决耶稣的“两性”（two natures）问题。论述基
督身上的“两性”的“问题”的作家，有时候表现出的坦白令人
敬佩，他们承认，就在神学理论努力地以可理解的方式描述一个
身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人时，它让自己到底卷入了一团
什么样的乱麻之中。
1906 年，神学博士 T.B.基尔帕特里克（T.B. Kilpatrick）在
《基督与福音词典》中就“道成肉身”（Incarnation）写道：
这些［描述迦克墩会议所说耶稣的］说法，无论从智力的探
索上来看它们有多么卓越，并且，从它们留意到了［所谓的耶稣
双重性质的］复杂事实中的这个或那个因素上来看，无论其价值
有多么高，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它们
受形而上学的概念所支配，而这些概念与遍布圣经的思想是截然
相反的；它们是彻彻底底的双元论，而圣经的支配思想是综合性
的，而且与标志着希腊思想之成就的优秀特性毫不相干。7
耶稣作为人死亡而不是作为神死亡，他作为人受试探而不是
作为神受试探，作为人他不知道他再来的日子，而作为神他是知
道的！这是很流行的论点，而教授揭示出了它的错误之处。认为
耶稣拥有两个互不相容的本性的整个概念，从它出发所得的最终

6

《达芬奇密码中的事实与虚构》（Truth and Fiction in The Da Vinci
Co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4-15 页。
7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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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不经之谈。圣经的耶稣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个体而存在的
人。耶稣清清楚楚地宣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 13：
32）。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声明：耶稣，即子，不是无所不知的
神。为逃避明摆着的事实而做出的人为的努力，完全不能令人信
服，而且它们还显示出那些铁定了心要将三位一体强行读进圣经
的人的艰苦斗争。神的儿子耶稣不知道他回来的日子。教父们不
相信他们在这段经文中所读到的东西，然后就为他们的行为编造
出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子其实知道，但是不允许说出来！这就
像去问一个人有没有钱，此人回答说“没有”。他这个口袋里没
钱，但是他另一个口袋里有。或者像一个说他是瞎子的人，他一
只眼能看见但另一只看不见。
对道成肉身提出批评的教授继续写道：
（2）［为描述基督的“两性”所做的尝试］不符合信心所得
到的关于基督本人的知识，或者说没有真实地反映这种知识；信
心捕捉到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如它们所做的，它们将其从中
分开，而它们意图达成的协调一致却是人造的，而且并非不可或
缺。
（3）它们没有再现福音书中所呈现的对基督的描绘；福音书
的基督给思考他的人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它们根本没有充分地描
述出来。甚至迦克墩会议的说法也是如此，而现代信条和信仰声
明，实质上就是在复述迦克墩会议的说法。［它们描述了］“一
个存在（Being），他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将神和人的特性结合
起来，并且因此，关于他，可能会得出 互相矛盾的结论，而同时，
他的两个本性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说不出名目的关系。这是一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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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和心灵都不能满意的说法”。8
问题在于公会议的“耶稣”是自相矛盾的。他不知道，然而
其实又知道他回来的日子。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一个令人费解
的问题，而且在今天它仍然是令人费解的，那就是：如果说只有
一位神，那么除了耶稣的父是神以外，耶稣如何能够也是神？这
样，不就是两位神吗？“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然而只
有一位神”，这向每一位没有偏见的读者展露出三位一体的根本
错误。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然而问题是教会自己创造的，它
放弃了把耶稣看作大卫的主弥赛亚（路 2：11），神的弥赛亚
（路 2：26）的信仰；他不是与神同等的另一个位格！
掩盖那个错误——宣告有两个位格，各自都是神，但合起来
是一位神的错误——已经成了有学问的神学家们的工作。说 2x 等
于 1x 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大部分教会成员对此都没有质疑过！
很多人心存强烈的怀疑，然而他们似乎被吓得选择了沉默与依从。
因为讲道几乎不讲三位一体，所以整个问题往往成为一个不公开
讨论的主题。然而，“只有一位神，但耶稣和父都是神”这个奇
特的主张，常常悄无声息地，对教会施展着强大的控制力，而每
个星期天聚集在教会的人，却是数以亿计的。问题是：让信众背
负一个在耶稣本人的教导中找不到的关于神的信条——一个从而
在他们和属于全人类的圣经之间树立起一个令人迷惑的障碍的信
条——这是诚实的手法吗？如果一个人被允许像耶稣那样思考，
那么“效法耶稣”就会切实可行得多！而像耶稣那样思考，起始
点就是听从他非凡的教导。
每个信徒都有他自己的权利来决定他要信什么，这是一个崇
高的原则，可是，因为人们被强迫接受一个未经解释，也常常是
未经详细研究的教义——一个严重影响整个信仰和神学的核心的

8

同上，引述 J.奥斯瓦尔德·戴克斯（J. Oswald Dykes），“我们主的位
格”（The Person of our Lord），《解经时代》（Expository Times）17，1905，
强调部分另加。

271

教会公会议、《达芬奇密码》与现代学术
教义，这个原则就完全起不到任何效用了。
教会试图通过将神的独一性的概念改换成一个“本质”，由
神体的两个（后来是三个）成员同等分享，来解决各为完全的神
的两个位格如何能等于一位神的问题。 正是这决定性的一步，让

教会关于神的教义，与耶稣和希伯来圣经将神描绘为单一的一位
神的图画直接对立起来。当圣灵后来被赋予“第三位格”的身份
时（尽管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没打算确定圣灵的身份），三位一
体教义就成了关于神的、固定不变的官方正统描述。持异议者则
被加上异教徒的污名。
那些公会议的遗产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就被接受：
制定了旧神学理论的重大公会议，是违反基督精神的敌对、
剧烈冲突以及战斗的犯罪现场，而且这些敌对、剧烈冲突以及战
斗，在其他任何宗教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此外，
在有历史记载的宗教中，没有哪一个曾犯下像基督教这样残酷逼
迫的罪，而基督教的创始人却是温柔谦卑的拿撒勒人耶稣……所
谓的基督教门徒的历史，从第 4 世纪起直到近期，都是一个常常
令人脸红的历史，而关于旧神学理论的很多实践结果的故事，是
人类编年史上最令人悲痛的篇章之一。9
语言所能使用的任何一种形式，都将圣经的神定义为单一的
一位，而这位神，却被一个三位格的“独一神性本质”给取代了。
但是对于那位将自己启示为圣经的真神，且充满生命力与动力的
神来说，一个“本质”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虚弱无力的代替品。
给公众提供一个说神是“在三个谁里面的一个什么”的教导，就
是把他们当作极易上当受骗的人来对待。神是“一个什么”！哪

9

L.L.佩因，《三位一体论演化批判史》，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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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了呢？10
回到《达芬奇密码》。这一点需要重申一下：从事实的另一
面来讲，提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引
起混乱。他断言，在尼西亚会议时，君士坦丁只把那些教导耶稣
的神性的福音书纳入圣经正典之中，而且皇帝和会议禁止了将耶
稣只是看作人的福音书。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会议没有许可的福
音书，是那些从最大程度上将耶稣变成神，并且给他的人性几乎
没留空间的福音书。无疑，君士坦丁以及公会议相信，从三位一
体来讲的子的神性，存在于被称为圣经的正典书卷之中，他们没
有想办法查禁将耶稣描绘成本质上是人的文献。
尽管《达芬奇密码》的电影和书籍中那位“专家”所讲的术
语和错误历史事实会引起混乱，但事实上它们确实提出了一个基
本问题：人类耶稣如何被看成了神，看成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成
员。仅仅声明这件事确实发生了，就应该会让读者感到极不寻常，
因为，正如我们看过的，作为一个忠诚于犹太教唯一神论信条的
犹太人，耶稣本人几乎不可能去想象，他自己作为永恒的神先前
就存在！
没有一丝明确的证据证明耶稣曾说过“我是神”。被质问时，
他一直都严正声明，他完全依靠他的父，并且凭他自己，他什么
都做不了。这些，很难是一个努力让其听众相信自己是一个永恒
的生命，是除父以外的另一位神的人所说的话，这种话会推翻他
自己的犹太教传统信念，而且这个传统信念，他是那么坚定地宣
告说，它是真信仰的基础。
耶稣从未说过他是神。圣经后时期的教会逐渐发展出这个新
奇的概念。耶稣对这样一个宣告一无所知。“耶稣是神”的宣告

10

詹姆斯·怀特在他为三位一体所做的辩护即《被遗忘的三位一体》
（27）中将神定义为“一个什么”。汉克·汉尼格拉夫在广播中给出了相同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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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以他自己的话语为基础，而且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宣告
也应该被丢弃，当然了，除非连耶稣都不知道他是谁！然而，这
种不可能的提议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新约文献反复地告诉
我们，耶稣和他的犹太同胞都相信，神是单一的一位，即他的父，
而且相信他，耶稣，就是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赛亚。那个信条极
其简单，清楚，新约从头到尾的书页中写的都是它。

现代学者与耶稣
罗马天主教杰出神学家证实了这些关于耶稣自己的信仰的事
实，他的证言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偏离圣经中所
记载的耶稣的信仰有多远。约瑟夫·费茨迈耶写道：
耶稣传道的第二个主题是，圣经和昔日传统所教导的内容具
有根本的有效性。耶稣复述了施玛篇（申 6：4，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引述），并且承认旧约中的律法是神对人类行为的旨意的原始
资料……耶稣传道的第三个主题是，特别强调神是父［对纯粹的
唯 一 神 论的 强 调］ 。 他的 传 道 强化 了 以色 列 人对 神 的 传统 观
点……雅伟仍然是拣选了以色列的唯一神性存在。11
费茨迈耶列举了耶稣传道的另一个主要主题：他宣称他是神
的代理人。接下来，对于“耶稣清楚地宣告自己是神了吗？”这
个问题，他坦诚地回答说：“如果这个问题意在强调一个‘清楚
的宣告’，那么我们能以两种方式来回答它：若说历史上的耶稣
曾明确地宣告过自己是神，那么这种宣告，福音书是没有呈现的。
它们从未让 ego eimi theos，‘我是神’从他的口中说出。”12费茨
迈耶展示出“我是神”这种话会多么地不可理解：

11

《基督论教理问答》（A Christological Catechism），Paulist Press，
1991，46-47 页。
12 同上，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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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之前的巴勒斯坦的一神论背景下，像耶稣这样一个犹
太人有没有可能公开宣告说，anah elaha（亚兰语）或是 ego eimi
theos（希腊语），“我是神”？……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声明会怎
样 地 被 理解 ， 因为 ‘ 神’ 指 的 是以 色 列的 ‘ 独一 之 神 ’， 雅
伟……是耶稣本人称为 abba（阿爸）的那一位。13
这毫无疑问是在承认第 1 世纪明显的唯一神论信念，亦即耶
稣本人及圣经时代的唯一神论信念。没有犹太人，就是以其希伯
来圣经所提供的神的启示为凭依的犹太人，有可能会想象弥赛亚
不是夏娃、亚伯拉罕以及大卫的直系后裔，并非神以超自然方式
所生（诗 2：7）14，也没有被任命为神所膏立的子。耶稣清楚地
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和他一样——大卫的后裔不可能同时
还早于他们自己的祖先！然而教会却决定永远坚守这个奇异的概
念：神的儿子比大卫年纪大，同时又比大卫年纪小。他既是从永
恒就存在的神，又是由一个女子怀孕并生下来的人。随着这个错
误概念而来的吹毛求疵的争辩，充满了十几世纪的教会历史的篇
章，而且称神为三位一体神的决定直到现在仍然起着支配作用。
《达芬奇密码》引入了关于耶稣，以及关于他作为“神的儿子”
所拥有的所谓的神性的词汇，这些词自然而然地促使公众去注意
术语和简单逻辑上的巨大混乱，这种混乱常常毁掉关于耶稣是谁
的整个讨论。只有冷静地定义了这些术语时，我们才能有所进步。
当“神的儿子”从圣经书页中去读的时候，它绝对不会等同
于后来的含义为子神的“神的儿子”，这一点必须要加以强调。
事实并不复杂。如果我们保持在圣经的范围之内，那么“神的儿
子”一直都是指受造的人，从未指神。耶稣宣告说他拥有这个称
号（约 10：36）。在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中，他的反对者控告他自
称为“［一位］神”（约 10：33），对此他断然否定，而就在这

13
14

同上，98-99 页。
这种被生含义在降生叙述中讲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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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做出了如此宣告。耶稣精彩地辩论说，甚至作为神的人类
代表的以色列的士师们，都被授予“神”的称号（约 10：34-36；
诗 82：6；另请参看约 5：18-19）。圣经中“神的儿子”这个词
指受造的人（一个或多个）。而独一的神当然是非受造的。因此
在非受造的独一创造主，和他各种各样受造的生命和代表之间，
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神的儿子”是圣经中的一个固定术语，表示一个不是神的人。
如果圣经的术语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思考耶稣，那我们就必须明白，
“神的儿子”是一个证实耶稣不是神，而是人类受造的称号。这一
点是我们整个讨论的基础。关于“神的儿子”的圣经含义的事实，
今日杰出的专家们已经向公众说明。同其他很多权威人士一样，
富勒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科林·布朗说道：“一个人要成为‘神
的儿子’，他就必须不是神！”15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任何圣经读者都能够证实。大家还可以
查阅任何优秀的圣经词典。你找不到任何线索，说“神的儿子”
描述了神体的第二位非受造成员。将“神（复数）”添加到耶稣
和以色列所信之信条的独一之神上，是极度危险的事情。将任何
类型的“神”添加到圣经的独一之神上，事实上都是对神犯了极
大的罪。读者应该迫切、郑重地检查一下自己在这一点上的思想。
保罗不是警告过，人类不敬拜造物的主，反而敬拜受造之物，是
人类所犯众多愚行中的一种吗？（罗 1：25）
2000 年后，“神的儿子”这个宝贵的圣经用语已经遭受了严
重的混淆。这是因为耶稣的身份已经让教会及其信条给修订了，
变成了“子神”。与此同时，耶稣的圣经称号“神的儿子”还保
留着，但是已被赋予一种新的非圣经含义。换句话说，神的儿子
已经脱离了圣经的上下文，从其希伯来之根上被切断，被人为地
表达了第二位非受造之位格，即“子神”的概念。术语改变的地

15

“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对当代正统的探究”，《听道》7，1991，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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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含义自然而然地就变了。在耶稣的身份上出现了一种设计精
妙且意义深远的变化。要揭露并消除对赐给耶稣的称号所做的改
变，探查工作必不可少。这个改变之大，以致于实际上，它导致
所有圣经真理中最核心的一条，即父是“独一的真神”（约 17：
3），都受到了干扰。
“弥赛亚，神的儿子”，与圣经后神学家的创造物“子神”这
两个身份之间巧妙的转换，需要公众进行仔细地研究，因为它仍
然影响着无数渴望“借着灵按真理”（约 4：24，新译本）与神
建立关系的人的思想和属灵状态。

圣经的神是单一的一位
我们已经看过，以色列和希伯来圣经的那位人格化的神有各
种各样的称谓。首先，他是创造天地的神（Elohim），在那个创
造行动中，完全没有同伴与他同在。他在以赛亚书 44 章 24 节中
宣告了这一事实，在那里，他以他自己的名字 YHVH 来讲他自己，
所用的话根本不可能被误解（我将单数人称代词着重地表示出
来）：“我 YHVH 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谁与我同在呢？”
这位 YHVH，即以色列的信条的神，大约 7000 次以唯一的神介绍
他自己。所谓的表示上帝的四字母词 YHVH（很多译本中将这四
字母词译为 LORD）出现的 7000 次中，始终都与单数人称代词和
动词单数形式连用。同样的这位神，说他是“独自的”，另外还
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没有别的神。”
在旧约，能够使用的表达唯一一位的每一种语言形式都被用
来描述那位真神。这种语言旨在抵挡不止一位是神的思想。犹太
教一神论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严格的”和“不妥协的”。它是
严格的单一神论。为了这个信念，犹太人愿赴一死，有些基督徒
也一样。语言没有其他手法来描述一位单一的、唯一的神，完全
独自，独一无二，无可匹敌或无与伦比。这一切，通过阅读任何
一种旧约译本，都能够发现。研究犹太教的历史学家，不管是犹
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会证实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神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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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雅伟是我们的神”，“雅伟是
独一的主”。“惟独雅伟。”
我 没 有 假 设 一 神 论 （ monotheism ） 就 是 唯 一 神 论
（unitarianism）。我是在指出成千上万向我们呈现了单一神一神论
神学的经文，这些经文将唯一的神等同于父。随便摆弄这些基本
的神学和圣经资料，似乎是在冒险制造神学的混乱。对于教会来
说，是追溯其足迹，回到主人耶稣身上的时候了；他和那位犹太
文士一致宣告，神是单一的一位，是他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神。
关于神的单一性的主张足够简单和清楚。犹太小孩子要接受
教导，去记住并背诵关于真信仰的核心的、基本的事实。那就是
施玛篇——圣经的“以色列啊，你要听”（申 6：4）——耶稣重
复了它，以它为基督教信仰的源头（可 12：28-34），可是很奇怪
地，圣经评注把它降低到基督教前（pre-Christian）的地位。按照
那种论证法，耶稣本人就是“基督教前的”，而且他掌管教会的
权力就被剥夺了。我们是要按着耶稣的话语接受审判的。那么顺
服他的意思和教导似乎就是唯一的安全策略。
作为一个犹太人，耶稣从未暗示过他本民族的信条要以任何
方式被随意改动。耶稣惊人地宣告，他是神独一无二的、特别的
代理人，甚至被授权作“安息日的主”（可 2：28），而当他因
这些宣告受到质问时，他回答到，他“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
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约 5：19）。在耶稣执行他的父
即以色列的独一之神的旨意时，他和他的父全然和谐一致地工作。
很清楚，“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意在描述神和作为为
人之弥赛亚的他之间，在目标和行动上所能达到的完全的合一性。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同是在约翰福音中，就
在仅仅几章之后，耶稣希望基督徒之间能实现相同的合一性。
“正如父与我为一，你们也要为一”（参看约 17：11，22）。
因此，把“我与父为一”的意思强行说成“我与父同为神”
的任何论辩，在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据——耶稣在描述门徒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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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用的语言，与描述他自己与父的合一的语言完全相同——面
前，立刻就不攻自破了。从这个事实能得出这个结论：既然门徒
们是要在目标上成为“一”，而不是在本质上成为“一”，那么
同理，“耶稣与父为一”就证明耶稣与神 不是一个本质。他必然
是人类的典范，表现出人类与其创造主的完美关系。而且作为这
个典范，在享受与神的那种合一的同时，他希望他的跟从者们也
能够有那种合一。正如他“受差遣”，他也差遣他的门徒们（约
20：21）。常常有人宣称，耶稣被差遣，就意味着他在他出生以
前就是有意识的；但这种说法的所有事实依据，应该都让他那句
话给消除了。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约 1：6），但这
并不意味着他在他出生前就存在！
让耶稣与众不同的是，他完完全全地依靠并从属于他的父，
就是委任他为其代理人的父。“父是比我大的”（约 14：28）；
“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约 5：19）；它们总结了耶稣对独一
之神从未间断的依靠感。关于耶稣是谁的这个圣经模型，其非凡
的优点是，它展现出通过一个完全献身的人 ，创造主能行出多么
奇妙的事情。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不仅仅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
论被倾覆，成千上万说神是单一的一位的经文被推翻——更糟糕
的是，耶稣为了我们而做出的非凡成就，都成了一场空洞的表演。
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他就不可能被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雅 1：13）。还有，根据提摩太前书 6 章 16 节明明白白的声明，
神是不死的，所以，如果神的儿子如正统教义所说，是神，那么
按照定义，他就不可能死。然而保罗没有觉察到任何困难，他写
到，神的儿子死了（罗 5：10）。基督教赞美诗顶多就是写出这
番无稽之谈：“至大奥秘哉：不死之身死去。” 16 但是，思维能
力、逻辑，以及语言这珍贵的礼物，凭什么要因为“奥秘”或
“神秘莫测”的缘故就被扼杀呢？摧毁语言的含义就意味着摧毁信
息，而在这件事上，摧毁的是真理。神不可能死。神的儿子死了。

16

查尔斯·卫斯理，“岂是我应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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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基本论述能得出大量的诠释。
称耶稣为“主”就证明他是独一的主神，这种说法的错谬，
需要被驳回并被摒弃。不错，确实有一些旧约的“雅伟经文”由
耶稣作为新约中独一无二的代表实现了，但是，让耶稣本人与雅
伟完全相等，就相当于说主的天使与主神完全相等。天使能够拥
有神的名称，但事实上不是神。“代理人如同他主人本人”，是
犹太教历史悠久的原则，在耶稣与神的关系上，显然也是如此。
耶稣讲到对基督徒的逼迫就是对他的逼迫（徒 9：4；22：7；26：
14）。但这并没有让耶稣和教会完全相等。
在这里，重要至极的诗篇 110 篇 1 节就要发挥作用了，而且
教会内外的大量人士都需要知道它。当耶稣刚刚宣告了施玛篇是
好的神学理论的核心后（可 12：28-34），他就提出了与他本人相
关的论题，他以诗篇 110 篇 1 节，以及他自己在那个圣谕中的职
位为基础问了个问题：“主［雅伟］对我主说……”耶稣和敌对
他的人都知道，这篇诗篇讲的是弥赛亚。问题是：谁是这第二位
“主”，以及他如何既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而且最重要
的是：第二位主的身份是什么？
耶稣所提难题的答案并不困难。耶稣先是从马利亚而出的大
卫的子孙，后来作为为人的弥赛亚被提升到神的右边的至高之位，
这个位置，他是在使徒行传 2 章 34-36 节到达的。
将诗篇 110 篇用在我们的主身上，是最早期教会护教学和神
学最显著的特征。在使徒行传 2 章 34 节，彼得认为诗篇 110 篇 1
节预言了耶稣升天。它展示出主弥赛亚现在已经被提升到父的右
边的事实。在希伯来书 10 章 12-13 节中，诗篇 110 篇 1 节描述了
耶稣继续待在父的“右边”的情形，而在希伯来书 6 章 20 节，7
章 17 节、21 节中，诗篇 110 篇 4 节描述了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
等次”永远作大祭司。在马可福音 12 章 35-37 节中，诗篇 110 篇
1 节是福音书作者对耶稣被升高的明确见证，同时从圣经证明他配
得“主”的称谓——这个称谓，从一开始（路 2：11）就是对耶
稣的独特描述。这个称谓的使用并非始自说希腊语的基督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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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兰语 Maranatha（“主必要来”，林前 16：22）明显能看出来。
主这个称谓用于耶稣，其最初且不变的根据是诗篇 110 篇 1 节。
读那节经文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主”
（adoni）不是给神，而是给位分较高的人类的称号，在耶稣身上，
便是极高地、独一无二地被升高的人类。然后，马可在其福音书
第 12 章描绘到，耶稣以施玛篇来总结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他引述
了施玛篇，认为它是所有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接下来他确定了
他自己相对于那位独一之神的位置：他是讲论弥赛亚的著名的诗
篇 110 篇 1 节的 adoni，我主。以色列的信条启示出来，不仅仅属
于以色列民族，也属于耶稣基督——最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原本
的、正宗的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来 2：3）。诗篇 110 篇 1 节定
义了耶稣是谁，它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奥斯卡·卡尔曼说，它显示出基督教不愿意将耶稣看作诗篇
110 篇 1 节中作弥赛亚的主：
无数提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的新约经文……都考虑到
“基督是主”……这些观念是诗篇 110 篇在弥赛亚身上的应用。关
于基督被提升到神的右边的声明（很早的时候，它们是被包括在
信条中的）， 都正式地回到这篇诗篇上 ；这一事实，学者们通常
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要性。17
这是非常正确的。
没能理解耶稣“是主”的意思，内在原因完全在于三位一体
论者努力地将神的独一性复杂化。格雷戈里·博伊德（Gregory
Boyd ） 教 授 在 他 的 《 独 一 神 格 五 旬 节 派 教 徒 与 三 位 一 体 》
（Oneness Pentecostals and the Trinity）中，以这段关于一神论的明
晰的陈述作为开头：
圣经始终如一、毫不含糊地教导，只有一位神。毫无疑问，

17

卡尔曼，《新约基督论》，22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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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宣告，
形成了与旧约神的子民的信仰相关的，所有与众不同的事物的墙
角石。神的独一无二性和单一性的信息，旧约篇章从头到尾，实
在是成百上千次地讲得一清二楚（例如：赛 42：8；43：10b-11；
44：6）。当我们进入新约时代时，这种严格一神论绝对不能被忘
记。再者，它构成了新约中明确阐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的前
提（例如：可 12：29；林前 8：4b-6；弗 4：4，6；提前 2：5）。
因此，圣经是彻彻底底的一神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
圣经作者会心存“可能有不止一位至高之神”这种观念。这是古
代及现代犹太教的墙角石，是一位论神学（Oneness theology）
［形态论（Modalism）］的首要基石。18
但是，如果神的古代子民的严格一神论在新约“绝对不能被
忘记”的话，那么教会怎么会事实上通过彻底改变它而忘记了它
呢？如果同样的那个严格一神论是耶稣的神学的标志，那么为什
么他的跟从者们不把它接受为他们自己信仰声明的核心内容呢？
我们提醒读者注意《新圣经词典》在其词条“三位一体”
（Trinity）中承认的内容：
旧约的见证归根结底是见证神的独一性。在每日的祷告中，
犹太人都要重复申命记 6 章 4 节、5 节：“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
主。”他们以此行动承认以色列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与之相
等或匹敌的创造者。若没有基督事件的大揭示， 没有人会认为旧
约申明的根本不是独神一神论，即仅包含一位神的一神论， 这种
一神论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标记。19

18

格雷戈里·博伊德，《独一神格五旬节派教徒与三位一体》，Baker，
1992，26-27 页。
19 “Trinity”，《新圣经词典》，Intervarsity Press，1962，1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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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实如此。但是“基督大事件”看起来没有包括耶稣本
人充满权威的教导，而这位拉比是带着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讲委派
他的独一之神的！神说：“听我的爱子”（可 9：7）；耶稣则始
终如一地、一遍遍地坚持说，我们要按照我们对他的话语的遵从
程度来受审判，而他的话语正是他的父的话语（约翰的福音书同
样说，坚守耶稣所教导的，是评判我们所有人的标准）。那么，
受自己传统所麻痹的圣经词典如何能得出结论说，耶稣的信条以
某种方式证明，大大背离那个信条的行为是正确的呢？

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
随着詹姆斯·邓恩享誉全球的学术著作的问世，我们期望基
督教界会被推动起来，重新研究它珍爱已久的关于神和他的儿子
的教义。
在他广受赞誉的《基督论之形成》（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中，邓恩教授写道：
“神是一位”这个信仰声明无疑是犹太教的（特别比较申 6：
4；雅 2：19）……［保罗］从基本的一神论信仰的共同点出发
（“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保罗可能想用哥林多前书 8 章 6
节 b 句来宣告基督现在是主……［主］是耶稣由于复活，在被提
升时所获得的一个称号（徒 2：36；腓 2：9-11；比较罗 10：9；
林前 16：22）：这个主是被提升的主，他取代了其他所有的
“主”，消减了他们的重要性，并管理宇宙以及救赎之工（林前 8：
5-6）。同样地，第 8 节的两句话中都加了“我们”，这很可能表
示，保罗主要讲的是基督的“主的身份”，在神、基督、信徒以
及现存的受造之物的关系上，给信徒带来的新的理解和新的形势
［如果耶稣在创世记时已经是主，那就没有新东西可言］……换句
话说，我们可能必须得认识到，保罗的表述，讲的不是 过去的创
造之举，而是信徒 现在所看到的创造——正如他们通过基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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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他们自己真正的本质及意义，信仰已经让他们看到， 万事万
物也通过基督找到它们真正的本质及意义。20
邓恩继续写道：

保罗没有借此抛弃他的一神论 （他在别处申明耶稣的“主的
身份”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张力——罗 15：6；林前 15：2428；林后 1：3；11：31；弗 1：3，17；西 1：3；甚至腓 2：11，
“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毫无疑问，他将神的创
造能力分成父神的能力和主基督的能力，这一点正是我们在基督
教前之犹太教的智慧卷中所发现的……哥林多前书 8 章 6 节 b 句事
实上不是背离了犹太教一神论 ，反而是坚定地表明基督是神的作
为，基督体现出神的创造大能。21
从存在伊始，耶稣就是神的创造大能的证据，这让我们想起
诗篇 104 篇 30 节：“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
为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详细描述的神的儿子的降生，标
志着仍然进行着的宏大的更新之举的开端。
保罗一刻都不曾放弃他的犹太教传统信仰的严格一神论。研
究新约中基督是谁的世界顶尖学者之一这么说。事实上，保罗和
在他之前的耶稣一样，是一位出色的新约神学家。作为一个犹太
人，保罗在当时一流的学校中受训。尽管保罗从耶稣的逼迫者和
杀害基督徒的凶手急剧转变为热切拥护耶稣的人，但是有一个信
念他从未改变。直到他去世之日，他都相信他的犹太教传统信仰
的非三位一体信条。对于保罗来说，毫无疑问，希伯来圣经的信
条，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申明的信条，顺理成章地，就是 基督教的

20
21

《基督论之形成》，179-182 页。
同上，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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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邓恩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点：“犹太教圣经对于第 1 世
纪的每个基督教教会的自我理解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启
示性意义的焦点落在了整个‘基督事件’上。”22
然而，显而易见地，教会没有达到他们所珍视的宣言：“遵
循圣经”，即 惟独圣经的原则。他们显然没有做到他们所宣告的
事：圣经神学必须“阐明在圣经中找得到的神学，也就是在它自
己的历史背景中，在它自己的用语、范畴以及思想形式中找得到
的神学”23 。而且他们在最根本的层面就没有做到。他们没有背
诵，也没有跟从耶稣和保罗的信条。邓恩说：“比起单纯地申明
地上的耶稣与被升高的耶稣之间的一体性，传统基督教想说的关
于基督的事要多得多。” 24 申明复活了的耶稣首先是行走在地上
的耶稣，这几乎是用不着说的事，除非此人在新约记载面前有所
畏怯。明摆着，新约作者们认为，复活了的耶稣，就是先生活在
地上的耶稣。
但是，教会想说的与耶稣相关的这“多得多”的事是什么呢？
邓恩说：
教会想说，他是“神，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是神-人”。
对 此 ， 令 人 震 惊 的 一 个 表 达 ， 是 普 世 基 督 教 会 协 会 （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所采用的简单声明：对于与会的教会来说，
基督教最简要的信仰声明，意思是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神，
为救主”。25
但是，教会有没有面对过这些事实： 耶稣不相信自己是神体

22

《新约的统一性与多样性》（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SCM Press，1977，203 页。
23 乔治·兰德（George Ladd），《新约神学》（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Eerdmans，1974，25 页。
24 邓恩，《统一性与多样性》，204 页。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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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他背诵了他的犹太教传统信仰的唯一神论信条；并且
他说，这是整个正确神学最重要的那把钥匙？耶稣总结到，获得
永生，是要认识到父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父，在这
里说的是单一的一位，而且是身为真神的那一位。而且，这是约
翰在新约时期的晚期写下的。说神是在一个本质中的三个位格的
三位一体论，直接违背了耶稣的单一神声明。
保罗和耶稣一样，是严格的一神论者，这个事实，那些聚集
起来组成普世基督教会协会的神职人员有没有面对过呢？邓恩教
授说得是很好：“不明了的是，传统基督论是否牢牢扎根于最早
期的基督教。” 26 不过我认为，就信条而言，它没有，而且证据
简单又无法抵赖。
为了保证我们在跟从耶稣，邓恩就将后来的信条反过来读进
圣经的事情，发出了一个不无裨益的警告：
我们或许应该重申第三章开头所给的警告——在努力回到第
1 世纪基督论思想的开端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能重述后来的传统
基督论辩论结果；我们一定不能假设，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会发现
潜藏着的正统说法，正等着被揭露出来；否则，我们不可能不带
偏见地处理新约资料。27
但是，当热切的福音传道人搜遍圣经，寻找孤立的经文（常
常只是来自约翰福音），却忽略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以制造“神
耶稣”，即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成员时，对新约的错误处理日复
一日地继续着，并且持续了很多世纪。他们似乎从没想过，耶稣
背诵的、申明的信条，亦即以色列的信条，应该止息这种让耶稣
去信他所不信之事的——以及神自己所不信之事的，令人精疲力
竭、厌烦不已的努力；耶稣不信，神也不信，神是三个位格，而
且神以独特方式所生的儿子是同等的、同永恒的神。神自己从来

26
27

同上，205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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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三位一体论者。
邓恩的警告非常有力：
一个进入基督教时代的人，要是一开始就让基督教正统教义
的传统表达式在自己耳边回响，那么在他所处的位置上，他几乎
无法捕捉到第 1 世纪基督教思想的真正风格（若是它们有所不同
的话）。相反地，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将自己放在第 1 世纪的犹
太人，也就是带着自身强烈的一神论传统的犹太人的位置上，并
且努力带着他们的耳朵去倾听耶稣的宣告，以及第一代基督徒的
宣告。28
一个好的起点就是去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它是耶稣
自己的信仰。耶稣“宣告第一条诫命时，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犹太
式的敬虔”29 ，面对这个令人困窘的事实时，关于马可福音的评
注，发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不确定和困惑状态。但是为什么
耶稣的跟从者们不保持耶稣所示范的那个伟大的单一神一神论传
统呢？对于耶稣此处的信仰声明的重要性，休·安德森似乎全不
在意。他补充到，马可在这里所记录的耶稣的话，“回到了由一
个 不再背诵施玛篇的 教会所传下来的口述传统上”。 30 但是，谁
说新约教会不再背诵施玛篇了？安德森指出，耶稣给我们“几乎
一字不差地引述了两段旧约经文（申 6：4-5 和利 19：18）”。然
后他说，第一段经文——定义了真神的申命记 6 章 4-5 节——是
“犹太信仰的核心”，而且关于神和爱邻舍的两段经文，都被“拉
比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31
该评注宣称马可的教会不再背诵耶稣的信条，依据是什么呢？

28

同上，205 页。
休·安德森，《新世纪圣经评注·马可福音》，280 页。
30 同上，280 页。
31 同上，281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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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马可不是一个福音传道人，传播以耶稣为源头的信仰吗？无
视耶稣所宣告的所有诫命中最大的诫命，其后果教会承担得起吗？
早期教会对耶稣，即基督徒的拉比和主，有着深深的敬仰和爱戴
之情。后来，由于教会松开它在耶稣的犹太教氛围中的锚链，以
色列的信条就被抛弃了。安德森有益地指出，“那位文士完全赞
成耶稣所说的，并且补充说，坚守这两个诫命‘比一切燔祭和各
样祭祀好得多’”。32
那么关于保罗，能说什么呢？他超越了耶稣的宝贵信条吗？
保罗带领基督教信仰远离耶稣，将其变成信耶稣所不知道的一位
神的信仰吗？这个问题邓恩教授在 1977 年便问了：“那么我们应
该说从希腊化基督教的最早时期起，耶稣就被承认为 神吗？要这
么说，那就过头了。” 33 早期的那些基督徒没有教导耶稣是神本
身；耶稣是神本身，这是现在对基督教教会成员的要求。邓恩解
释说：
用神性（divinity）的措辞［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说的不是
神（Deity）］承认耶稣，这种情况出现的促进因素，主要是诗篇
110 篇 1 节的大量使用，这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最清楚的是在
可 12：36；徒 2：34 及其后；林前 15：25；来 1：13）；“主
（Lord）对我主（lord）说［注意 lord 一词的小写字母‘l’，它正
确地翻译了希伯来语单词 adoni］：‘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
仇敌作你的脚凳。’”34
邓恩的评论真是切中要害：“这篇诗篇的重要性在于两次使

32

同上，282 页。
邓恩，《统一性与多样性》，53 页。
34 同上，53 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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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kurios［主］。一位显然是雅伟，但另一位是谁呢？”35这个
问题要是得到了正确的回答，它将会在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教信仰
中引起一场革命。那么，在雅伟右边的这位是谁？“显然不是雅
伟，而是一位诗篇作者称为 kurios 的被高举的人。保罗称耶稣为
kurios，但似乎在称耶稣为‘神’时是有所保留的。”36有所保留？
保罗怎么可能去想象两个位格，而且他们是同等的神呢？
现在，关于保罗的“耶稣是谁”的观点，我们注意邓恩的进
一步结论。它可能会让把耶稣看作完全的神的“公认”观点困窘。
“保罗拒绝向耶稣祷告。他更典型的态度是通过基督向神祷告（罗
1：8；7：25；林后 1：20；西 3：17）。因为他申明‘耶稣是主’
的同时，也申明‘神是一位’（林前 8：4-6；弗 4：5-6）。”37
邓恩的见解简单易懂，但是它有一种能够改变传统信条外观的爆
炸潜能。邓恩继续说：
在此［在保罗的著作中］，基督教呈现出的是一种犹太教的
高级形式，而它的一神论声明是它的犹太教遗产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在犹太教中，最基本的声明是“神是一位”，“只有一位神”
（申 6：4）。因此，罗马书 3 章 30 节，加拉太书 3 章 20 节，提摩
太前书 2 章 5 节（比较雅 2：19）也如此声明。在巴勒斯坦地区和
对犹太人的传教使命中，这种声明是不需要的——犹太人和基督
徒都相信神的独一性。但是，在对外邦人的传教使命中，面对更

35

同上，53 页。
同上，53 页。邓恩接下来说，罗马书 9 章 5 节是唯一可能能宣称保罗
称耶稣为神的经文，但是即便在那里，经文也是不清楚的。在后来的著作中，
邓恩更详细地讨论了这节经文，并且得出结论，保罗在此没有称耶稣为神。
问题在于句法的含糊不清，而且，当经文不明确不清晰的时候，确切的结论
应该是得不出来的。
37 同上，53 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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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许多神”信仰，基督教中的这个犹太教前提条件就会凸
现出来。我们要注意的要点是，保罗能够称颂耶稣为主，不是为
了将他等同于神，而是只要有所区别，就将他与神区别开来。38
接下来邓恩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24-28 节的另一段论
述，以强化他的观点，在那里，耶稣臣服于独一之神。他肯定没
有像传统信条所要求的那样，被看作“同等的神”。
邓恩讲得相当清楚，耶稣不信三位一体神。“没有可靠的证
据证明耶稣认为自己是一个先前就存在的生命。” 39 因此没有证
据证明耶稣宣称过自己“是神”。但是，要是哪个教会成员表达
了他对“耶稣是神”的怀疑的话，那他就要倒霉了！我们离耶稣
和保罗的第 1 世纪的信仰已经太远了。但是坐在教堂长椅上的人，
有没有谁对信条上这惊人的差异费过心劳过神呢？
在很晚之后的著作（1998）中，邓恩教授全面讨论了保罗的
神学，他总结说：“清楚显现在保罗神学中的基督论思想，保持
在他所继承的一神论范围之内。耶稣作为主，并没有侵犯独一的
神，甚至给予被高举的基督的最高颂赞也是‘使荣耀归与父神’”
（腓 2：11）。40
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为“作神的耶稣？”的片段中，邓
恩讨论了保罗关于基督教一神论的深思熟虑的教导；保罗说，基
督教一神论与相信很多神的异教信仰是截然不同的：
在对施玛篇（申 6：4）令人惊奇的改编本中，保罗认为耶稣
基督拥有独一之神的“主的身份”。然而他承认神是独一的，这

38

同上，强调部分属原作者。
同上，225 页。
40 《使徒保罗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Eerdmans，
1998，265 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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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仍然是证实了的。显然，基督的“主的身份”并没有被看作
是对神的权柄的篡夺或取代，而是对它的表达。41
保罗事实上没有放弃犹太教-基督教一神论。他没有以任何方
式修订它。他没有违背或扩展耶稣本人的信条。这么做会让他的
读者在神是谁上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保罗始终如一地将耶稣看
作主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他是 独一的主耶稣弥赛亚
（林前 8：6），是在基督里的新人类的元首，是新创造之首生，
与独一之神，即一神论所讲的父，截然不同。
发生的令人称奇的新事情，不是犹太教信条被扩展了，有另
外一位作为神被包括了进来，而是神升高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即他的儿子，将他升到神的右边的荣耀之位。因此神已经展示了
他为为人之弥赛亚所预备的目标：作新创造的元首。耶稣仍然是
一个人，无论他升得有多高。弥赛亚之位的至高荣耀是保罗著述
的主题，但是，如果提出，升高弥赛亚就意味着损害独一无二的
父神——而且如果，不管怎么说，耶稣从一开始就是神本身！—
—那么保罗的神学就被摧毁了。
保罗的信仰的荣耀在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得到了全面的描
述，同时，策划了它的独一之神的位置完好无损地保留着——真
是令人欣慰。保罗将他的单一神一神论表达得真的是再清楚不过
了：“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就是父”（联合参看林前 8：4，
6）。耶稣是神的首席代理人，现在与父协同工作。耶稣直接就是
新创造的一部分，为的是给他将来在地上神国中的统治做准备。
无疑，弥赛亚耶稣在天上与父以独特的方式合作。但是父仍
然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要注意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现在有一位被高举的人类在亲密无间地与独一的神，他的父合作。
所以，圣经的故事讲的是由童女所生的 神的儿子令人惊诧的命运，
以及他的一跃而起——被提升到犹太教和初始基督教的独一之神

41

同上，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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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旁边，在宇宙中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让神升到神的位置，
升到另外一位神旁边的一位神的位置，会毁坏新约的主旨，并且
剥夺耶稣的非凡成就，剥夺神让作为人的耶稣拥有不朽坏生命的
宏伟计划，而作为人的耶稣，还是其他许多目前担任儿子的儿子，
以及等待着大复活时（不是在此之前）获得不朽坏生命的儿子的
先驱、先锋。在众多弟兄姐妹中，耶稣确实是长子（罗 8：29）。
他和他们一样，是人类的一员。
在保罗的书信中，有一个关于神和耶稣的表达式反复出现。
这位使徒以严格的一神论形式，将神定义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父神”。神不是神的父！神是主弥赛亚的父，正如新约其余内容
所宣告的。邓恩指出，“即使作为主，耶稣也承认他的父是他的
神。在此，显而易见地，kurios［主］不是将耶稣等同于神的一种
方式，而是，更多的是——若他们之间有所区别——将耶稣区别
于 神”。42 这一事实需要在圣经读者和教堂信众当中发出鸣响。
希望有一天，辨认耶稣的跟从者的标准方法是，他们刻意地将耶
稣与神区别开来。保罗树立了榜样：跟从耶稣，遵从他的信条。
“神是基督的头”（林前 11：3）。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28 节，所
有人的主，即弥赛亚，已经拥有神赐给他的“主的身份”。想象
一下，对于这一伟大的事实来说，耶稣从永恒就和他的父拥有同
等的“主的身份”的思想，破坏性有多大。圣经故事将会失去它
引人入胜的地方：以独特方式降生的一个人的扣人心弦的生涯—
—他一路前进，最终被提升到独一之神右边的至高之位。
保罗的教导是，耶稣是实现了原本给亚当安排的命运的人；
而那命运就是，作为独一之神的副摄政王统治世界。这是新约基
督教至关重大的一点，它向其他人应许，跟从为人的先驱耶稣的
前景是，成为未来地上神国的统治者，并以此而自豪（太 19：28；
林前 6：2；启 2：26；3：21 等等）。这是倍受忽略的关于神的国
度的基督教福音的主题，耶稣将它作为核心救赎信息来传讲，保

42

邓恩，《统一性与多样性》，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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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遵从耶稣在大使命中的命令，也传讲它（路 4：43；8：1；徒
19：8；20：24-25；28：23，31 等等）。
那么应用在耶稣身上的雅伟经文怎么说呢？邓恩给出了清楚
的答案：
保罗将耶稣作为主来谈论，而要解决他的谈论所带来的张力
［除了后来将耶稣看作主神的令人困惑的观点之外，这里事实上还
存在张力吗？］，明摆着的唯一的方案就是，顺着他提及的用于
耶稣的雅伟经文所显示的逻辑走。就是说，耶稣的“主的身份”
是神授予他的一个身份，是在分享他的权柄。它不是神退位，然
后耶稣接管。它是神将他的“主的身份”分给了基督，但没有让
它再也不单单属于神。43
圣经故事令人惊奇的事实是，独一的神与他所拣选的那位受
造和众受造分享荣耀。不是神与神分享，这会违反圣经基本的一
神论思想，而且耶稣和保罗所持的显然就是它。
让保罗成为一个以色列修订版信条的拥护者，就是让保罗对
抗耶稣，也对抗以色列的信条。正典圣经作者的思想中没有这种
提议。新的圣约下，或许有渐进式启示理论（theory of progressive
revelation）应用在律法著作的论题上，但是论到神的定义，是不
可能存在这种理论的。保罗和耶稣一样，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单一
神一神论者。神是“我们祖宗的神”（徒 24：14），犹太人的这
位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罗 3：29）。

43

邓恩，《保罗的神学》，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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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查探工作与文字把戏
“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勤于表明我们自己的教义［三位一体］
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那么不走极端，并最终产生一致观点，可能
就是趋势所在。”1
“首先，应该注意到，约翰和新约中的任何一位见证人一样，
坚定不移地见证犹太教的基本原则，见证单一神一神论的基本原
则（比较罗 3：30；雅 2：19）。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约
5：44；17：3）：其他的都是偶像（约一 5：21）。约翰的犹
太人特征在所有近期研究中已经浮现出来；事实上，这种特征，
没有哪一处表现得更加清楚。”2
在某种程度上，圣经应该被看作一个犯罪现场。一些译本中，
一种强烈的、不公正的偏见在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很多教会公众
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一般都无法阅读文献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
文。〔在第五章，我们在讨论“拜/敬拜”（worship）一词时提供

1

约 翰 · 海 伊 （ John Hey ） 博 士 ， 《 得 以 证 实 的 唯 一 神 论 原 则 》
（Unitarian Principles Confirmed），322 页。
2 J.A.T.罗宾森，“第四福音书与教会的三位一体教义”（ The Fourth
Gospel and the Church’s Doctrine of the Trinity），出自《另外十二个新约研
究》，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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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例子。〕翻译能是最微妙的解释形式。经文有时候已经被
强迫着去说——按照关于神、关于耶稣以及关于救恩的“正统”
观点——依据后来的神学而应该说的东西。那些持多数人意见的
人无意识地藉着“正确”教义的证据，努力加强圣经经文。但是，
来自反对者的质疑，即认为“正统说法”事实上可能并非如它所
宣称的那样的质疑，也是源源不竭。对大多数人的意见所提出的
异议，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认为新约在教会中被错解的控诉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物。3
精密的现代圣经研究，以及大量通过互联网而随手可得的信
息，能帮助探究者发现“正统”人士的明显倾向，即只要有可能，
就让圣经去符合圣经后神学的倾向。4自第 2 世纪起，随着受过哲
学训练的希腊人带着他们的哲学假设，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基督徒，
信仰就开始下滑，对此，“正统”人士非但不承认，反而坚称他
们沿着一条连续不断的路线，将“正确的观点”追溯到圣经本身。
关于所发生的事情，一点查探工作将会揭露一些令人吃惊的
事实。约翰的福音已经被利用，以迫使圣经的其余部分违反整个
圣经的主旨，去符合后来的教会会议的神学。例如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5，它就被用来宣传耶稣在各个方面都与神同等，并作为“永

3

戴斯蒙德·福德（Desmond Ford）在他对耶稣的橄榄山讲论的广泛研
究中说：“R.W.法勒以详尽的事实证明释经的历史是错误的历史，而且，如
果说黑与白确实指不同的事物，那么统计数据是支持古代这位坎特伯雷教长
的 ” 〔 《 圣 经 末 世 论 中 的 “ 那 行 毁 坏 可 憎 的 ” 》 （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in Biblical Eschatolog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9，6
页〕。
4 关于某些希腊文文本如何被操纵以迎合后来正统说法之需要的入木三
分的叙述，我们推荐巴特·埃尔曼的《正统对圣经的改动》。
5 在那里，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之先（before Abraham came to be，过
去 式 ） ， 就 有 了 我 ［ 弥 赛 亚 ］ ” ， 或 者 是 “ 在 亚 伯 拉 罕 之 先 （ before

295

查探工作与文字把戏
恒的子神”先前就存在的概念，而不顾新约其余内容。过度以约
翰福音为中心的情况，接着受到保罗的几节经文的支持。而对观
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没有被视为查
明神和耶稣的基础资料。约翰福音被曲解，然后一个被歪曲了的
约翰福音又被读进圣经的其余内容中。约翰福音被变成主要证据，
来支持后来的认为神不止一位，认为耶稣原本不是人类的神学。
来自约翰福音的全部引文中，被遗忘的是，“约翰和新约中
的任何一位见证人一样，坚定不移地见证犹太教的基本原则，见
证单一神一神论的基本原则……（约 5：44；17：3）”6。约翰福
音中的这些经文本来应该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屏障，以阻挡对耶稣
自己的信条声明的任何稀释、修改或“扩展”。但不幸的是，约
翰和耶稣的单一神一神论已经被从约翰福音集结而来的经文给淹
没了，这些经文还被用来对付约翰，违背约翰，违背耶稣——违
背讲述神的儿子耶稣的开端的记载；那些记载简单易懂，清楚详
细，它们讲了耶稣的开端，从而也就讲述了他到底是谁。

关于神的语言的累增效应
当神被成千上万次地以单数人称代词〔我（主格及宾格）、

Abraham comes to be，现在式），就有了我”。希腊文中，第二种理解同样
是顺畅的。如果用这种翻译（希腊文是模棱两可的），耶稣就是在宣告他在
复活上先于亚伯拉罕。如果耶稣的意思是在亚伯拉罕出生前他就是弥赛亚，
那这就与启示录 13 章 8 节的经文很相似，那节经文说耶稣在创世以前，即在
神预先的计划中（参看彼前 1：20），就被钉十字架了。耶稣在复活上确实
先于亚伯拉罕。约伯期盼着复活时能再次存于世上（伯 14：14：“人死了，
还能复活吗？我要等待，等到我再次存在”，palin genomai，七十士译本）。
6 J.A.T.罗宾森，“第四福音书与教会的三位一体教义”，出自《另外十
二个新约研究》，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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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主格及宾格）、他（主格及宾格）〕定义时，要在圣经中找
出既说“耶稣是神”，又说“父是神”的教义，的确是一场艰难
的斗争。如果一个人遵循福音派人士所宣称的历史性语法解释法，
或者只用普通的常识，他就知道单数人称代词指的是单一的一位。
常常用于神的单词“我”意指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个体。神始终
都是被这么描述的。耶稣同样是“我”，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独
立的个体，7就像所有的儿子相对于他们的父亲一样。耶稣将他的
父和他放在一起讲的时候用的是“我们”（“we”和“us”）
（约 14：23；17：21）。他的父是一个外在的个体，来见证他即
耶稣所说的话（约 8：17-18）。
圣经以强调语气坚定地声明，神是单一的一位，并拥有神这
个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些话，不断地将所有可能让他变成不止一
位的观点排除掉：“我是雅伟，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
外再没有神”（赛 45：5）。“惟有/惟独你是神”（赛 37：16；
诗 86：10）。“我是雅伟，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赛 45：6）。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赛 45：21）。“你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
圣经尽其所能，用尽各种语言，以告诉读者，只有一位神，并且
他是单一的一个神性个体。把以利亚辨认为单独的一个人，在这
件事上没有人有任何困难：“只剩下我一个人”（王上 19：14）。
将神呈现为一个单一的个体的，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但是，圣经

7

（独一神格五旬节派教徒所持的）父和子是完全相同的一位的观念，
同样会废弃对父和子所用的单数人称代词；他们讲到对方时用的是“我”和
“你”，而放在一起讲时是“我们”。独一神格五旬节派的观点是这样表达
的：“如果只有一位神，而神是父（玛 2：10），再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从
逻辑上讲耶稣就是父”〔大卫·伯纳德（David Bernard），《神的独一性》
（The Oneness of God），转引自格雷戈里·博伊德，《独一神格五旬节派教
徒与三位一体》，28 页〕。这个“逻辑”讲不通，因为耶稣从未被说成独一
的神，或“真神”。而且父亲和儿子不是同一个人，这真的是明摆着的事。
宗派的教义在最基本的层面迷惑其拥护者的力量，实在是太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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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神论神学的简单性，在后来受希腊哲学所驱使的神学的压
力下，已经复杂得让人望而生畏。
圣经中 12 000 多个用于神的单词中，没有一个能被证明其含
义是一位三位一体神，或是有三个位格的神。作为“神”的三位
一体神（Trinity），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名字。不管是单词三
位一体神，还是说神是三个同等的、永恒的位格的一点点暗示，
都没有在圣经 31 000 节经文的任何一节出现。父、子和他们的圣
灵在新约中确实经常被一起提到。但只有后来的教义灌输才迫使
读者急忙设定，这“三位”组成了一位神。保罗在发出信条声明
时，以神和人的关系将神和耶稣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 是人”
（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主弥赛亚仍然是一个人，与
独一的神，即他的父完全不同。
新约作者说神的时候（超过 1300 次）指的是父，这个明显的
事实让一些评注家硬是来到很奇怪的立场，他们宣称，“父”有
时候指整个三位一体神！这 1300 多处把神（theos）作为父来讲的
经文，每一处都是圣经的唯一神论信条的见证。这一点，对于那
些期望在圣经中找出教会会议的神学的评注家们来说，是个难题。

将三位一体神强加到圣经经文上
结果，斯图尔特·奥利奥特（Stuart Olyott）在《三位是一》
（The Three Are One）中，引用了保罗的唯一神论声明，“然而我
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林前 8：6）。他评论道：“这里的单
词‘父’（Father）等于‘一位神’（one God）这两个词。保罗
说的是只有一位神，但他想的根本不是神体的位格……‘父’这
个头衔用于神，而不是用于神体内的一个独立位格。”8他想要从
圣经中为他的三位一体论辩护的渴望，逼得他不将“父”理解成

8

斯图尔特·奥利奥特，《三位是一》，Evangelical Press，1979，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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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位格，而是理解成整个的三位一体神体。显然，新约中
神与父之间不变的等式没有让他相信圣经的单一神一神论。要效
忠于“现行体系”的压力，让客观性成了不可能之事。
在无数对三位一体论者不利的犹太教-基督教一神论证据面前，
三位一体论者被逼得尽其所能去搜集各种“引证经文”以支持他
们。有时候他们会得到被篡改的经文的援助，这些经文的原希腊
文被篡改，为的是支持三位一体。希腊文本从最初几个世纪传到
我们现在这时代的历史，最能说明一切。它揭示出一些“摆弄”
希腊文本以嵌入神是三位，且神的儿子其实是神这个概念的、明
目张胆的实例。
英王钦定本圣经在约翰一书 5 章 7 节包含了一个片段，现在
已被一致认出是伪造的。9它作为一个三位一体论引证经文被添加
到抄本中，并且几乎作为一个意外事故被包括在 1611 年的钦定本
圣经中。任何现代研读圣经的注释都会为读者提供必要的信息，
说明原文中没有它。布鲁斯·麦茨格（Bruce Metzger）总结道：
“可以确定，这些话是伪造的，没有权利留在新约中。” 10经文被
改动的另一个例子是提摩太前书 3 章 16 节。这节经文在 KJV 中写

9

译者注：“在天上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道，与圣灵；这三乃
是一的。在地上作见证的也有三，就是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钦定本中译本，7-8 节）。“KJV 约壹五 7 的三一形式虽合乎正统，但却不
是原来文献的一部分。在数千种可用的抄本中，它只出现于其中三个，分别
属 12、15 和 16 世纪，是由从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得知这形式的文士放入的，
而武加大本乃是撷取早期的一个小注，这小注的根据则是早期对这经文流行
的解释。KJV 将它列入，只因那个翻译的依据是伊拉斯姆希腊经文第三版的
一个修订本；但是伊拉斯姆将该节纳入是为了实践一项承诺，在后来的经文
版本中则将它取消了，而且曾写注来澄清”〔克莱格·季纳（Craig Keener）
著 ， 刘 良 淑 译 ， 《 新 约 圣 经 背 景 注 释 》 （ The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800 页〕。
10 《希腊文新约文本注释》（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United Bible Societies（联合圣经公会），1971，7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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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神 在肉身显现。”现代译本已经将单词“神”纠正为
“他”（He who）。对原文“他”（希腊文是 Ος，读作 omicron
sigma）的改动是偷偷摸摸地做成的，当时，一些抄写员将 Ο（希
腊字母 omicron）改成 θ（希腊字母 theta），就给出了 θς（读作
theta sigma）。THS（θς）这个写法是希腊单词 theos，即神的缩略
形式。所要做的，只是在字母Ο中间画一条小小的横线，以制造
出希腊字母 theta（θ）。这样，经文就被改得听起来像三位一体论，
并支持道成肉身：“ 神 在肉身显现。”“他”（Ος）被改写成
“神”（θς）。
有些评注家认为约翰一书 5 章 20 节（“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
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暗
示了耶稣是神。由于这会推翻耶稣的唯一神论信条，其他许多评
注家，不管是福音派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承认，“真神”是给耶
稣的父的称号。这样的话，这节经文就是对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的
一种重复，在那里，耶稣仔细地将“独一的真神”（父）与他即
弥赛亚区别开来。在约翰一书 5 章 20 节，我们在那位“真实的”
里面，是通过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独一的真神是父，正
如耶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中已经说过的。11我们与独一的神即
父联合，途径是与他独一无二的、作为人的儿子和谐一致。
在约翰福音 5 章 18 节中，抄经者试图掩盖神的儿子的受生
（开始存在）。约翰说耶稣是“从神生的”，他使用的是动词的不
定过去时态（the aorist tense），这个时态表示出过去的一个时间
点。子的受生将会明显地与三位一体论的子一直存在的概念相矛

11

约翰书信中的代词“这”（this）不一定总是指离它最近的名词，例如，
请参看约翰一书 2 章 22 节、约翰二书 7 节。请参阅三位一体论解经家亨
利·阿尔福德对希腊文新约的评注，评注中他坦率地承认了我们的观点，从
而有力地证实了它。另请参看他对提摩太前书 3 章 16 节的篡改的精彩分析。

300

查探工作与文字把戏
盾。有些希腊抄本反映出一种回避子的开端，也就是回避子在时
间中受生的意图。他们将“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 他”这句中
的“他”（him）改成“他自己”（himself）12，以此躲避耶稣是
“受生的”，且他现在保守基督徒这种含义。经文就被改得表达了
奇怪的意思，即基督徒保守 他自己。同样地，麦茨格选择更容易
理解的形式：“委员会认为‘从神生的那一位’指基督。” 13 这
节经文特别重要，因为它证明约翰与路加和马太意见完全一致，
他们二人同样讲到子在历史中，在他母亲的子宫里受生（路 1：
35；太 1：1，18，20）。
约翰知道对观福音书，而且他很可能指的是约翰福音 1 章 13
节的童女生子，在那节经文中，有非常古老的、广泛流传的证据
证明，动词“生”应该是单数，指耶稣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
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1968 年的耶路撒冷圣经
（Jerusalem Bible）选用了约翰福音 1 章 12-13 节的这种译法：“凡
接受他［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
神的儿女。他不是从血统（human stock）生的，不是从肉身的冲
动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神生的。”耶稣当然是
从马利亚生的，因此，从这个意思讲，他很大程度上是从血统而
来的，是大卫的直系后裔。然而他不是从“血”（bloods）生的
（如希腊文所写），不是人类父母双方的血的混合。他不是从人的
意愿生的，也不是从肉身的冲动生的，而是由神直接的干预而生
的。
特土良谴责诺斯底主义教徒篡改希腊文文本以躲避约翰福音
1 章 13 节童女生子的含义，这很可能是真的。即使该动词被理解
为复数（“他们从……生”），指基督徒的重生，在我们的重生

12

译者注：和合本、钦定本中译本译为“自己”，新译本、吕振中译本、
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思高本都译为“他”。新英语译本中译本将这一
句译为“神也必保守自己所生的”。
13 《希腊文新约文本注释》，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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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耶稣因神迹的降生之间，也是有一种相似性的。
还有另外一两节经文，三位一体论者认为他们发现，经文中
有耶稣是神的含义。1317 处说耶稣的父是“神”的经文似乎没有
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惟独父是神。即使有极少的几节经文，据
称是指耶稣为“神”，经文的语法也是模棱两可的，这种模棱两
可让人很难确定谁被称作神。从另一个角度讲，偶尔将“神”用
在耶稣身上，仍然不会颠覆大量的、始终如一的，将“神”惟独
用于父的圣经用法。
毋庸置疑，信条应该建立在 从整个圣经范围来看都表明神是
单一一位的，压倒性的、毫不含糊的证据之上。将信条建立在语
法模棱两可的经文上，是很不明智的。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耶稣
有两次被称作“神”：希伯来书 1 章 8 节和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
其他几段经文都不能当作确凿的证据。福音派人士常常提出，提
多书 2 章 13 节是一节例证经文，但事实上，对它的翻译是迥然不
同的。KJV 的翻译很可能是正确的：基督徒在“等候那有福的盼
望，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钦定本
中译本）。14
耶稣在这里没有被称作“神”。正如奈杰尔·特纳（Nigel
Turner）所说，“有时候，当概念存在清楚的分别时，定冠词是
不重复的”。15 在这一节中，神和耶稣是清楚地被分别的，没必
要重复定冠词以明确二者那种分别。
以赛亚书 48 章 14-16 节中肯定没有三位一体神。请注意 RSV
的标点用法：

14

比较太 16：27，在那里，耶稣将在他的父的荣耀里降临。
《从语法洞察新约》（Grammatical Insights into the New Testament），
T & T Clark，1965，16 页。请注意经文的排印错误：1965 年的版本中单词
“不”（not）被遗漏了。著名的三位一体评注家亨利·阿尔福德也不认为这
节经文中耶稣被称为“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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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或作“偶像”）内中谁说过这些
事？主（雅伟）爱他，他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
也必击打迦勒底人。惟有我［主神］曾说过，我又呼召他，领他
［弥赛亚］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
从起头并未曾在隐密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
在，主神差遣了我和他的灵。
请留意，RSV 在“我就在那里”之后结束了双引号。然后一
个新的讲话者说：“现在，主神差遣了我和他的灵。”弥赛亚，
或者可能是先知，在此被描述为由主（神）派遣。绝大多数三位
一体论学者从来不会提出，这一段是证明三位一体神的证据。我
们对神是谁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语法的吹毛求疵上，这真是令人
难以置信的事。

“生”的意思就是“生”
三位一体论者全力以赴地为圣经后信条辩解，他们所耗巨大
心力的证据，可见于单词“生”（beget）：这个词被剥夺了它真
正的含义，然后被赋予一个任何词典都不承认的新的“神学”含
义。16 这种应急之策显示出，传统有多么执着地要压倒、压制简
单的圣经用语的含义。诗篇 2 篇 7 节宣告，神已经生了他的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它是神的一个圣谕，向我们指出，
他独一无二的儿子即弥赛亚随后将会出现。既然“生”的意思是

16

在家谱中，“生”（beget）偶尔也等于合法地“成为……的父”，而
不是指生物学上的“父”。马太福音 1 章 12 节讲到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事实
上撒拉铁是他的叔父。所罗巴伯被认为是他合法的儿子。但是用在耶稣身上
的“生”当然不是那种含义。而且按照定义来说，被生的某人不会和生他的
那一位年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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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存在；使……生出”，是“创造”（originate），17那这怎
么会与“子没有开始，且是永恒的”的教理观变成一致的呢？这
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在这节经文中，子不仅被生，而且他生于
“今日”。这节经文在使徒行传 13 章 33 节中被应用于耶稣的诞生：
神“兴起耶稣”（raised up Jesus）。18对比之下，使徒行传 13 章
34 节指他的复活（另请参看来 1：5；5：5；比较约一 5：18，非
KJV 圣经）。
三位一体论的缔造者在竭力解决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
人的创意。他们论辩说，当神“生”的时候，那肯定是时间之外
的事件，因为神是永恒的。另外，对神来说，所有的时间都是一
样的，所以，当他说“今日”的时候，他肯定是说“没有开始也
没有结束的永恒的那一天”。但是，这就是在摧毁话语和交流。
我们之前引述过的奥利奥特写道：“子是由父产生（generate）
的。”然后，他又毁掉单词“产生”，他说：“父和子的这种
关系没有开头。”19
我们这本书中要讲的问题以宇宙中有几位非受造的、永恒的

17

这个单词保持着它“创造”（originate）、“生出，生育”（produce）
的含义，不管是从字面上用以表示某人被生，还是用于比喻含义，表示先知
“生孩子”作为门徒。
18 不是 KJV 所误译的“再次兴起耶稣”（raised up Jesus again）。1881
年的 RV 圣经纠正了这个错误。KJV 让我们看不到神生耶稣为儿子是在他出
生之时，正如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和马太福音 1 章 18 节、20 节所说的那样。
F.F.布鲁斯强调说，33 节的“raising up”指的不是耶稣的复活，而是他出生
时的生命开端（《使徒行传希腊文文本注释》（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1975，269 页，270 页）。（译者注：“to raise
up”的原文是 ἀνίστημι，它既可以指兴起某人，生某人，也可以指复活。请
参看《赛尔希腊语词典》（Thayer Greek Lexicon）：“1. 使……起；使……
起来：a. （基本义）使……从躺卧姿势起身；b. 使……从死里复活；c. 兴起
某人，使……出生。”）
19 《三位是一》，65 页，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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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为中心。既然圣经后教会决定神体中有三个位格，那么耶稣
此人的开端就是令其困窘的事。无论如何子都是受生的。单词
“生”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含义：创造，生育，使……开始存在。此
外，子清清楚楚地 在时间中受生，且生于具体的一日：“你是我
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 2：7）。基督教首先是扎根于历史的
宗教。耶稣的故事既是神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而且发生在
时间之中。它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具体的日子，确切的时刻。旧
约圣经应许，子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出现，意思就是他还没有存
在。而子作为大卫王的后裔，在神的计划中，并根据神自己所定
的时间，确确实实地到来了。但是，这对于哲学取向很强的关于
神的教义来说，对于从教会会议遗留下来的子来说，就不是真的
了。
至关重要的圣经宣告，即就是圣经关于神如何以及什么时候
生他自己的儿子，如何以及什么时候使他的儿子开始存在的宣告，
不可能与一个没有开始的神的儿子协调一致。但是，没有了这样
一个永恒的、“没有开始的”子，就不可能有从尼西亚流传下来
的三位一体神。
那该怎么办呢？“教会术语”就前来救急了，“令人不快的”
话语就被加上字典或词典都闻所未闻的新定义。与神的儿子的开
端相关的圣经话语直接被挖空了其真正的意义。解释圣经词语的
新颖含义，并赋予它们一种神学“说法”的任务，就交给了学富
五车的神职人员。他们成了这些深奥难懂的、非常态含义的捍卫
者。普通大众，即按照他们词典的意思去理解词语的普通大众，
被认为没有能力评判由学问高深的教会领导所赋予词语的“更高
级含义”。这种模糊直白词语的行为的结果，到今天仍然伴随着
我们。有时候，询问的教会成员会受到规劝，不要让他们的脑袋
受“神学”问题困扰，最好把它们留给“专家”。
有学者宣称，在神的儿子的问题上，“‘生’的意思不可能
是‘生’”，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同样的这些学者言行不一地继
续说到，他们相信语法解释法，用这种方法，词语应该被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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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规的词汇意义。但是，什么词典或字典会支持这种说法：
“生”的意思不是“使……存在，产生”，或者支持“今日”的意
思是“在无限的永恒中”？这种以基督教的名义破坏圣经的行为
的证据，人人都可以检查。
唐纳德·麦克劳德（Donald Macleod）教授在《基督的位格》
（The Person of Christ）一书中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在他关于
“永恒受生”的片段中，他告诉我们，这个概念“是尼西亚教父和
他们继任者的论述的突出重点”。20 然后他惊人地承认：“但是，
这个概念，即使有实质内容，至于我们能赋予它什么，也是很不
清楚的。”21 这么说来，占据三位一体之讨论这么多篇幅的词组
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三位一体在如此大程度上所仰赖的术语，
其实没有意义。
麦克劳德觉得需要掩饰他的怀疑。永恒受生：
启示出来了，但是是作为一个奥秘启示出来的，教父的著作
在这个问题上，充满了不可避免的无知的主张。比如，亚他那修
写道：“同样地，探求……神如何生，以及他以什么方式生，也
是不对的。原因在于一个人在这样的问题上冒险探索的话，他一
定会发狂的；因为一个事情不可言喻又关乎神的本质，而且只有
他自己和子知道，他却要求将这用言语解释……有困惑却沉默，
却相信，胜过因困惑而不信。”22
这是一种“不宜前进”的警告，是“请勿插手”的劝告。
“生”这个词不要看得太仔细。当它应用于神和三位一体神的神秘

20

唐纳德·麦克劳德，《基督的位格》，Intervarsity Press，1998，131

页。
21

同上，131 页。伦纳德·霍奇森在关于三位一体的讲座上说，“奥古
斯丁反复地断言，在神里面，每个属性都是其他所有的，对此我觉得相当难
以理解”〔《三位一体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1944，151 页〕。
22 麦克劳德，《基督的位格》，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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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它有一个特殊的“没有含义的”意义。这就是传递给普
通信徒的印象。当信三位一体神作为得救的必不可少的信仰要求
时，它的含义却不能，也不应该去详细探查，因为已宣告它是
“奥秘”。它需要给关键词加上无法辨认的词义。根据一个流行的
资料的说法，它能被领悟，但不可全懂。
对三位一体的一些现代研究很坦率，令人眼前一亮。大家必
须认真仔细地阅读它们，看看它们事实上如何削弱他们希望支持
的传统。米勒德·埃里克森几乎是放弃了与“永恒受生”这个不
可能的概念所做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他承认：“［新约中的］生
子片段，应该被认为是指耶稣在地上的居留期，而不是由父所发
出的某种连续不断的生子过程。”23
没有了子“永恒受生”的教义，三位一体就坍塌了。要提出
强有力的反对，就必须以圣经和阅读圣经的历史语法法为基础。
亚他那修和拿先斯的贵格利的“永恒受生”的论点，以一个有着
明确定义的希腊单词的完全不曾听闻的含义为基础。麦克劳德敢
于用这句惊人之语来解释教父的观点：他说，对于子的教义的缔
造者来说，“‘生’的意思不是‘创造’（originate）”。24
在我看来，在神和耶稣是谁上所产生的所有困惑，都源于那
个惊人的主张。“蛋头人”（Humpty Dumpty）25解释词语法已经
越俎代庖，并且剥夺了我们认识宝贵真理的机会。正是这“蛋头

23

《理解三位一体》（Making Sense of the Trinity），Baker Books，2000，
86 页。
24 麦克劳德，《基督的位格》，132 页。
25 译者注：蛋头人（Humpty Dumpty）是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中的一个人物，他长
得矮矮胖胖的，就像个鸡蛋，推倒之后就很难再恢复原状。对于这个名字的
译法有好几种：蛋头人、傻蛋、矮胖人、汉普蒂·邓普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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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宣告说，词语的意思就是他给词语所选定的意思。26
在任何一本希腊语或英语字典中，大家立即就会发现，“创
造”的意思是“产生”，而“产生”的意思是“生”，是
“使……开始存在”。但是单词“生”的含义已经被去除了，不然
的话，神的儿子的 开端就变得清晰易见了。后来一位天主教教会
发言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讲到永恒的神，
他“产生……没有开始……那位本质和存在都在时间之外的神，
可能不会 在时间之中 生子”。27 但是这是在告诉神他可能不会做
的事情。根据这种论点，子 就是子，没有任何生成的迹象。用教
父拿先斯的贵格利的话说，子“非创造性地受生”。 28 所以，从
这些话的真实意义来看，子拥有一个“没有开始的开始”。难怪，
如麦克劳德所评论的，“［关于生子］的那个问题几乎让拿先斯
的贵格利中风。事实是，我们迷失了。我们知道，子之所以与众
不同，是因为他是受生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受生是什么”。29
但是我们知道！马太和路加将它解释得很充分。当我们丢弃
令人困惑的术语 30 迷宫时，我们就能再次找到我们的道路，这个
迷宫已经淹没了圣经中“生”的直白用法。一旦我们承认圣经所
启示的词汇，并不再努力摆脱它们，一切就会清楚明白了。路加
和马太不辞辛苦地向我们详细说明子的受生过程。一步接一步地，
子经由 42 代人或 42 代直系后裔连到大卫，再连到亚伯拉罕。31马

26

“我用一个词的时候，”蛋头人相当轻蔑地说，“它的意思就是我给
它选定的意思——既不重，也不轻”〔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
记》，HarperCollins，2003，88 页）。
27 转引自麦克劳德，《基督的位格》，133 页。
28 同上，133 页。
29 同上，137-138 页。
30 有些三位一体论教父对于单词 homoousios，即“同一本质”的引入感
到不安。他们认识到了引进非圣经术语的危险。
31 参看太 1：17。

308

查探工作与文字把戏
太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是“耶稣的 家谱（起源， genesis ） ”
（太 1：1）的事实。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英雄，新约开篇经文是以
“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来介绍他的。约翰一
书 5 章 18 节也讲到，耶稣是“从神生的那一位”——不定过去时
态暗示了过去的一个时间点——没有一点迹象表明约翰不清楚单
词“生”的含义。这就意味着子是被生到世界上来的，不是从一
种存在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存在形式。根据约翰所说，子是以独一
无二的方式所生的子。他的开端是绝无仅有的。它是直接源于父
的干预的生子或生育过程。
整个问题可以归纳成这一点：根据教父所说，“生子”的意
思不可能是“创造”。麦克劳德承认了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人
类的生子过程来说，它当然是，但是就 神的生子过程来说，它就
不是。”32 但是，这种否认直白语言的专断行为，是什么行为呢？
难道神不能够在他自己的创造之物中作工，并且藉着生物学神迹，
通过他的灵，生育、生出、产生第二个亚当，新创造之元首，即
神的儿子吗？保罗不是说亚当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吗？
（罗 5：14）整个“永恒受生”、“没有开始的开始”的概念都是
一个神话式的虚构概念，不为圣经经文或任何辞典所认可。它劫
走了词语的正确含义。语言已经用大棒槌给打死了。教会成员及
其领导们所承受的后果，是混乱不堪、迷惑不清。

约翰·麦克亚瑟博士
评注家兼福音布道家约翰·麦克亚瑟早年认为不可能的“生
子”观点，他又决定采用了，这时，一种令人遗憾的、倒退到对
单词“生”的错误理解中的情形，就发生了。麦克亚瑟曾与很多
著名的新教人士意见一致，认为“生”的意思就是“使……开始

32

麦克劳德，《基督的位格》，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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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且“永恒受生”完全是个矛盾体。在他 1983 年对希伯
来书的评注中，他支持耶稣出生前神的儿子不存在的观点。 33 后
来，他丢弃了他先前对词义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他写道：
现在我深信，诗篇 2 篇 7 节和希伯来书 1 章中所讲的生子，不
是发生在时间中的一个事件……［基督］没有开始，而是和神自
己一样无始无终。因此，诗篇 2 篇中提到的“生子”和它的参照
经文，都与他的开端没有关系。34
在“正统说法”的压力下，单词“生”被随手化为乌有。
“生”是那些指向存在之起点的固定用语之一。圣经很可悲地被哲
学压倒了，而且语法研究法不得不遭到抛弃。为人的耶稣被遮掩。

躲避子受生于时间之中的惊人之举
“永恒受生”这个问题逼得一些福音派人士走到不惜一切的地
步。乔治·齐勒（George Zeller）和雷纳德·沙沃尔兹（Renald
Showers）在《基督是永恒圣子：给这一重要圣经教义的适时辩护》
（The Eternal Sonship of Christ: A Timely Defense of This Vital Biblical
Doctrine）中承认，单词“生”在旧约中使用了很多次，“不管是
简单式（qal）还是使役式（hiphil），都表示‘生育’或‘生’的
普通含义，正如任何熟悉旧约内容的人都知道的。这种普通含义，

33

他写到，希伯来书 1 章 5 节中的“今日”“表明他的儿子身份开始于
某一时间点，不是开始于永恒。作为儿子，他的生命开始于这个世界”
〔 《 麦 克 亚 瑟 新 约 注 释 ： 希 伯 来 书 》 （ The MacArthu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Hebrews），Moody，1983，28 页）。
34 “重新研究基督的永恒圣子身份”（Reexamining the Eternal Sonship of
Christ），www.gty.org/resourc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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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创世记第 5 章中它就出现了 28 次”。35
在他们的讨论中，就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
“违规动作”。两位作者更愿意该动词的使役式出现在诗篇 2 章 7
节（“我今日生你”）。换句话说，声称使用使役式，这个词的
意思就可能只是“ 宣告子之身份”，而不是“使子开始存在”，
这样一来，去掉该词明摆着的含义，对他们来说就简单得多了。
这些三位一体论作者的难题是，容许“子的身份”有一个开始，
一下子就会摧毁永恒的子的教义，从而摧毁三位一体。如果我们
能把诗篇 2 篇 7 节简单地翻译成“我宣告你为子”，那么这就“理
所当然地除去了［该动词］任何必然的‘开始’的含义”。36
然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技术错误。他们说，将动词的简单
式变成使役式，不用改变任何希伯来语辅音字母 ，只要改变元音
就可以。这是错的。动词的使役式事实上是需要改变辅音字母的，
不仅仅是改变元音。不管哪种手法，圣经经文是必须得改一改的。
经过奋力的挣扎后，毫不气馁的两位作者下结论说，在耶稣身上，
“受生”的意思是，他是 非受生的 、与父同等的子。换句话说，
“生”的意思，不是“生”。它的意思是“非生”！
关于这种试图摆脱不想要的信息的举动，最引人注目的是，
即使将希伯来动词从这种形式变到另一种形式，它也 无法改变希
伯来语中“生”的简单明了的含义。哪怕我们将经文改成“生”
的 hiphil 形式，这个动词的意思仍然是“生”，是“使……存在；
使……生出”，而这个意思，按照“永恒的子”的三位一体理论
来讲，就是不可能的。希伯来语圣经中，yalad 的 qal 形式和 hiphil
形式，意思都是“生”。
我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展现那些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敬重
圣经的学者，如何地不愿意放弃所珍爱的、关于非受生之子的传

35Loizeaux
36

Brothers，1993，106 页。
同上，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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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理论，反而宁可牺牲正直诚实的原则，也不丢弃仅仅为传统的
传统。回到其他现代学者的著作中，会令人精神一振。这些学者
没有抵制圣经以支持根深蒂固的，也就是新约经卷之后几个世纪
才开始的教义。
詹姆斯·邓恩用他的评论将我们带回现实，帮我们恢复理智。
他评论说，马太和路加的降生叙述将童女怀孕描绘成：
耶稣的开端，描绘成耶稣被生为（=成为）神的儿子……这是
一个生某人（begetting）的过程，一个成为人（becoming）的过
程——这是看得见的，是一个人开始存在的过程，这个人将被称
为神的儿子，并且他事实上就是神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先前就存
在的生命变成一个人类婴儿的灵魂，或者说成是一个神体变形成
为一个人类胎儿。37
当“正统说法”告诉我们，“基督的诞生 不是他个人的开端，
只是他进入了人类生命的状态而已”时，它将我们弄得晕头转向。
这最终得出一个奇怪的概念，即基督“不可能像我们那样，在受
孕的那一刻是完全被动的……他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开始存在，而
是因为他先前就存在，所以 他的受孕是他自己的作为 。他有意识
地、自由地取了我们人类的本质”。38
但是圣经关于耶稣的开端的记载，没有留任何余地给这种认
为耶稣制造了他自己的受孕的奇异教导。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

37

《基督论之形成》，50-51 页。在探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降生叙述
时，雷蒙德·布朗同样地坦率，公正。他没有试图将“正统说法”与这两位
圣经作者的观点等同起来。请参阅他的《弥赛亚的诞生》。他反反复复地告
诉我们，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没有道成肉身的教义。
38 詹姆斯·奥尔（James Orr），神学博士，《论基督由童贞女所生》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2，215 页，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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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权威著作承认，马太和路加“没有说任何有关基督的先存性
的东西，而是在讲，他在伯利恒出生之时 似乎 才开始存在”。39
说得完全正确。但是他们不只是说“似乎”，这些是事实。他们
宣告了与耶稣至关重要的开端有关的、确确实实的事实。因此他
们提供了他是谁的简单明了的定义。子存在的起始，是一个由他
的受孕/受生所标志的历史事件。而且马太和路加是在保罗书写他
的书信之后才写作他们的福音书的。这是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证
明不管是福音书还是保罗，都不认为耶稣在他出生前是活着的。
新约在对为人之弥赛亚的见证上是统一的。说路加和保罗在耶稣
是谁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极不可能的。

摆脱不想要的圣经词语
子的受生，是诗篇 2 篇 7 节中的重大预言的主题。对于后来
成了“正统说法”的说法来说，子的受生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
单词“生”必须要果断否认其真实含义，好将其清除。“教父们”
宣告，子的受生是无始无终的。但是，在诗篇 2 篇 7 节中的神的
行动，非但不是一个无始无终的事件，反而是要发生在“今天”
的事；其实，如果单词“生”保持了它的含义的话，这种无始无
终的事才是不可能的。教父们和后来的路德，以及跟随路德的人，
对于让“今日”和“生”的清楚的含意失效的行为，似乎没有感
到任何不安。
著名教父俄利根处理掉了与神的儿子的开端相关的棘手信息：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神对他说的话，对于神
来说，所有的时间都是今日，因为正如我所认为的，在神没有晚
上，也没有早晨，什么都没有，只有连绵不绝的时间，以及他那

39

同上，208 页，209 页。

313

查探工作与文字把戏
没有起点的、看不见的生命。子被生的那日是对于他［神］来说
的今日，所以，他出生的起始点是找不到的，就像他出生的那一
日也是找不到的一样。40
奥古斯丁，是我们西方神学的很多内容的奠基人，他以同样
武断的处理圣经经文的手法，摆脱了子受生或开始存在的概念。
对于神的儿子于特定的一日开始存在这个棘手的事实，他是怎么
做的？他这样评注诗篇 2 篇 7 节：
尽管耶稣基督生为肉身的那一日也看起来预言性地讲到了；
而且尽管在永恒中没有仿佛已不再是过去的过去，也没有仿佛还
不是未来的未来，而是只有现在，因为永恒的事物永远是永恒的；
但是，正如“今日”暗示了现在，那个表达——“我今日生你”
——就有了神的解释，凭借这种解释，纯正的、天主教的信仰宣
告，神的大能和智慧是永恒受生的，而这大能和智慧就是神的独
生子。41
新教史密斯的《圣经词典》在“神的儿子”词条中正确地将
神的儿子定义为弥赛亚，之后，它要求我们相信：

从更高的含义上讲，那个头衔是神用在他的独生子身上的，
他是永恒受生的（参看诗 2：7），从书信到希伯来书（1：5；5：
5）都这样解释，而单词“今日”，在那段经文中，表达的是神的
作为，对于神来说，没有昨日，也没有明日。42
为了支持该说法，路德的话被加以引用：“在永恒中，没有
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永恒的今日。”在这个教义上，路德不加
批判地复制教父思想，尤其是俄利根的思想，这一点，显示出宗

40

《约翰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John），1.32。
《诗篇注释》（Expositions on the Psalms）。
42 伦敦：John Murray，1893，3：135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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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革不过是部分的改革。
在第 3 世纪，俄利根宣告，神是通过一种“永恒生子”而生
他的儿子的。他警告我们，不要相信对单词“生”的普通理解。
人类思维不可能理解非受生的神如何成为唯一受生的子的父。他
称子的受生是“永恒的”、“无尽的”。
其他教父对子的受生过程持不可知论。爱任纽“承认他不理
解子如何从父那里‘被产生’”。 43 他讲到，那件事是“不可言
喻的”，并且将单词“生”简化成神的一种属性的存在。或者说，
子的受生可能是“一种物质的放射”。后来的神学家避免使用这
种模式，因为明显地，它暗示了时间上的一个起始点。
表示“今日”的希伯来单词在旧约中出现了大约 350 次，都
跟永恒没有关系。为了满足那个否认神的儿子有时间起始点的圣
经后教义的要求，宝贵的经文“我今日使你作为儿子开始存在”
（诗 2：7），已经给牺牲了。因此，大卫的弥赛亚子孙，也就是
神的弥赛亚儿子（路 1：32-35），就被变成一个永恒神体的第二
位成员。圣经的弥赛亚，亦即所应许为大卫的后裔，从而为犹大
支派的后裔的弥赛亚，被一个来自人类以外的奇怪的访客给取代
了。

C.S.路易斯
论到“子的永恒受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学已经不得不
沉溺于非常“空洞”的语言，以躲避明摆着的事实，即圣经中，
子是通过马利亚身上的一个神迹而受生的。“想象一下，”C.S.
路易斯说，“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在另一本上边……永永远
远。”44 他说，这样的事就是子的“永恒受生”。在两者之间有

43

罗 杰 · 奥 尔 森 （ Roger Olson ） 与 克 里 斯 托 弗 · 霍 尔 （ Christopher
Hall），《三位一体》（The Trinity），Eerdmans，2002，27 页。
44 《返璞归真》，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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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永恒的关系。通过这种学问高深的“细细讲述”，路易斯躲
避了单词“生”：
路易斯也着手解释过通常被称为“子永恒受生”的问题。他
写道：“其中一条信条说，基督是‘受生的（begotten），非受造
的（not created）’神的儿子……［这］与这一事实——基督作为
人降生到地上时，此人是童贞女的儿子——毫无关系。”相反，
“神所生的是神”。这种否定式解释讲清了一些，但不是非常有用。
在其他地方，他写道：“一位生子，另一位被生。父对子的关系，
不同于子对父的关系。”基督作为“子”，路易斯评论说：“不
可能意味着，他与神［父］的关系，与动物世界中后代与父亲之
间所存在的那种肉体上的、暂时性的关系一模一样”；这个教义
包含“一种同质（homogeneity）的和谐关系”。通常都匠心独运
又脚踏实地的路易斯，在这个教义上，将他的读者置于错综复杂
的、让人飘飘然的神学长篇大论的领域中，不过（说实话），谁
又曾听过讲道台上对它清楚明晰的解释呢？路易斯还做了另一个
努力，他宣称：“子存在，是因为父存在；但是，在父创造子之
前，不存在时间。”路易斯完全不碰这个主题，说不定会更好。45
教会只是离开这一切违反圣经的猜测，然后以马太福音和路
加福音作为他们对神和耶稣的定义的基础，应该都会做得好很多。
路易斯无疑在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他无所畏惧地试图为“正
统说法”辩护，但却抛弃了新约中耶稣的信条，以及神的儿子的

45

詹姆斯·汤森德（James Townsend），“C.S.路易斯的神学：赎罪与
雷 佩 契 普 之 间 的 某 一 处 ” （ C.S. Lewis’s Theology: Somewhere Between
Ransom and Reepicheep ） ， 恩 典 福 音 协 会 期 刊 （ Journal of the Grace
Evangelical Society），13：24，2000 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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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的记载。生，并不意味着只是拥有“一种同质的和谐关系”！
一本书放在另一本书上，与一本书“生”另一本书毫无干系。
这个类比无法让人信服。生，远远不止有一种关系；它意味着使
某人开始存在。生，会创造出一个新人。基本英语圣经（Bible in
Basic English）准确地捕捉到了诗篇 2 篇 7 节的意思：“你是我的
儿子；今日我使你存在（have given you being）。”马太福音和路
加福音中耶稣起始于马利亚之记载的背后，就是那节经文，而且
保罗在使徒行传 13 章 33 节中将它应用于子的生命的开端。46同样
地，希伯来书 1 章 5 节和 5 章 5 节解释到，子的受生是成就了神将
作大卫子孙的父这个应许（来 1：5，经文将诗篇 2 篇 7 节和撒母
耳记下 7 章 14 节结合起来表达同一主旨）。47
约翰应当是永恒的“神的儿子”的主要见证人，但是他却说
耶稣是“从神生的”（约一 5：18）：“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
守［信徒］。”（新译本）正如我们所看过的，有一些抄本，为
了摆脱这节令人困窘的经文，就不说单词“所生的”描述的是耶
稣，但是，根据对抄本更可靠的理解，现代译本中清楚地保留了
由神所生的子的意思。
在竭力为包含了一位“永恒受生的”子的非圣经信条辩护的
过程中，令人惊讶不已的能言巧辩，是作者们的显著特点。一旦
词语直白的含义被丢弃，圣经就几乎能被说成任何事情。在神生

46

请注意 F.F.布鲁斯的重要评论：“使徒行传 13 章 23 节的应许成就于
33 节……它讲的是弥赛亚的差遣，不是他的复活（至于复活，请参看 34 节）”
〔《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269 页〕。
47 而且，为证实耶稣降生的事情，再加上第三节支持经文：“神使长子
到世上来的时候……”（来 1：6）。威廉·米夏埃利斯（Wilhelm Michaelis）
发现“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适用于子的诞生〔《新约神学词典》，6：
880，注释 58〕。在早些的作品中，我趋于赞成它指基督再临，但是权衡之
后，我认为三个旧约引文讲的是同一点，就和希伯来书 2 章 12 节、13 节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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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儿子耶稣这件事上，如果子要被变得与父同样永恒的话，直白
的含义就必须被替换掉。路加讲得非常清楚。他的诞生记录解释
了子的受生，以及此事是如何通过神的生物学神迹而发生的。同
样明显的是，路加提到圣灵是神在马利亚身上所行创造神迹的工
具。圣灵，让读者立刻想到创世记中灵的创造活动，这就排除了
任何关于非受造的子的想法！

约翰福音第 1 章
还有一件事，它不像躲避单词“生”的举动那么显而易见，
那就是，在约翰福音 1 章 1 节的单词“道”（word）上加上大写
字母“W”，以制造出神体中有两个位格的印象。但是约翰写的
不是“太初有子”，而且约翰福音 1 章 3 节的正确翻译是“万物
是藉着它 造的”，它即道（word）。48 此外，为了“推送”支持
传统耶稣的经文，NIV 似乎下定决心要给读者留下一个错误的印
象：它让耶稣说，他要“返回”或“回到”神那里去（约 13：3；

48

从丁道尔译本算起，KJV 之前的 8 个英语译本都写的是“万物是藉着
它（through it）造的”。但在 KJV 中，“藉着它”被改成“由他”（by
him）。其他语言的很多译本都将“道”（the word）理解为“目标/目的”
（purpose）或“意图”（intention），因而将它描述为“它”而不是“他”。
约翰在 1 章 10 节中用中性的“光”来讲“他”，他认为那时子是存在的，但
不是在他诞生之前。耶稣是道/智慧所成为（became）的，不是一比一地等于
“道”，而且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中从未指“发言人”（spokesman）。“道”
并非正统说法所说的， 取了（ assumed ）肉身；它是成为（became）肉身，
成为一个人。神的智慧在一个完美的人类中表达出来，而此人的开端在马太
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有仔细的描述，而且约翰认出他是“独生的”，
monogenes。这个词的词根是 ginomai，其含义是“成为”或“开始存在”。
请进一步参阅我们的文章“约翰福音 1 章 1 节：读者请当心”〔John 1:1:
Caveat Lector (Reader Beware)〕，www.restorationfellow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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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20：17）。事实上，耶稣说的是，他要去神那里，不是
回到或返回他那里。既然他还没有与父在天上，那他就不可能返
回。他只有在被接升天时才与父在天上。NIV、NAB 和 NLT 的读
者被迫认为，耶稣回到了父那里。然而，这不是希腊文所说的。
约翰的耶稣是新摩西。仅仅是在约翰福音 1 章 1 节的单词“道”
上放上大写字母“W”，困难就制造出来了。当第二个先前存在
的位格被强行加入约翰福音时，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耶稣真
正的开端的见证就遭到了否定。约翰开始时先讲独一之神的创造
活动。他的道或智慧是他神圣的计划和意念。神的计划和目标在
犹太思维中被说成“与神同在”（with God）。约翰后来在他的
书信中（约一 1：1-2）写到，“生命与父同在（with）”49，以此
澄清了他福音书的开篇语。耶稣就是成了肉身的那生命，是向我
们揭示的神的不朽坏生命计划。神的意念独一无二地在为人的耶
稣身上表达出来。耶稣是“行走着的智慧”。保罗称他为“神的
智慧”（林前 1：24）。
像斐罗这样的犹太人讲，摩西是“按照神的预见，必然出现
的、有生命的律法”。50 当“道”在耶稣身上成为肉身时，正如
约翰所写的，这就等于藉着耶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约 1：
17）。耶稣是神充满恩典的目标的化身，正像先前摩西是律法
（托拉）的化身一样。不管是耶稣的情形还是摩西的情形，都没有
必要去假设，神的计划的这两位支柱在他们出生前是活着的，从
而制造出一个错综复杂的理论，致使所引发的争论多少世纪都无

49

“道与神同在［pros］（with）”，正如约翰一书 1 章 2 节中的“生命
与父同在［pros］（with）”。参看约伯记 10 章 13 节和 23 章 14 节，其中神
的意图“与”他“同在”（with）。
50 《论摩西生平》（Life of Moses），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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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决。51
先存之目标的概念，有些杰出的学者理解得很透彻。C.B.凯
尔 德 （ C.B. Caird ） 在 他 的 “ 新 约 中 基 督 的 发 展 ” （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中，思考了约翰福音
1 章的犹太背景：“犹太人只相信拟人化的事物的先存性，或者是
对神的一种属性的拟人，或者是对神的一个目标的拟人，但从不
是一个位格。” 52 完全没有必要将神的目标变成从永恒就存在的
第二个位格。子是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是人类，而且作为这位
后裔，他是神有契约为证的目标，“预先被神知道……才显现”
（彼前 1：20）。不存在“取了”或“穿上”肉身的永恒的子。而
是道“开始存在，开始成了肉身” 53 ，成了一个“满有恩典和真
理的独生子”（约 1：14），一个在马利亚身上受生的人类，一
个为我们所有人完美地表达了神的旨意的人。
在昆兰（Qumran），约翰同时代人所用的语言，与约翰描述
神的永恒目标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约翰和死海古卷文献拥有相
同的思想世界。“万物是藉着它［logos，道］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藉着它造的”，约翰写道（1：3）。将这节经文与
会规手册（1QS）11：11 对比一下：“万有是藉着他的知识被创
造的，万有是藉着他的目标被立定的，没有他，什么都没有。”
约翰和昆兰作者带着共同的希伯来传统信仰写作，约翰当然是在
告诉我们，神伟大的目标从开始就与他“同在”（约 1：1），而
这个目标在为人的弥赛亚耶稣身上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约 1：
14）。约伯讲过，神的计划和目标与他“同在”，意思就是它们

51

犹太圣卷说摩西是被神预先知道的，也就是说，是在神的心意中所计
划的。
52 《今日，基督对于我们来说》（Christ for Us Today），SCM Press，
1968，66-80 页。
53 Egeneto，成为，开始存在，在约翰福音 1 章 14 节。同一个单词也描述
了施洗约翰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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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他心中：“这些事你都藏在你的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
（直译：我知道这与你同在）”（伯 10：13，新译本）。“他为
我所定的，他必成全，这类的事情，他还有许多（直译：还有许
多这类的事情与他同在）”（伯 23：14，新译本）。“他有智慧
与能力（直译：智慧与能力 与他同在），又有谋略与聪明……他
有大能与智谋”（伯 12：13，16，新译本）。
没必要将约翰福音 1 章 1 节中“word”一词的首字母大写，
强迫读者假设第二个位格作为神从永恒就已经存在，从而打碎正
确神学的首要原则，即神是一位，不是两位或三位的原则，正如
耶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中清清楚楚所说的。
约翰福音 1 章在开场白中表明，神的道或智慧是他的自我表
达和他的创造活动。这让人想起创世记的记载，它为约翰介绍在
耶稣身上的新创造做了铺垫。神的道充满生命，充满光，并且黑
暗“不能胜过它”（不是“他”，5 节，参新译本）。然后约翰描
述施洗约翰到来的历史事件，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6 节）。
他是真光的见证人，而那来到世界的真光（9 节，新译本），就是
子。约翰福音 1 章从 6 节起，描述施洗约翰和神的儿子耶稣的出
现。来到世界的光现在就被描述为“他”（auton，10 节），而不
是“它”（auto，5 节）。14 节继续描述历史上的子，并且第一次
使用这个头衔：“从父而来的独生子”（新译本）（正如施洗约
翰也是“从神那里来的”，6 节）。13 节讲到子由童女所生，可
能将它与基督徒的重生做类比。约翰没有推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
音关于子的起源的清楚记载（太 1：1，18）。
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独一的神，父
圣经的神是单一的一位，而且一遍遍地以单数人称代词来称
呼，但是，这个简单直接的证据，已经被那些渴望以更加哲学化
的观点来看待神的神学家给丢弃了。涉足哲学世界是要付出代价
的。“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些刺，就是单数人称代词，以及其
他同样简单但有说服力的、描述神和耶稣的词语。我认为，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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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一套全新的词汇，即“教会术语”，必须得
发明出来，以给这个概念——超越耶稣的一神论信条是正当合理
的——增加可信度。
修订后的词汇如下：神不是一位（Person）。他是一个本质
（essence）或实体（substance）。他和神体中的另外两位永恒地共
享一个本质。耶稣对这样的信条一无所知。教会让这种做法变得
正当合理的手法是，称它为“圣经一神论内的……从以色列的单
一神一神论，到迦克墩会议的三位一体论”的转换。 54 但是耶稣
没有授权这种转换。远非如此。他庄严地宣告，永生的本质在于，
他们要认识“你［父，1 节］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
稣基督”（约 17：3）。
最令人震惊的篡改圣经经文的事件之一，就发生在这节经文
上。赫赫有名的奥古斯丁，在耶稣的话语中找不到他所钟爱的三
位一体，就决定重写耶稣的话，以配合耶稣一无所知的信条。在
他的《约翰福音讲道集》（Homilies on John）中，他这样处理约
翰福音 17 章 3 节：“他［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话的正确顺序是，
‘认识你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独一的真神。’”55
对于这位教父在这里所做的事，同样信奉三位一体论的，杰
出的希腊文新约评注家亨利·阿尔福德（Henry Alford）是惊恐不
已，他写道：

54

哈罗德·O.J.布朗，《异端》，431 页。
《约翰福音论文集》，105 页。伯撒（Beza）、阿奎那（Aquinas）、
亚里提乌斯（Aretius），以及其他一些人都随从了奥古斯丁重写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的做法。H.A.W.迈耶（H.A.W. Meyer）说对经文的这种改动是一种
“曲解，与约翰的严格一神论截然相反”〔《约翰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John），Funk and Wagnall，1884，462 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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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安波罗修（Ambrose）和希拉流，急切
地想躲避有些人从这节经文不正当地推导出的反对基督之神性的
结论，就将其解释为“认识你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独一的
真 神 ” 。 其 他 人 ， 屈 梭 多 模 （ Chrysostom ） 、 优 西 米 乌
（Euthymius）……认为耶稣基督被包括在词组“独一的真神”中。
但是所有对经文的这种曲解都是不必要的。56
它们事实上是对经文的攻击。阿尔福德接下来发出下面这令
人惊讶的声明：
此处，耶稣基督和父被并列放在一起，而且永生被定义为
“认识他们两位”，这就暗示了基督的神性，就是一个证据。认识
神和一个受造的人，不可能有永生，所以将神和受造的人并列就
是不可能的。57
正是这位亨利·阿尔福德，在处理至关重要的词“生”的时
候，被迫放弃他对圣经词语一贯的坦率诚实：
将诗篇 2 篇 7 节应用到我们主的身上时，对于“生”和“今
日”这两个可能适用于他的单词，我们想要其 另一种更高的含义，
而我觉得我应该说的是，这两个词，必须考虑其全部含义， 而不
是忽略或者几乎抹去它们所谓的较低的含义。58
读者会注意到，上文承认了“生”的普通含义已经被抹去了！
一个“更高的”含义需要被创造出来，以掩盖背离圣经中历史性
地受生的弥赛亚的传统行为。但是那个“更高的”含义清除了单
词“生”的普通的、真实的含义。在给单词下定义的事情上，这
样不严密的步骤肯定不是亨利·阿尔福德的典型特征。但是，在

56

《希腊文新约》（The Greek Testament），Rivingtons，1859，1：823。
同上。
58 同上，关于希伯来书 1 章 5 节。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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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2 篇 7 节的问题上，“体系”驱使他这么做。当一个词的真
实意义被掏空的时候，它是无法拥有“更高的”含义的。
这就是神的儿子的正统定义在一位于其他问题都心明眼亮的
评注家身上的控制力。他说，神不可能与一个受造的人这样并列。
但是，谁有权力去说神可能会做什么呢？难道神没有自由将我们
的救主即“为人的弥赛亚”耶稣提供给我们，并带他到他的宝座
旁边，待在他右边的至高之位，担任我们的中保吗？保罗对此没
有任何困难，而且，好像是预见到在神和耶稣上会产生困惑，想
要防止它似的，他在后期写道：“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
英语译本中译本）。59 这是新约启示的支柱。即使保罗讲到升天
的耶稣被授予至高之位或至高之“名”（腓 2：9），这也全部都
是“使荣耀归与 父神 ”（11 节）。“一切，因着（in）［不是
‘朝着’（at）］耶稣的名，都要屈膝”（10 节）。神仍然是耶稣
的父。在腓立比书 2 章 5-11 节中，保罗非但没有修改唯一神论，
反而申明了它，以此作为结论。
奥古斯丁固守传统，致使他重写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耶稣的话
以及圣经的话，而且最后得出骇人的结论：“子是由父 和子差来
的。” 60 他这样描述道成肉身的“操作过程”：“人被加在他
［先存的子］身上，神对他来说没有丢失……他倒空自己，不是失
去他所是的，而是给他加了他所不是的。”61
在这幅关于子的惊人的图画中，子比他自己年龄大！耶稣有
两个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他在自己诞生以前是一个个体，
然后他给他自己再增加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他给他自己加上了他
所不是的！由马利亚所生的子在到来时配备着他自己先前存在的

59

当耶稣被晋升为神，和父同等的时候，马利亚就被提升到人类的（因
而就更有同情心了？）女中保的位置上。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
60 《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第 2 卷，第 5 章。
61 《约翰福音论文集》，8 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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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这些就是奥古斯丁所继承的令人惊异的体系的要求。奥古
斯丁还因为武断地处理圣经中与千禧年相关的话语而声名狼藉。
他争辩说，基督的一千年统治是一段从十字架开始的不确定的时
期。“头一次的复活”根本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复活。《皮克圣经
注释》（Peake’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正确地说到，奥古斯丁
对启示录 20 章的话语的处理是“欺骗性的贬低行为”，“纯粹是
在玩弄文字”。62
必须要说的是，论到三位一体论者对很常见的圣经单词“生”
的处理，这话同样适用。我们不敢清除它的含义，然后假装它的
意思只是与另一位建立关系。它的意思是“使……存在；使……
生出”。在子身上，“生”与时间上一个确定的时刻，即“今日”
关联在一起。非凡的那一刻在大约 2000 年前到来，以成就神将在
大卫家生一个儿子的古老应许。

关于耶稣的开端（受生）的历史事实
马太懂得希伯来圣经的应许，同时他还讲到，神的儿子的受
生是因为神的直接干预，是神的灵在马利亚身上行了一个生物学
神迹。这个过程，马太称为子的“开端”（起源）（太 1：18）。
它就是子开始存在的时间。天使向约瑟讲话，并向他保证，“ 所
生在她身里的”（20 节，吕振中译本）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就
是神切实的同在和他运行着的大能。以这种方式降生的子，将恰
当地称为“我的［神的］儿子”，他要从埃及被带到此地，正如
以色列以前的情形（2：15）。耶稣是神的新“以色列”，以色列
民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他做了，即：向世界其余地方发出真理
的光。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路加用心地证实提阿非罗所学之信仰
的事实，他说，玛丽亚被告知，“所生的”来自圣灵（1：35）。

62

9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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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利亚身上的神迹，所生的神圣的婴孩，或者，也许应该是
“将要生的”婴孩，“ 因为这个原因 ”，有资格被称为“神的儿
子”。保罗在罗马书 1 章 3-4 节讲到，就人的血统来说，神的儿子
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后来，他复活并升到父的右边，以此
事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大能，他被宣告为神的儿子。保罗在使徒
行传 13 章 33 节讲了同样的事实，以描述子的兴起，即子的产生，
正如圣经中所应许的（徒 13：23），在 33 节中，他的引证经文就
是诗篇 2 篇 7 节，“我今日生你”。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提供了
诗篇 2 篇 7 节“我今日生你”，作为撒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中拿单
所给预言和应许的另一个证词（来 1：5）。神已经向大卫保证，
他将是弥赛亚的父，而弥赛亚将是神的儿子。在这两节旧约经文
中，子要在时间中一个特定的时刻，作为一个特定犹太家族的直
系后裔而出生的宝贵事实，都得到了保证。
作为神的儿子和大卫的子孙的弥赛亚，以马利亚为其生身母
亲，他的这种开端，意在清楚无疑地确立神的独生子的起始点和
本质。当怀着揣测之心、受过哲学训练的教父将子原本的受生过
程，从已知的历史改换成史前时代，并最终倒退到永恒之中时，
这个故事就遭受了毁灭性的一击。因此，信经的“永恒受生的”
子被创造成一个神话似的代替品，代替历史上的神的儿子和大卫
的子孙。正如马丁·沃纳所控诉的，这一举动，让“历史的耶稣
完全消失在它背后”。63 他补充说，耶稣的信息已经被“篡改了，
因为它被按照教会后来的三位一体教义，即神人两性教义来解
释……因此，把‘基督的宗教’与‘基督教的宗教’对比来看的
话，它们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他最后说道：
虽然初期基督教和早期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不为早期
新教教徒所知，但是历史研究现在能够证明，早期教会的教义形

63

沃纳，《基督教教义的形成》，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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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本质上偏离了耶稣的教导内容，以及使徒们的初期基督教。64

马利亚怀孕并生下一个婴孩
如果说马利亚身上接收了一个从灵体变形到人类的生命，那
么路加和马太就误导了我们。子宫中没有空间放两个人，一个加
在另一个之上。难道这是双胞胎的一种形式吗？马利亚没有生下
一个身为两个“完全者”的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她没有生
下一个“双重人”，一个给自己添加上一个人类的、先前就存在
的属灵个体。关于耶稣起源的圣经记载要简单得多。马利亚生下
了大卫的亲生后裔，一个人，所应许的弥赛亚，而他在历史中一
个确定的时刻开始存在，是应许过的。马利亚怀孕的时间比她的
亲戚伊利莎白晚六个月。她没有接受一个位格并将其变形成一个
胎儿。
等到教会会议完成它们关于神的儿子的开端的新说法时，子
已经被切成两半。据说，他在他开始存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
真正的开端，被说成是在创世记之前。这是亚流以及后来的新亚
流主义者埃提乌斯（Aetius）和伊诺米（Eunomius）的观点。65亚
他那修所支持的、成了永久性正统观点的观点认为，耶稣受生于
无始无终的永恒之中。两个错误观点花了几十年才决出胜负，而
教会最终在迦克墩会议上决定，耶稣有两个本性，他真正的自我
是三位一体神体中永恒的第二位成员。但是，大卫的直系后裔，
历史上的后裔，也就是藉着在马利亚身上的神迹而被创造出来的
后裔，他成了什么呢？马太和路加精心构建的记载，亦即关乎耶
稣到底是谁的记载，它又剩下了什么呢？

64

同上，320 页。
关于尼西亚之后持续不断的非三位一体论发言人的记述，请参看托马
斯·科皮西克（Thomas Kopecek），《新亚流主义历史》（A History of NeoArianism），Philadelphia Patristic Foundation，197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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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神的儿子由童女所生，并开始存在于世
这件事，应该能够阻挡任何关于双重开端的说法。子没有两次受
生（被生到世界上），一次在永恒中，后来再在历史中。他作为
大卫的后裔，在历史上的开端，完全能够为他宣称是弥赛亚的话
提供担保。一个其开端从生物链上被移走的神的儿子，是一个陌
生人，而且根据神的应许，他是不够资格的，因为神的应许不但
保证弥赛亚是大卫的直系后裔，还保证他是神所生的儿子。

死海古卷
现在已众所周知，死海古卷反映出很多新约的弥赛亚主题。
昆兰教派（Qumran sect）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像列祖祝
福（Patriarchal Blessings）这样的文本，盼望着“公义的弥赛亚，
即 大 卫 的 枝 子 的 到 来 ” 。 66 我 们 在 大 马 色 文 献 （ Damascus
Document）中读到“亚伦和以色列的弥赛亚的到来”。 67 与旧约
相似，Mashiach（弥赛亚）也应该是一位先知。这些书卷包含了
圣经给所期盼的弥赛亚的各种称号：“大卫的枝子”、“权杖”，
还有“星”。
最值得注目的是，我们在 1 QSa 2:11〔会规手册（The Rule of
the Community）〕中读到“神将要生弥赛亚”的时间，读到弥赛
亚将作神的长子。68这位弥赛亚有能力复活死人。69而关于一个没
有起始点，或是“永恒受生的”神的儿子的东西，根本没有被讲

66

另请参看 4QFlor（经文论集） 1-2. 2：11；4QpIsa.（第四洞的以赛亚
书注释） 8-10：17。
67 CD（大马色文献） 19：10；20：1。
68 4Q369。
69 4Q521，第 1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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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讲到神使长子到世上来（来 1：6）。
新约是犹太人的思维世界的一部分。这些书卷提到神的儿子
和他的产业，它们“确实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福音书作者马太
和路加会有兴趣从这样的角度来呈现耶稣的诞生”。 70 再一次，
新约的背景表明，第 1 世纪的基督教如何是一个弥赛亚式的信仰，
与犹太人有着相同的信念，即神将会使神的儿子弥赛亚开始存在
的信念。
已经来过一次的弥赛亚还会回来，在地上的神国中施行统治，
这个国度是圣经从头到尾都应许了的国度，也是著名的祷文“愿
你的国降临”中所祈祷的国度。同样的祈祷在 maranatha，“主啊，
愿你来”（林前 16：22，新译本）这个请求中也重复了。“主”
是主弥赛亚，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预言性地被称为“我主”。那
节宝贵的经文是一把打开耶稣相对于独一之神来说的身份的万能
钥匙。

再论先存性
当各信经抛弃诗篇 110 篇 1 节，不再承认主神（Yahweh）和
主弥赛亚（“我主”，adoni）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耶稣的形象就
变得极其令人费解。教会成员能做的，顶多就是讲到耶稣的“先
存性”。但是，“先存性”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也就是 2003 年，杰出的罗马天主教学者路加·提摩
太·约翰逊（Luke Timothy Johnson）在《信条：基督徒信的是什
么？为什么它很重要？》（The Creed: What Christians Believe and

70

迈克尔·怀斯（Michael Wise）、小马丁·艾贝格（Martin Abegg,
Jr.），以及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死海古卷：新译本》（The
Dead Sea Scrolls: A New Translation），HarperCollins，1999，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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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t Matters）中问道：“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存在之前存在？
‘耶稣基督’如何能够在耶稣出生于伯利恒之前就存在？”71
这个问题在善于思考的教堂信众当中，应该激起排山倒海似
的提问、反思以及再思考。答案是，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之前存
在！先存性是一个聪明的掩盖术语，掩盖固守“两个存在”，从
而是固守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的行为。一个被加在了另一个之上，
而总括性术语“先存性”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掩盖这一事实：第
一个（先存的）个体不可能和第二个个体一模一样。一个人不可
能比自己年龄大。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开始同一个
旅程。既然神的儿子耶稣在马利亚体内开始存在，在她体内 受生，
这就标志着他开始成为他的那一时刻。马太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
们“耶稣的起源（genesis）”（1：1；1：18）。在他之前存在的
是其他个体，试图将自己依附到真正的耶稣身上。按照那个理论，
真正的耶稣开始存在时背负着另一位陌生的人物，此人伴随着他，
与他混在一起无法分清。这个理论中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
一个人不可能存在于自己之前，而“先存性”似乎就是遮掩这个
漏洞的一种手段。路加福音 1 章 32 节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这个人
的形成，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他既是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
子”），也是大卫的子孙（“他祖大卫”）；第二，他藉着在人
类生物链中的神迹而拥有这样的身份。不需要将其复杂化。
路加·提摩太·约翰逊不但没有直面他自己关于“先存性”
的切中要害的问题的解答，反而为这个术语找了个借口，说我们
人类被迫去谈论我们难以理解的事情：
“先存性”是个令人遗憾的术语，但是，考虑到生活在时间之
内的人努力去谈论居住在时间之外的神，这个结果还是可以理解
的……这种语言设法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神从头至尾

71

路加·提摩太·约翰逊，《信条》，Doubleday，2003，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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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称为耶稣的那一位里。72
是的，但是他为什么以神在时间之外生了子这个假设为出发
点呢？这个假设是圣经没有授权的。路加记载，马利亚比伊利莎
白晚六个月怀孕。
幸亏，神没有如此地受语言限制。他创造了语言。他赐给我
们清楚的时间概念，并且在那些术语范围内向我们讲话。他刻意
容许历史的时间流逝，然后才决定按照他自己的应许，让他自己
的“爱子”或“他爱的儿子”（西 1：13）开始存在于世。他为
那件事安排了具体的地理位置，安排了确切的时间点。此外，他
还一丝不苟地记录了一代接一代的家谱，这个家谱没有将救主的
祖先连接到永恒之中，而是连接到以色列民的历史中（事实上是
连接到亚当，正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3：38）。因此，很恰当
地，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人，有一个历史中的开端，他是生物学
神迹的结果，这个神迹还保证了神以独特方式作了他的父，同时
他的祖先则出自以色列。他没有比自己年纪大，也没有比他的表
兄约翰大，同时又比他小，约翰是在他出生前六个月出生的。这
里没有解不开的谜语和奥秘，只有关于独一之神决定创造出新创
造之元首、第二个亚当，以及神的儿子弥赛亚的历史记载。这一
切路加都做了仔细的考察，而且他将其描述为他所推荐的基督教
信仰的核心和基础。
“先存性”，即认为一个人能够在他已经存在之时才开始存在
的概念，是极其不合逻辑的，而它的不合逻辑性，在现代被描述
如下：
先存性的概念，试图解释一种（根本不合逻辑的）关系，即
一个凭经验所知存在着的存在，与另一个存在于经验世界和现存

72

同上，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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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以外及以前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一种用道成肉身的概念合理
化了的关系）……耶稣自己的观念是不同的。先存性概念不在他
的思想中。那个概念将一个存在，即一个生命，和一个一直存在
着的存在放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中。73
圣经读者深思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神的儿子的 开端（起
源，太 1：1，18）的宝贵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事。那个开端确定
了他是谁。正如法国一位宗教史教授所写的：
先存性思想和道成肉身的思想，在［马太和路加］的头脑中，
都与［童女生子］没关系。事实上，这两个概念不能协调一致。
一个变成人的先前就存在的存在，降低自己——如果你愿意这样
说——成了人类胚胎的状态；但是他不是通过从他自身以外而来
的行动，作用于一个女子的子宫而被怀上的［正如降生叙述所
说］。受孕，是一个人——至少作为一个人——被形成他之前所
不存在的他的时刻。74
没有先存性，就没有三位一体，而当专家们写先存性的时候，
他们面临一个复杂的难题。他们承认，旧约所盼望的弥赛亚，是
“大卫家的一位王，出生于人类血脉（耶 30：21），尽管超自然
地得到恩赐和祝福”。他们继续说，以赛亚书 9 章 6 节中的“全

73

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神的国与人子》（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Son of Man），Lutterworth Press，1943，175 页。
74 阿尔伯特·勒维尔（Albert Ré
ville），《耶稣基督之神性的教义史》
（History of the Dogma of the Deity of Jesus Christ），Philip Green，1905，43 页，
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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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神”和“永在的父” 75 暗示了一种“更高的构想”。《基督
与福音词典》根本不能确定无疑地宣称，希伯来圣经认为弥赛亚
在亘古之时就真实地存在。它承认，众先知可能认为弥赛亚只存
在于“神的永恒计划中”。对于对观福音中讲了先存性，该词典
同样持不确定态度。没有牢靠的理由说，发现了先存的弥赛亚。
“只有几个暗示。”诗篇 110 篇 1 节“似乎暗示了……”，“或许
能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可能……”。它还承认，使徒
行传中的讲道“限制在耶稣基督的历史显现上”。76
《使徒教会词典》说：“先存性不属于基督教信仰——对历史
的、被高举的耶稣的信仰——的原始资料……在使徒行传开头几
章中所记载的最初的教义中，没有这个成分。” 77 该词典补充道：
“它是那个信仰暗含的一个必要成分。”但是，有困难存在：
在此，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使徒教会的思想，［在保罗的
著作中］已经从使徒行传开头几章所反映的立场，发展到甚至早
期保罗书信中就假定的立场；其中，使徒行传开头几章中没有先
存性教义的迹象，而在早期保罗书信中，先存性则完全呈现出来
并活跃着。78
但是，这种令人惊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一种渐进的、
悄声的，且无意识的，以致连痕迹都没留下的发展过程，消除了
五旬节讲道和歌罗西书之间的差距。”但是该词典承认，“彼得

75

七十士译本的犹太翻译家们将这个弥赛亚头衔翻译成“未来时代的父”
（father of the age to come）。耶稣确实是神的国的新秩序的监管者和“父”
（parent）。
76 《基督与福音词典》，2：407。
77 《使徒教会词典》，2：264。
7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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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中几乎没有，或是说根本没有使用先存性概念”。79 所以，
彼得完全不知道那个把耶稣看作先存的子的不同寻常的“新”观
点。彼得事实上说耶稣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彼前 1：20），80它排
除了先存性。
该词典试图为后来的认为子没有在其母亲子宫中开始生命的
教义做辩护，但结束时只是说，“思维内在的必然规律”是那个
“非凡的转变”的基础，81而这个“非凡的转变”，说的是从使徒
行传和彼得的耶稣，到他的猜想——保罗在其后期书信中说到耶
稣是先存的子——的转变。然而，那个转变是想象出来的。保罗
认 为 “ 随 着 以 色 列人 的磐 石 ” （ 林 前 10 ： 4 ）是 基 督 的 模型
（type），不是基督本人在之前真实地存在着（他在哥林多前书 10
章 6 节、11 节中将单词“代表性地”（typically）用了两次）。保
罗事实上说，子为女子“所生” 82（加 4：4），这就排除了早先
存在的可能性。子受“差遣”的事实，证明不了子先前就拥有生
命。神所有的先知和代理人都是受“差遣”的。
如果如福音书所说，神的儿子是在历史中开始存在的，那么
他就不可能在此之前也存在。将在历史的耶稣之前就存在的另一
个耶稣引入的举动，被“先存性”这个话题给伪装起来了。但是
新约强烈要求基督徒认出、相信并跟从历史的真实的耶稣，而不
是另一个在真实的子存在之前就存在的生命。

再论约翰福音
三位一体论的论证大量地求助于第四卷福音书。这本身就应

79

同上，264 页，265 页。
耶利米是预先被神知道的，但他无疑不是先前存在的（耶 1：5）。
81 《使徒教会词典》，2：264。
82 请注意保罗的特别用词 ginomai，“开始存在”，他没有用表示“被生”
的普通单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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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引起怀疑。难道说只有到公元 90 年时，这位亲爱的使徒才感到
有需要证明一下，以色列的信条现在已经如何地被扩展了，将额
外两个或三个位格包括了进来？难道耶稣在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中（马可可能在公元 65 年左右写的福音书）所申明的以色列的
信条，现在要被取代了，或者是被挪走了？如果说关于神的教义
真的遭遇了如此彻底的改变，那么对于这个巨大的变化，能没有
大篇幅的论述吗？
毫无疑问，约翰熟悉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著作，而且他肯定
没想驳斥他们，他和任何新约作者一样，强烈地支持耶稣的犹太
观点，即：神是单一的一位。他写下这一整卷书，是要我们相信，
耶稣应该被信作“基督，神的儿子”（20：31），这一点显示出，
他完全同意彼得在马太福音 16 章 16-18 节中受耶稣大力称赞的声
明。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长篇讲论中，耶稣始终都坚称，
父给他下命令，而他只有在配合父，服从父的情况下才行动。约
翰福音的耶稣说，神是“我的神”（20：17），并且他断然宣告，
他凭着自己什么也做不了（5：19），只有回应他的父的命令，而
父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17：3）。
施洗约翰说，耶稣反成了在他以前的，“因他本来位分比我
高”（1：15，30）。83耶稣认识到，在但以理书 7 章的一个异象

83

有译本强行将先存性加到这里的经文中。“在我以前”（before me）
同样也能够翻译成“位分比我高”（superior to me）。因此，日内瓦圣经
（Geneva Bible）这样翻译：“好过我”（better than I）。罗瑟汉姆要点圣经
（Rotherham）这样译：“他是我的领袖”（my chief he was）。C.H.多德
（C.H. Dodd）翻译成：“那在我之后来的，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因为他本
来就比我位分高”〔J.A.T.罗宾森在《约翰的重中之重》（The Priority of
John ） 引 述 ， SCM Press ， 1985 ， 384 页 〕 。 《 新 国 际 注 释 》 （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关于约翰福音的评注中有这段注释：“‘那在我
之后来的，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因为他从来都在我之前，位分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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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已经被看到了，他是人子，也就是一个人，一个活着与父
同在，并且注定要承受未来的“神的国度”的人（6：62）。84在
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耶稣声明信单一神一神论是真信仰的基础：
父是“独一的真神”。 85 任何犹太人都会认可这一点。耶稣支持
父是独一的神，但同时，他自己从数量上讲是截然不同的。在约
翰福音 17 章 5 节中，耶稣请求得着“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父］
所有的”荣耀，作为他那时已完成之使命的赏赐。这是可望得着
的荣耀，是预先应许的荣耀。他没说任何暂时放弃又重新得着荣
耀的话，他说的是第一次赢得那荣耀。
就在这节经文的前后文中，同样的荣耀，耶稣应许给了耶稣
说这些话时甚至还不存在的 门徒：我“也为那些因信他们的［使
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20 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
赐给他们”（22 节）。它是已经应许但还未授予的荣耀。新约中，
赏赐总是应许了的、现在在天上、存给将来的财宝。耶稣在马太
福音 6 章 1 节（NJB）中说，如果你们“将你们的义行在人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就不能 得 86 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即就是存在
父那里，将来要得的赏赐。所有未来的东西现在都存放在神那里。
耶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中为他自己求的荣耀，是可望得着的、
已经应许的荣耀。他在神的圣谕中拥有它，而现在就到了赐下它

高’……有些学者认为‘先’（first）的意思不是‘时间上的之先’，‘之
前’，而是‘重要性上的之先’……‘他是我的领袖’”〔利昂·莫里斯
（Leon Morris），《约翰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Eerdmans，
1995，96-97 页〕。加尔文说“比我优秀”。巴卡尔圣经（Barkar’s Bible）
（1599）和过去 400 年中其他很多评注家也都这么认为。
84 在这里，先前存在的是“人子”，是人类。他当然“先前”就在那里，
在但以理的异象中。即使是三位一体论者也不认为人类耶稣在但以理的时代
中是活着的。
85 奥古斯丁认识到这是唯一神论声明的最纯正的形式，就只有通过我们
在上文看过的重组单词的顺序来避开它。
86 请注意现在时态，尽管赏赐是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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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了。这个请求让我们想起这句话：“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
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那个国度本身存在于未来，但它
从一开始就已经得到应许了。所以，耶稣请求得着的，作为他已
完成工作之赏赐的荣耀，也是如此。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在 20 节和
22 节的上下文不应该被忽略。
保罗说过，基督徒“有”一个身体预备在天上（林后 5：1），
尽管他们还没有真正地拥有它。就像保罗的说法一样，耶稣也请
求神将神已经为他准备的、已经在神“那里”的、在神的计划中
的荣耀赐给他。没必要用这一节经文来摆出第二位永恒位格的问
题。约翰福音第 17 章的 22 节和 24 节将荣耀定义为应许了的荣耀，
可望得着的荣耀，作为未来之奖赏的荣耀。
著名的三位一体论者奥古斯丁，以及加尔文的同僚狄奥多
尔·贝扎（Theodore Beza）认为，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是在世界以
先就预定的荣耀，就和约翰后来说耶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
（启 13：8，新译本）的话类似。德国评注家 J.G.罗森穆勒（J.G.
Rosenmuller）深信，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的荣耀，同耶稣将授予他
的朋友们的荣耀（22 节）是相同的。很多学者都认为，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与关于神的儿子的开端的记录相矛盾；
圣公会主教塞谬尔·帕克（Samuel Parker）（1640-1687）就是其
中一位：
重大的事情只在神的圣谕中决定，仿佛它们真实地存在着似
的，这种表达，在犹太人当中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形式。因此，他
们说弥赛亚比太阳更久远，摩西的命令比世界还古老，这并非是
说他们真的这样理解，他们只是以此来表达它们绝对的有益性和
必要性……耶稣在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中所祷告的荣耀……是神从
永恒就计划好的，旨在使弥赛亚得尊荣的荣耀。87

87

塞谬尔·帕克，《对柏拉图哲学的客观批判》（A Free and Impartial
Censure of the Platonick Philosophie），Oxford，1667，239 页，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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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教授论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和 17 章 5 节
站在与其他福音书相反的角度阅读约翰的福音，并且让他制
造出一个本质上非人类的耶稣，对于这种做法的抗议之声，从未
间断过。为了支持对观福音书所不知晓的耶稣，以及希伯来圣经
的应许中为弥赛亚所做之准备也不知晓的耶稣，就只高抬四福音
书中的其中一卷，这种手法是有问题的。改变耶稣的唯一神论信
条，恰恰是约翰没有做的事情。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将这一点表现
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和 17 章 5 节必须按照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以及圣经其余内容来阅读。温特教授在 19 世纪末期写道：
很清楚，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和 17 章 5 节没有讲基督真的先前
就存在。我们不能孤立地对待这两节经文，而是得从它们的上下
文中去理解它们。耶稣在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说“还没有亚伯拉罕
（before Abraham）就有了我”，起因于他的反对者们反驳他在 51
节中的话，他们说，耶稣没有亚伯拉罕和众先知大（53 节）。作
为神所委任的弥赛亚，耶稣清楚，他其实比亚伯拉罕和众先知位
分高。因为这个原因，他回答到（根据中间插入的那些话，54 节
及其后），亚伯拉罕“看见了他的日子”，即耶稣开始执行他的
历史使命的日子，而且他“欢欢喜喜地看见”那日。然后耶稣补
充了一句让犹太人听着很奇怪的话，以加强他的论证，他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58 节）时就有了他。
最后这句话必须与 56 节关联着去理解。耶稣在 55 节、56 节
和 58 节中说的话，好像他现在在地上的使命延伸到了亚伯拉罕的
时候，甚至更早。犹太人从这个含义理解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话
是胡说乱道，就拒绝了。但耶稣（在 56 节中）的意思显然不是亚
伯拉罕真的经历了耶稣在地上的出现，并真实地看到了此事。耶
稣指的是亚伯拉罕所看到的他在地上出现的 属灵异象，通过这个
异象，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的同时，就预见了所应许的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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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更大的那一位（弥赛亚）将作为以色列的后裔而出现的这
个未来前景而欢喜。耶稣说他在亚伯拉罕出生前就存在，必须从
相同的角度去理解。这里没有突然说弥赛亚先前就在天上存在：
它所指的显然还是他在地上的存在。而地上的这种存在正是弥赛
亚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存在于亚伯拉罕的头脑中，甚至在他
以前，就作为神预定并预见的主题而存在了。耶稣头脑中的这种
先存性，是“想象中的”［在意念和构想的世界中］。耶稣意识
到他作弥赛亚是从一开始就预定的，根据这种认识，耶稣确实能
够宣称，他比亚伯拉罕和众先知大（约 8：58）。
温特抓住了约翰福音 17 章 5 节中耶稣和约翰的话语的希伯来
色彩：
耶稣求父现在给他未有世界以先他同父所有的、在天上的荣
耀。因为耶稣在天上拥有先存的荣耀，所以他本人也必然先前就
存在于天上，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这一点，以下这些经文能证
明：马太福音 6 章 20 节（“要积攒财宝在天上”），25 章 34 节
（“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新译
本），歌罗西书 1 章 5 节（“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
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以及彼得前书 1
章 4 节（“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
的基业”）。因此，赏赐也能够被认为是先前存在于天上的。这
样的赏赐是预定要给人类的，而且已经 储备好了，到他们生命结
束时赐给他们。耶稣所求的天上的荣耀也是这样。他求的不是回
到 88 早先在天上的状态。相反，他请求神现在——他作为弥赛亚

88

耶稣真的说过他要 回到（ return ） 父那里去吗？还是说，他只是说他
要去（go）父那里？在“去”和“回到”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别的！读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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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的工作终结之时（4 节）——赐给他天上的奖赏，即就是神
从永恒就确定了要给担任弥赛亚的他的奖赏。作为弥赛亚和神的
儿子，他知道，从永恒起，神就已经爱他了，已经预先委任他了
（24 节）。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和 17 章 5 节讲的都与神对弥赛亚的
预先决定有关。89
在全部四卷福音书中，耶稣的宣告都是以色列的弥赛亚，而
且，这个宣告在约翰明确的写作目的声明中，得到了完全的支持；
约翰声明，他的福音书旨在让人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20：31），绝不是扩展了的施玛篇中的第二位神。“我就是他”，
“我就是那一位”的弥赛亚宣告就像一条金线贯穿约翰福音的叙述。
这个宣告的根据就在耶稣与妇人在水井旁的对话中。“‘我知道
弥赛亚要来’……‘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现在和你
说话的，就是他”，4：25，26）。
作为弥赛亚的耶稣，我们不能不信，免得我们死在我们的罪
中（8：24），而且，在 8 章 56 节中，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被盼望
着耶稣到来之日的亚伯拉罕预先看到了。事实上，甚至在亚伯拉
罕出生以前，“我就是他”（8：58）。90此处的希腊文短语与 4

该仔细地研究英王钦定本圣经、RSV 圣经，以及 NIV 圣经中的约翰福音 13
章 3 节、16 章 28 节和 20 章 17 节。你应该会发现惊人的翻译差异。那么哪一
个是正确的呢？你可以查看一下希腊文-英文隔行对照圣经，或者史特朗经文
汇编中的单词含义。这番查询很有启发意义。但是请记住，这是 NIV 圣经很
少见的一处不准确译文，目的是要推送经文中所没有的一个概念！
89 H.H.温特，《基督教教义体系》，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06，
第 2 部分，348 页，349 页，英语译文为本书作者自译。比较温特，《耶稣的
教导》，2：151-182。
90 希腊文“我就是他”，与出埃及记 3 章 14 节中神的名字的宣告是不同
的，在出埃及记中，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ego eimi ‘o ohn）。这个称谓
指的是父，从未指子。在启示录 1 章 8 节（‘o ohn），它所指称的是父，不是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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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6 节和 8 章 24 节中的短语完全相同，而且与耶稣威严的声明相
似：“我是好牧人”（10：11），“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4：6）。他是通向父的唯一的道路（14：6）。
弥赛亚是创造世界的关键。他被钉十字架“发生”在神的计
划中，在世界被造以先——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启 13：
8，新译本）——因为万物都是“在他里面”（in him）〔不是
“由他”（by him），如一些译本中的错误译法〕被造的（西 1：
16）。万物确实是“藉着”（through）弥赛亚被造，以他为目标
而造（西 1：16）。但是“藉着”这个介词，不能证明背离许多
说神独自创造天地的经文（赛 44：24）的行为是正当的。各个时
代的基督徒其实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的（弗 1：4），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那时都是有意识的，活着的。犹太人通常会
说世界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而被造的。同样，它被造时也是有神
的儿子耶稣在神的心思意念中的。
耶稣确实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约 6：38）。但是应该容
许圣经解释它自己的话。雅各说 各样美善的礼物都是从天上来的，
还说真正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雅 1：17；3：15）。耶稣也是从
天上来的；也就是说，他是神赐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礼物（约 3：
16）。我们应该注意，耶稣说他自己是从天上来的粮。没人认为
他真的是先前存在的一块面包。再者，那从天上来的“粮”就是
他的“肉”（约 6：51）。“从天上降下的”，是作为人的耶稣，
可这不是三位一体论所教导的。它坚称永恒的“神的儿子”在他
出生前就存在于天上了。耶稣从天上降下，只是一种犹太人的表
达方式，来表达耶稣是神至高智慧的展现，表达子是独一的神为
人类的救恩而赐下的最后的礼物。

作为神的创造目标的子
保罗对世界命运的理解是，万事万物都要以耶稣为首。他是
独一之神很久以前所计划的宏伟目标的对象。“这是照神从万世
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弗 3：11）。对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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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耶稣是神的智慧（林前 1：24）。他是智慧所形成的结果，
但智慧本身是独一之神智慧的思想，而那智慧或道（约 1：1）最
终就展现在所生的“神的儿子”身上。
保罗和约翰都没有背离希伯来圣经的应许：一个儿子将 降生
在以色列（赛 9：6），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将从以色列的家族
中出生（申 18：15-19）。路加和马太关于神的儿子的开端的记述，
旨在提供一个坚不可摧的屏障，以阻挡任何有关子的另一种存在
的臆测。约翰和保罗不幸地被利用了，有时候其著作还被错译以
破坏，事实上是违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如果有人认为约翰将耶稣呈现为神本身，那他就是在控告约
翰行事有些轻率鲁莽。相反，约翰福音的耶稣告诉指控他的人，
他不是神，而是被正式批准的“神的儿子”，是神的代理人应有
形象的最高典范。他们在旧约时代不是已经被称作“神”了吗？
那么他，作为神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代理人，岂不远远地有资格被
认作“神的儿子”吗？而且这个称号在新约中从头至尾都是等同
于弥赛亚的。（约 10：34-36）。还有，当耶稣将基督徒的神定义
为父，为“独一的真神”（约 17：3）和“独一之神”（约 5：44）
时，他在约翰福音中申明施玛篇的态度，同他在马可福音中申明
施玛篇的态度一样地坚定有力。

一神论的限制
伊 迪 丝 · 谢 弗 尔 （ Edith Schaeffer ） 是 远 近 驰 名 的 弗 朗 西
斯·谢弗尔（Francis Schaeffer）的夫人，她在她的《基督教是犹
太教的》（Christianity Is Jewish）一书中，提出了简单但无可争辩
的一点。91 基督教信仰根源于犹太教和犹太人民，这是明摆着的
历史事实，也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事实。可能除了路加以
外，所有的新约作者都是犹太人。保罗是个犹太人。我们也可以

91

Tyndale Hous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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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地说，“在神和人中间的那一位中保，为人的弥赛亚耶稣”
（提前 2：5）仍然是一个犹太人。既然他一出生就是犹太人，那
么犹太人就仍然是他的身份。他当然也是受了荣耀的新人类之元
首。天地间所有的权柄，神，也就是他的父，都已经授予了他
（太 28：18）。
耶稣是赎罪祭的概念是一个希伯来概念，而且耶稣作为弥赛
亚，作为神的儿子的整个概念，都是以犹太教对一些称号的定义
为基础的；那些称号，都源于希伯来圣经，尤其是诗篇 2 篇的君
王式弥赛亚信念；诗篇 2 篇将“雅伟的弥赛亚”（受膏者）定义
为神的儿子和神的未来国度的君王（2 节，6 节，7 节）。他将要
从耶路撒冷治理世界。诗篇 2 篇在新约中被引用了大约 18 次，而
诗篇 110 篇 1 节中宝贵的圣谕被新约作者提到 25 次左右。耶稣那
样传讲的福音关乎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那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
犹太教旧约概念，而且绝不能将它从它的希伯来上下文中硬生生
地扭下来，然后拿去为现代神学利益服务。
教会迫切地需要与它的希伯来之根、犹太之根重新连接起
来。 92 教会现在并没有从那些犹太之根汲取养分，而是从巨大的
希腊神学体系中汲取，而这种神学让我们的圣经阅读变得糊里糊
涂且效力不彰。E.F.斯科特（E.F. Scott）在一个关于神的国是基督
教福音的优秀研究中控诉了：
那段漫长的、激烈的争论，也就是最终导致以形而上学术语

92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要在历法和食物条例等方面回到旧约的摩西犹太
教去。保罗千辛万苦地宣告了基督里的新自由，而这自由就是新约的核心。
保罗自己正是“在弥赛亚的托拉以内”（林前 9：21），而不是在摩西的律
法以下。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保罗讲到耶稣“废掉了律法的规条”（弗 2：
15），为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合一的“神的以色列”，以及灵里的割礼（加 6：
16；腓 3：3），在这割礼中，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民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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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义基督的双重本性的争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这场令人生
厌的争论更加远离基督教信仰的事实情况了， 然而对于希腊思想
来说，一切都悬于它之上……现代作家已经发现至关重要的证据，
证明基督教在执行对外邦人的93 传教使命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
一个新的宗教，这并不奇怪。 教会在仍然以耶稣之名自称的同时，
已经忘记或拒绝弄懂他真正教导的内容。94
教会已经背叛了它的犹太教之母——在给神下定义的问题上。
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了一个淫妇，允许自己的信仰体系从核
心处受对神的异族教义所影响。除了步入“君士坦丁之妾室”
（Constantinian concubinage），迷惑教会及世界以外，教会还发明
了一种对神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耶稣所不赞成的。“神是独一
的主”（可 12：29）不等于“神是一个本质中的三个位格”。二
者之间的区别需要为人所认识。而这种认识，会对世界宗教信仰
的未来产生惊人的影响。

基督教遗失其身份
找出圣经的神的身份的正确方法是，从“神”的经文着手。
从“神的儿子”的经文入手，并简单地将它们的意思读成“子
神”，是不对的。从约翰的福音中，大家是能够拿出孤立的经文，
可能间接地暗示耶稣是神。但是，如果不将一个人的思维首先扎
根于耶稣自己信条的单一神一神论的话，任何结论都不应该从这
些经文中得出；而耶稣的信条在约翰福音中，在 17 章 3 节也是重
申了的。在这节经文中，耶稣重述了以色列的信条：他说父是
“独一的真神”。尽管耶稣以神的代理人和完全顺从的儿子的身份
行事，但他从未被等同于神。称耶稣为神，就推出了信 两位都是

93

即：新约时代以后。
《新约中的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Macmillan，1931，159 页，160 页，156 页，强调部分另加。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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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从而是信两位神的信仰。耶稣一直都与他称为神及父的那一
位截然不同，那位才是“独一之神”（约 5：44），是“独一的
真神”（约 17：3）。耶稣那句著名的声明惟独证实了这一清楚
的事实：他相信神是单一的一位。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声明了纯粹
的唯一神论信仰。只有父是神。其他任何一位都不是真神。惟独
父是神。这是唯一神论的语言。使用其他含糊得多的表述来违背
它，就是让圣经与圣经较量。次要的陈述必须与根本性的“神”
的经文相一致，那些经文明确地定义了他，从而也就提供了基督
教的信条。在整个新约的书页中，父是唯一的身为神的那一位。
耶稣从未被称作“独一之神”或“独一的真神”。成千上万的
“神”的经文中，没有一处是指一位三位一体神。这个论据在圣经
作者的头脑中，无疑地应该是反对三位一体信仰的决定性因素。
让耶稣相信自己是同等的神，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成员，这
不管从新约证据来看，还是犹太历史证据来看，都是不可能的。
牛津神学家 A.E.哈维（A.E. Harvey）在 1980 年班普顿讲座上讲话
时指出，耶稣的犹太教传统信仰的唯一神论神学限制着他。哈维
说：
我们关于耶稣的可靠信息的主要部分，是一些基本的概括性
表述，而我认为，那些历史限制便给出了这些概括性表述的定义
和内容；现在，我必须讲一讲这些历史限制中的另外一个。这就
是那种内在的、强烈的一神论的限制，而一神论，则是全部犹太
教信仰的核心，而且（至少在外邦人眼中）是其个性特征的一个
重要部分。“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每一个犹太人日日都说的，
现在仍然这么说的祷告（施玛篇），以这句话开始；“除了我以
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耶稣的时代中，公共敬拜中天天都
背诵的十诫的开头。在古代，惟有这个宗教毅然决然、毫不妥协
地站在异教世界宽容的多神主义的对立面，而信只有一位神，且
他是万主之主的信念，对于这个宗教来说，是最根本的。耶稣生
活、死亡，以及被宣讲时所在的文化，正是打上了这种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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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神论标记的文化。也正是在这种限制中，他必须传达出他受
了神的授权的信念，而他的跟从者们则必须找出表明他独一无二
之身份和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在犹太社群中，一神论信仰声明的力量，或许从犯罪模式中
看得最清楚：最严重的罪行是那些以任何方式减损神独一无二的
王权和荣耀的行为……此外，任何理性观点或宗教观点，只要看
起来假设了另一位不依赖于独一之神的天上的存在，就会受到断
然的谴责……从先知对偶像崇拜的斥责，到希腊时期的犹太教对
任何异教主义表现形式的尖锐的抨击，都让人感觉到，对神的绝
对独一性的信仰，与承认其他任何神性存在的事情是完全不相容
的……
圣经记载，耶稣本人支持公认的犹太教一神论声明（可 12：
29）。〔游斯丁［殉道者］说耶稣是一位教导传统犹太教一神论
的老师。《护教书一》（1 Apol.），第 13 章〕［耶稣］禁止这所
暗示的、在他自己和神之间任何道德上的对比（可 10：18）；此
外，第四福音书说，他强烈地否认了对他的这项指控——他将自
己当作一个与神同等的、不依赖于神的存在。（最清楚的是在约
翰福音 10 章 33 节：耶稣的回答，语义上是说，在他自己的文化
中，有将单词 theos 用于其他非独一之神的存在的先例；但是，他
的回答的要点在于，如通篇福音书所说，他非但不是另一位神或
另一位与神竞争的神，反而，他完全地依赖父，完全地与父合
一。）95
而且他称“独一的真神”为他的父（约 17：3）。

95

《 耶 稣 与 历 史 限 制 》 （ Jesu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History ） ，
Duckworth，1982，154 页，155 页，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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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教授接下来说：
新约作者们态度相似地坚持神的绝对独一性，而且他们没有
表现出以神性［神］来描述耶稣的倾向：那几个明显的特例，要
么存在语法上、文本上的不确定性，要么给出的解释……将它们
保持在犹太教一神论的限制范围之内。直到新宗教在其犹太教母
亲的界限之外广为传播时，打破限制，并将耶稣描述为神，才成
为可能之事。（首批毫不含糊的例子见于安提阿的伊格那丢的作
品，写于大约公元 110 年。）犹太人基督徒教会继续存在了至少
一个世纪，在这一世纪中，教会拒绝踏出这一步，这一点意义重
大……
直接跟从耶稣的人严格地保持在那种一神论的限制范围中，
作为犹太人，他们本能地承认那种一神论，而且在他们宣告耶稣
是谁的行动中，他们坚决不越轨逾矩，将他描述为“神”。但同
时，他们加在“神的儿子”这个称号上的重要性暗示出，当把它
给予他们所牢记的那个耶稣时，给人的感觉是，它表明耶稣事实
上是拥有神的权柄；而他宣称拥有神的权柄，是他所言所行的整
个风格特征：耶稣确实显示出他对神的绝对服从，确实带着那种
内在的权柄讲论神，确实带着属于神在地上的代表和代理人的那
种独一无二的权力行事——这是（从通常在古代就赋予“子的身
份”的意义来讲）真真正正的“神的儿子”所独有的特征。96
我想补充的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子的身份”，也就是让他
独树一帜，作全新的人类的元首，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他们
的祖先的身份，被他的父神所行的逆转之举——将他从死里复活

96

同上，157 页，158 页，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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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
哈维注意到“没有证据证明［耶稣］讲话或行事时，好像他
相信自己是‘一位神’或是‘有神性的’”。“耶稣不但没有篡
夺神的权柄和权能，反而他得到全权授权来担任神所委派的代理
人，这一点反驳了”97来自犹太人的攻击。
他拿起的是向人宣告神的旨意，并根据那旨意行事的权柄，
是 犹 太 人的 宗 教历 史 中任 何 先 前人 物 所没 有 宣称 过 的 那种 权
柄……将他自己描述……为“神的儿子”，是一种方式……来宣
告神这种史无前例的授权举动，同时，完好无损地保存对神的不
可分割的独一性的那种崇敬，它是任何一位虔诚的犹太人本能地
怀有的态度。98

三位一体论者和众教父坦率的话语
历史记载了神职人员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话语，这些话承认被
普遍接受的三位一体教义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
东方教会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在抗辩圣像不符合圣经
的批评时承认那一事实，并且他补充到，在圣经中你也找不到三
位一体或［一个本质］或基督的两种本性。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教
义是正确的。所以说，约翰虽然承认圣像、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
是创新之物，但他仍然敦促他的读者将其作为教父们传给我们的、
值得尊崇的传统而牢牢地守住。如果它们丢失了，整个福音就会
受到威胁。99

97

同上，168 页。
同上。
99 唐·库比特，“基督教世界的基督”（The Christ of Christendom），
出自《道成肉身之神的神话》，133 页。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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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底的狄奥多若（Theodore the Studite）（759-826）采纳了
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论证，认为三位一体应该只是作为传统而接受。
唐·库比特（Don Cupitt）教授评论道：“它显现出基督教一个奇
怪的特征，显现出它的可变性，以及创新之物被赋予宗教庄严性
的速度，且这种庄严性如此之强，以致于任何质疑这些创新之物
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看成了危险的革新者和异端分子。”100
女撒的贵格利，三位一体教义最具影响力的缔造者之一，他
承认，三位一体在某种程度上向异教信仰做出了让步。耶稣和犹
太教的单一神一神论被他当作“犹太人的异端邪说”给拒绝了。
“信仰的奥秘既避开了犹太教一神论的荒谬，同时又避开了异教徒
多神主义的荒谬。”101这句话概括了女撒的贵格利对于他轻蔑地
称为“犹太教一神论”的信仰的观点，对此，读者可能会感到震
惊。三位一体教义的另一位主要缔造者是拿先斯的贵格利，他说：
“你是以什么名受洗的？父吗？不错，但仍然是犹太教的。子
吗？……很好……但还不完美。圣灵吗？……非常好……这就完
美了……那么［这几位的］通用名是什么呢？嗯，是神。”102
在《大教义问答集》中，女撒的贵格利写道：
因此，一个严肃地研究［三位一体的］奥秘的细节的人，在
他的灵里，对于神的本质的教义，确实暗暗地有一定程度的领悟，
但是他无法清清楚楚地用语言来解释这个奥秘不可言喻的深理奥
义。因为，比如说，同一事物，如何能够用数量表示却不能以数
字计算，如何得分别研究却得理解成一个单一体，如何分离成位
格但却不能分割成主体。因为从位格来说，圣灵是一个事物，道
是另一个，然而从道和圣灵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个。但是，当你

100

同上。
《大教义问答集》（The Great Catechism），第 1 章。
102 演说辞 33：“反驳亚流主义者”（Oration 33: “Against the Arians,”），
XVII。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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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懂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时，本质的唯一性又不容许分割，因此，
唯一造物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被分裂、被切割成不同的神格，
［三位一体的］声明也没有与犹太教教义相一致，但是，真理是从
这两个概念的中间之路传递出来的，它将两个异端邪说都摧毁了，
然而同时又从双方各自那里吸取了它所需要的东西。接受道，并
且信圣灵，就 摧毁了犹太教教义；但同时，一个本质则消除了对
多位神的想象，因此，它就让希腊学派的多神主义谬误消失了。
再一次，论到犹太教概念，就让本质的单一性保留着；论到希腊
文化的概念，则仅限于位格上的区分；因此，不管是哪一方，都
需 要 采 取措 施 以阻 挡 亵渎 神 的 观点 。 因为 ， 对于 那 些 把独一
（One）弄错的人来说，三个一组（triad）的数字似乎是补救之法，
而对于那些其信仰已被分散到许多神身上的人来说，坚持单一性
就是补救之法。103
那些设计了三位一体教义的人说到摧毁“犹太教教义”的时
候，显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但是，耶稣引用的不
就是那个“犹太教教义”吗？这位受人尊敬的教父岂不是在谴责
耶稣就是那些“把独一弄错的人”之一吗？教父们错误观念的根
源在于，“我们必须小心，不能让‘受生’这个词给我们暗示出
任何受造之物的类比”104。单词“生”必须被挖空其真实含义，
让它什么也表达不了。
但是，这是在否认神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是将他挡在他自
己的创造之外。整个手法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而且属于诺斯底
主义。传统基督教倾向于将基督徒的未来错误地描述为“超越时

103

《大教义问答集》，第 3 章。
拿 先 斯 的 贵 格 利 ， 神 学 演 说 导 论 （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ical
Orations）。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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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空间的”，而不是将它与在地上的历史新时代中重建的地球105
联系起来，就和这种做法一样，教父们除掉了弥赛亚降生之应许
的历史性。他们将它倒推到看不见的史前时代中，并且把它弄得
晦暗不明。亨利·阿尔福德承认，教父们不得不“给诗篇 2 篇 7 节
中的单词‘今日’设定一个合适的含义”。 106但是那个“合适的
含义”，事实上是为了满足对大卫之子的错误观念，而消除直白
的词语的含义，拒绝圣经的预言。神的应许是历史中的应许，是
人类生物链中的应许，这是圣经的观点，依据这个观点，整个三
位一体论都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穆斯林认为子的诞生源于自然的
性行为，这是很不对的，但是基督徒却破坏了历史的、生物的神
迹，正是通过这神迹，父生了他独一无二的儿子，从而使他开始
存在。
难 怪 牛 津 大 学 钦 定 讲 座 教 授 伦 纳 德 · 霍 奇 森 （ Leonard
Hodgson）在 1943 年关于三位一体的讲座上承认，唯一神论的圣
经基础要坚实得多。作为一个三位一体论者，他说，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辩论中，“唯一神论者和他们的反对者认为圣经包含的
启示是以命题的形式给出的……他们给我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是，
按照双方共有的论据来说，唯一神论者更有说服力”。107
剑桥的莫里斯·怀尔斯（Maurice Wiles）教授在 1973 年谈到，
“宗教改革家们虽然重塑了传统，并坚持以圣经为他们唯一的权威，
但是在基督论教义上，他们仍然是完全的传统主义者”。接下来
他重申了我们刚刚引述的伦纳德·霍奇森的话。一神论者有圣经
的支持，而官方教会的基督论教义“实际上从未简单地按照逻辑
推理法从圣经表述中得出结论”。莫里斯·怀尔斯呼吁人们大范

105

所应许的耶稣归来之时的神的国，它是基督教福音的主题。
《希腊文新约》，4：16。
107 《三位一体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220 页，223 页。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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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地重新研究教会对神和耶稣的观点，他的结论很能催人奋进：
“在实践中，教会通常没有将它的基督论单单建立在新约见证的基
础上（不管它在理论上是怎么宣称的）。”108
根据耶稣和使徒们的希伯来背景，宗教改革家们事实上没有
全面地研究他们所继承的信条。这种历史性的探究就留给了后来
的人，而近距离研究的结果则揭示出，在关于神的教义上，耶稣
的教义和后来的教义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路德过分地关注罗马
书，相对地又忽视对观福音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信仰观的失衡。
当不允许耶稣担任新约神学中的支配因素时，我们就陷入麻烦之
中了。而且耶稣一遍又一遍地声明这一点，使徒们也一样。他在
约翰福音中反反复复地、万般强调地声明它。彼得在使徒行传 3
章 23 节中发表评论说：“凡不听从那先知［弥赛亚］的，必要从
民中全然灭绝。”还有什么能比彼得这话更加清楚吗？还有，这
话反映了约翰在约翰福音 3 章 36 节中关于耶稣的话：“不信子的
人得不着永生（原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
上。”

圣经词典
耶稣对他自己、对神的观点，以及他将圣灵看作神切实的同
在和他运行着的大能，而不是第三位格的观点，在《基督与福音
词典》中表达得很清楚：
耶稣的启示的范围限于神的“父的身份”，他其他所有讲到
神性存在的内容多多少少都是次要的。它们包含他同旧约众先知
所共有的概念……他从未设法证明神的存在或神的个体。这些都
是始终没变的概念……很多世纪中，在神的子民看来，神是一位。

108

《重塑基督教教义》（The Remaking of Christian Doctrine），SCM
Press，1974，54 页，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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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看来，同样如此。他没有修改这个古老的信仰。 那位文士
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引述了申命记 6 章 4 节
以及其后经文的为人所熟知的信仰声明，经文以这句话开始：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可 12：29）；另外，第四
福音书的作者描述到，耶稣向父说出这些祷告的话——“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
17：3）……
［耶稣所说关于圣灵的话的］语言所暗示的观点，与旧约众先
知对圣灵的观点似乎没有不同之处……显然，在这圣灵和神之间，
我们得不出任何位格上的区别……我们就以这个结论来结束这一
段：在对耶稣真实教导的叙述中，没有东西暗示说，他修改了旧
约众先知的纯粹一神论概念。109
那么，我们也许会问，教会有什么依据不再信任耶稣对神的
核心信念呢？
其他著名的圣经权威一样地坦率。《黑斯廷斯圣经词典》在
它关于“神”的长篇论文中说道：
尽管神也许不可能将自己完完全全地启示给人，但是神所给
出的关于他自己的启示，事实上启示的就是他自己真实的样子。
旧约对神的概念是，他是一位有美德的神；它从未推测过他的物
理本质。旧约没在任何地方称圣灵为神；像人一样，神有灵；但
是灵从未指实体（substance），而始终都指能量和能力，特别是
赐生命的能力……从最早讲到神的时期起，他就被看作 一位神。
单词“Yahweh”是一个名字……他有自我意识，并且“指着自己
的圣洁”（摩 4：2）起誓，也就是指着自己（创 22：16）起
誓……从一开始起，神就是完全人格化的，同时，他的道德本质

109

《基督与福音词典》，1：65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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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清晰，更高尚，或者说，至少是被表达得更完全……神在
园中行走（创 3：8）［以及其他这种经文］是一个见证，证明神
的个性得到了生动形象的理解。110
这段精炼的表述，比起某些现代三位一体论者如詹姆斯·怀
特的表述来，似乎要符合圣经经文得多；詹姆斯·怀特试图说服
我们，圣经的神不是一位神而是一种存在，是在一个 什么里的三
个位格。怀特坚称，“当我们说到三位一体神的［三位成员时］，
所用的‘位’/‘位格’（person），与我们说到像我们这样的受
造之物时所用的‘位’，意思是截然不同的”。而“那一个什么
就是神的存在或本质”。然而，让人十分困惑的是，几页之后，
怀特就将那一个存在定义为“创造万物的 那一位永恒之神”。在
怀特看来，“‘神’的道能够指父，指子，指圣灵，或者能够同
时指全部这三位”。111但是单词“神”的这种用法在圣经中一个
例子都找不到。

110
111

197 页，198 页，强调部分另加。
《被遗忘的三位一体》，27 页，132 页，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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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数学奇迹与一神论的障碍
“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犹太教一神论的基础上
建立的。”1
“Eis［一］的意思是‘单一的，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单一
（个体）的，两者之一’。早期基督教对‘单一的’和‘独一无二
的’的惊人含意有着全面的认识。”2
希伯来圣经的神是一个单一的神性个体，因此，说他将自己
启示为神秘的三个位格的概念，与新约从头至尾都是矛盾的。耶
稣作为新的圣约的中心，刻意地表明，对神的本质所做的任何改
变都是不可能的。他坚决主张他的犹太传统信仰的唯一神论施玛
篇（可 12：28-34）。在约翰的福音书中，耶稣的唯一神论同样地
显著。他概括说，基督徒要寻求永生，就要信“你［父］独一的
真神，以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 17：3）。父，单一的一
位，是“独一之神”（约 5：44）。这是对真神简单明了的定义，
同时，它还把希伯来圣经和希腊文新约统一了起来。如果说父是

1
2

“三位一体”（Trinity），《基督与福音词典》，2：761。
《新约释经词典》，Eerdmans，1992，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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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的真神”，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除了父以外，别的都不是真
神。耶稣从未被称作“独一之神”，也没有被称作“全能者”3。
一些现代的宗教解释者已经远远地偏离了耶稣对神的概念。
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最近在亚特兰大新闻宪政报
（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 中 所 说 的 话 可 以 证 明 ， 他 说 ：
“［宗教中］最危险的观念是，我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我的宗教是
唯一的真宗教。”4要是这样的话，耶稣会被判定这两项罪名都成
立（约 17：3；14：6）。
作为“独一的真神”，神与他作为人的代理人即弥赛亚是全
然不同的。父是单一的一位，而那单一的一位被定义为“除他以
外再无别神”。这是纯粹的唯一神主义。它完全地反映了希伯来
圣经：“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玛 2：10）。在约翰对耶稣的教导的记载中，在耶稣所说的话中，
都没有什么内容说真神是由两个或三个位格组成的一个 实体。对
于耶稣来说，单一的一位，即父，就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刻意地
从神体中排除其他所有个体。这正是我们在第 1 世纪的背景中，
以及从神的儿子弥赛亚那里所得知的；神的儿子弥赛亚是一个犹
太人，同时还是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耶稣在马太福音 19 章 17 节
中明确地申明了这个单一神观点，在那里，他说：“只有一位是
善的。”他指的是他的父。耶稣的唯一神论是圣经神学的那些不
可移动、不可改变的支柱之一。
W.D.戴维斯（W.D. Davies）是研究新约及其犹太教特征的杰
出专家，他颇有助益地指出，在一些方面，“旧约与新约是有所

3

启示录 1 章 8 节也不例外，尽管一些红字圣经错误地将这节经文归到耶
稣身上。这节经文中的全能者是父，就和新约其他任何地方一样（10 次）。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者”被仔细地同 4 节和 5 节中的耶稣区别开来。
4 200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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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是它们构成了一本书”。两约展示的是同一位神。“新
约中在耶稣基督里讲话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新约中在其最后的代理人即基督里作工的神，是“将以色列带出
埃及，领她穿过旷野，在西奈山对她讲话，给她赐下先知，并且
带她安然脱离巴比伦的神”。5
新约所讲的神也是旧约的神，对于这一点，它从未有所怀疑。
在创世记中行创造之工的神，也在耶稣基督里作工。如保罗所说，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6）。以种种方法向
以色列讲话的神，也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讲话（来 1：1，
2）。 6
如果说神事实上从一开始就通过一个“永恒的子”作工，讲
话，那么它就打乱了圣经故事，而且与希伯来书 1 章 1-2 节也是矛
盾的。这一下子就会摧毁神的应许和以色列的盼望——神的儿子，
亦即大卫王的后裔，将要被生到世上。正如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
神首先派遣的是一个个先知，只有到最后才派了他的儿子（太 21：
33-41），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神在旧约时代没有通过子讲话。7

5

《认识新约》（Invita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SPCK，1983，6 页，
7 页。
6 同上，7 页。
7 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神学教授 A.T.汉森（A.T. Hanson）说的
一句话会让所有唯一神论者都很高兴：“希伯来书 1 章 2 节可以这样翻译：
‘他在末后的日子，通过（in the mode of）儿子向我们说话’，这暗示出子的
身份只开始于 道成肉身之时”〔《不能看见之神的像》（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SCM Press，1982，83 页〕。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和我们一
样，相信子是在他被生的时候开始存在的，那么他说道成肉身到底合适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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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子是应许给未来的，那时还尚未存在。他将“生”于以
色列（赛 9：6），而且他在伯利恒出生的细节在古时就预言了
（弥 5：2）。
W.D.戴维斯还说了下面这番关于犹太人的神，从而也就是耶
稣的神的话：
第 1 世纪中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会先假设有一位独一的、
永活的、人格化的神，按着他的旨意发怒，给生命赋予生命以外
的意义，要求爱他、顺服他。换句话说，对于第 1 世纪的犹太教
来说，一神论是一个前提……这位圣洁的独一之神是犹太人的思
想的不变主题。8
那个前提在新约中从未被质疑过，而且这个简单的事实并没
有复杂之处。万邦万民都要信耶稣的口号，确实要向全世界发出，
但这口号所围绕的内在核心，仍然是它。讽刺的是，犹太人因为
基督教向他们以三位一体形式展示而远离基督教，而这其实可能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们本来是可以到基督那里，在弥赛亚里大
有喜乐的，他和他们一样，引述以色列的唯一神论信条，并且一
点都不曾偏离它。
单一神一神论的伟大真理是我们整个新约的基础，而且从未
受过质疑。作为一个犹太教唯一神论者，耶稣全身心地委身于他
犹太传统信仰的独一之神。当然，他自己的宣告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他被展示为无与伦比的人，为神亲自做的创造，为新创造之
人类的元首，即“许多弟兄中的长子”（罗 8：29），他们作为
信徒，也是相同的 新创造（不是创世记的创造）的受造之人。耶
稣是神的儿子，唯一的原因是在马利亚身上的神奇的创造。那个
事实是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可以证实的。他跑在我们前面，在与他

适。希伯来书根本没说一个非人类的儿子在他出生之前就存在。要是独一之
神事实上在旧约时代通过他的儿子讲话的话，那么这与希伯来书就是矛盾的。
8 戴维斯，《认识新约》，27 页，强调部分属原作者。

358

数学奇迹与一神论的障碍
的创造主的关系上，给人类做出完美的榜样。新约中根本找不到
他宣称是创造主自己的内容。它会把整个圣经都打乱，最终就会
导致神的增多。所应许之弥赛亚的 整个要点在于，他是神最后的
人类代表，如人类本来应该做的那样，反映出神的形象。作为神
的副摄政王，他是重新得着亚当所失之荣耀的人。说他自己就是
神，立刻就让我们面对 两个都是神的存在，而且圣经一神论也面
临崩溃的威胁。

表示“一”的希伯来单词，意思就是“一”
传统信条违背了耶稣和圣经的严格的单一神一神论，在面对
这样一个信条时，一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徒，甚至——令人
惊讶的是——弥赛亚主义犹太人都觉得必须想出一个办法，为他
们背离耶稣的信条式一神论的行为辩护。在我看来，思想史上歪
曲简单单词含义的做法中，最令人惊异的事件之一就是由此导致
的。圣经的神宣告说，他是单一的一位，他用的是简单易懂的词
汇，而扭曲这些词的含义，是个放肆的举动，需要被揭破。
我们所讲的，对常识、对简单的语言事实，以及对圣经权威
的攻击，其对象就是希伯来单词 echad，即基数词“一”。希伯来
语中，一个人在数数时会说 echad，sh’nayim，shalosh：“一，二，
三……”
为了让公众相信数字“一”的意思不是“一”，一些三位一
体论者用单词 echad 表演了惊人的语言杂技。它是在铤而走险。
它只能骗倒那些对简单词语的含义不警惕的人。为希伯来词 echad
（“一”）的简单易懂的含义而设的障碍，无疑算得上神学著作中
所能找到的、最令人目瞪口呆的虚假宣传资料。
我们引证一些例子。博伊斯（Boice）教授试图在希伯来圣经
中找出好理由去相信神是一个本质中的三个位格。他写道：
有人争辩说，因为申命记 6 章 4 节写了“以色列啊，你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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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雅伟”，所以三位一体就被排除了。但是在
这节经文中，表示“一”的单词是 echad，它的意思不是从孤立的
个体上来看的“一”，而是从集合体来看的“一”。事实上，这
个词在希伯来圣经中从未被用来表示完全单一的实体。它是在这
种情形，如讲到一串葡萄，或是说到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民族做出
回应时所用的词。神将亚当的妻子带到他面前之后，亚当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
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 2：23-24）。同样地，这个单词还是 echad。这并不是说那个
男人和女人成了一个人，而是说他们以神圣的方式成了一体。与
此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神是一位神，但同时也存在于三个“位格”
之中。9
博伊斯教授关于 echad 的含义的论述完全是错误的。echad 在
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 970 次，它就是数字“一”。它的意思是
“单一的”。它是一个表数字的形容词，是表示“一”的普通单词，
用法与我们的英语数字“one”（一）非常相像。希伯来语中“十
一”的表达法是“一（echad）加十”。
希伯来语词典根本不支持将简单单词“一”复杂化的任何做
法。10 一些轻信的读者已经受了错误论证的迷惑，以为因为在英

9

J.M.博伊斯，《至高无上的神》（The Sovereign God），Intervarsity
Press，1978，1：139。
10 厄恩斯特·詹尼与克劳斯·韦斯特曼，《旧约神学词典》；布朗、德
赖弗与布里格斯，《BDB 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典》；科勒与鲍姆加特纳，
《圣经希伯来语词典》（Lexicon of Biblical Hebrew）。《旧约神学辞典》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讲到合一体内的多样性，但它正
确地声明，这种含义出现在它的复数形式 achadim 中，而 achadim 这个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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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或希伯来语中“一”能够 修饰一个表复合事物的名词 ，所以单
词“一”本身肯定就是“复合的”！大家可以想一些幽默的方式
以揭破这个骗术。在“一匹斑马”这个短语中，单词“一”的意
思是“黑和白”吗？在短语“一条面包”中，“一”的意思是
“一”，然而在短语“一条切成片的面包”中它的意思就大于“一”
了吗？我们相信，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一个三脚架仍然是一个三
脚架，即使在三脚架上有三条腿。在这些例子中，含复数概念
（三条腿）的是名词，而单词“一”——令人宽慰的是——仍然是
固定不变的含义：“一”。一个三脚架是单一的一个三脚架。圣
经中的“一位主”的意思不是两位或三位主。在“一块岩石”和
“一个家庭”中，“一”的意思是毫无二致的。表数字的形容词
“一”根本不受集合名词“家庭”的任何影响。
根据无数大众化网站，甚至一些教科书所说，我们会受诱导，
以为“一”和“束”（bunch）结合起来的表达式“一束”（one
bunch）证明，“一”的意思不止于“一”，即所谓的“复合式的
一”或“合成式的一”。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在希伯来语和
英语中，一束仍然是 一（ one ） 束，而不是两束或三束！说单词
“一”修饰了一个复合意义的名词时，“一”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在胡说。表达复合意义并给我们以复数感觉的，是 名词。单
词“一”在“一支铅笔”和“一束”中，其含义都是固定的，没

词从未用于独一的神。亚伯拉罕被看作“那一位”（echad），和“那一个父
亲”。他无疑不是复数的。然而，同一著作奇怪地，且在没有引用任何实例
的情况下说，echad“承认那种独一性里的多样性”。真正的定义接下来这样
表达：“一个祝福”，“所罗门是独自一人”，“独一无二性”，“单独一
个人”，“一个声音”（Moody Press，1980，1：30）。单词“一”没有多
样性的含义。人们普遍错误地使用希伯来单词“一”，对这种情形的控诉，
林德赛·基利安（Lindsey Killian）与艾米丽·帕里克（Emily Palik）博士的
著作讲得鞭辟入里：《希伯来圣经的神以及他与耶稣的关系》（The God of
the Hebrew Bible and His Relationship to Jesus ） ，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Development，2005，附录 A，3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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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改变。表数字的形容词“一”，一直保持着它的含义：
“一”。当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时，他们不是两“体”或更多
的“体”！“一”的意思仍然是“一”。亚当和夏娃联合为“一
体”，没有改变“一”（echad）的含义。
因为这个惊人的文字骗术，基督徒已经被说服，认为在“一
位神”这个短语中，单词“一”给单词“神”赋予了某种复数含
义。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明显是错的。想象一下，当我们把
我们一美元的物品拿到收银台时，我们被告知，“一”其实是
“复合式的一”时，我们有多么困惑。结果呢，所买物品要花三
（或更多）美元！很清楚，含复合意义的名词是由几项事物组成的。
但是在名词前面的单词“一”，并没有因为它在复合意义的名词
的旁边，就产生了任何方式的改变。然而，麻痹大意的基督徒已
经被这最惊人的主张，即 echad 告诉我们神不止一位的说法给骗
倒了！
博伊斯教授的主张，即 echad“事实上在希伯来圣经中从未被
用来表示完全单一的实体”，不可能被该作者核实过。大家会看
出，它是作为教义而被人不加批判地传下来的一条错误信息。然
而，它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没有道理的是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关于撒迦
利亚书 11 章 8 节的说法，在那节经文中，先知讲到了一（echad）
个月。布朗问：“关于一个月的本质，那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
的意思是因为一个月是一个月，所以一个月就没有三十天吗？”11
单词“一”修饰“月”和一个月中有多少天之间根本没什么关联！
按照布朗的论证，单词“一”失去了它的固定含义“单一的”。
然后整个论证就应用到了一神论的核心问题上，并且被用来证明
神体中的复数状态。

11

《回应犹太人对耶稣的拒绝》（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to Jesus），
Baker Books，20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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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支持“一”是“复合式的一”的人如何解释尼希米记
11 章 1 节：“每十人中一［echad］人”？或者以斯拉记 10 章 13
节：“一［echad］两天”？“两个人总比一［echad］个人好”
（传 4：9）。“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echad］人独睡，怎能
暖和呢？”（传 4：11）。“有人攻胜孤身一［echad］人，若有
二人便能抵挡他”（传 4：12）。970 处中其余的 echad 都可以被
引用以表明同一论点。
对于这大量证明单词“一”的意思为“单一的”、“独一的”
的证据，罗伯特·莫里（Robert Morey）是视而不见，他说，
echad 的意思是“合为一体的复合物……如果圣经的作者们真是唯
一神论者的话，我们就别期望找到 echad 应用于神的例子”。12事
实恰恰相反。Echad 的意思始终都是“单一的”，而且用于单一
的一位神。莫里请他的读者想象“一”的意思不止于一。他引用
了六个例子，其中包括“一日”（创 1：5）。单词“一”指复合
含义的一，因为一天包括早晨和晚上！事实是，这指的是一天，
不是两天或两天以上。从但到别是巴的整个会众当然聚集起来
“如同一人”（士 20：1）。但是单词“一”和它每次出现的含义
一样，是“一，不是大于一”。
在他讲论三位一体的篇幅很长的书中，罗伯特·莫里宣称，
希伯来单词“一”（echad）的意思其实“不止于一”！他称有一
本词典支持“一”的意思是“复合含义的一”。莫里在一个脚注
中用公认的《BDB 圣经希伯来语词典》来支持。13但是他所提及
的那一页，没有一个词会支持他所说的“一”其实是指“复合含
义的个体”的理论。各词典正确地将“一”定义为基数词“一”。
Echad 是计数时表示“一”的单词。 请想象一下“一”的意思其
实不止于一时，交流上的那种混乱。传道书 4 章 9 节讲到两个人

12

《三位一体：证据与问题》（The Trinity: Evidence and Issues），World
Publishing，1996，89 页。
13 同上，104 页，指 BDB 的 25 页及其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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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echad）个人好。“二人成为一体”（创 2：24）这句话中
使用了“一”，并不是说“一”其实是复数的。它的意思是说，
两个人在婚姻中成了一个事物（不是两个）。复数的概念根本不
在单词“一”上。而是在上下文中：男人和女人。
有人认为，单词 yachid 是唯一一个适合描述唯一神论者的神
的单词，这是错误的。圣经中 yachid 非常少见，而且它的含义接
近“孤单的”（lonely）或“独自的”（solitary），不适合用于神。
Echad 本身是一个数学用词，意思是“一”，而且有时候它会根
据上下文翻译成“唯一的”（unique）或“单独的”（lone）（传
4：12，NAB），甚至是不定冠词“a”〔一（个……）〕。博伊
斯教授不同寻常的主张，即 echad 从来只指“复合含义的一”，14
让我感到，人们为了把他们对神的观点强加到圣经之上，真是走
得太远了。当当代一位作者不加鉴别地引用了博伊斯关于 echad的
错误信息时，我写信给他，而后我收到下面这段谦和有礼的回复：
在我们近来的通信交流之后，我已经采纳了神学和学术上的
建议，而且似乎很清楚……我关于希伯来语单词 echad 的评论是
不准确的。非常感谢你指出这一点，而且我向你保证，将来这本
书的印刷中，这一段将会被删掉，然后使用证明雅伟本体复数性
质的其他旧约论据。再次表示感谢，感谢你阻止了那个特别的错
误永久地留在书中。15
关于单词“一”的这个基本信息应该在最大范围内为公众所
知。所谓的单词“一”的“复数性”是不可采纳的证据，但它目
前正被用来证实完全没有根据的概念，即圣经中的神是由复数位

14

《至高无上的神》，1：139。
这里指约翰·布兰查德（John Blanchard），《神相信无神论者吗？》
（Does God Believe in Atheists?），Evangelical Press，2000，450 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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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组成的。在 2002 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编写了一本全面讨论
三位一体的书，向宗教世界保证他们的“正统性”。他们的学者
团队为神里有三位格的合一体做争辩，而且为了支持这个教义，
他们说，在申命记 6 章 4 节的以色列的信条中，“单词 echad 有内
在的复数性”。 16 如果“一”有“内在的复数性”，那么语言就
不再具有固定不变的含义，而且（用亨利·阿尔福德在其他地方
的话来说，启 20：4-6），“语言所含的所有重要意义就都到了尽
头，而圣经所做的任何清楚的见证也就都被抹去了”。17
一些系统神学家无忧无虑地将圣经后教义插塞到希伯来圣经
的书页之中，这种事持续得实在太久了。古斯塔夫·欧勒
（Gustav Oehler）说施玛篇是“神的合一体与三位一体的所在之
地”。18 耶稣以及其他许多拉比都会强烈地认为，这是在污损圣
经。

独一的主神与希伯来语词典
以色列的信条中的“独一的主”指单一的一位主。耶稣说神
是单一的一位主。他将他确定为父，为以色列的神。他是“独一
的真神”（约 17：3）。如果数字“一”所修饰的名词包含不同
的部分，数字“一”的含义不会有一丁点儿的变化。这很简单，
也是事实，希伯来语中这样，英语中也是这样。因此，“一个家
庭”，尽管有多个成员，但它仍然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两个家庭。
假造的论证是这样表达的。一（echad）神能暗示出，神不止

16

伍德罗·惠登（Woodrow Whidden）、杰里·穆恩（Jerry Moon）与约
翰·里夫（John Reeve），《三位一体》（The Trinity），Review and Herald，
2002，76 页。
17 《希腊文新约》，4：726。
18 《旧约神学》（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Funk & Wagnalls，
189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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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这不是事实。一位神或一位主仍然是单一的一位神或单一
的一位主。耶稣声明，“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与旧约中
将神表达为一位的、始终如一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果这个声明还
不够清楚的话，就没有什么是清楚的了！耶稣是一个单一神一神
论者。
“复合含义的一”是一个奇怪的语法分类，并且在优异的圣经
希伯来语词典中肯定是不存在的。快速浏览一本值得信赖的圣经
希伯来语词典，就能让我们心中有数。下面是希伯来语数字 echad
的词条：
1. 数字一 a) Åa, ~Aqm' 一（单一的）处（地方） 创 1：9，tx'a, hn"v'B.
出 23：29，Åa; hk'r'B. 创 27：38，Åa; vp,n< 一个灵魂=一个人 利 4：27，Åa, ::
ynEv. 二……一 利 14：10，Åa, jP'v.mi 同一典章 民 15：16，AtD' Åa; 实行中
的同一个法令 斯 4：11，Åa; hD'mi 同一尺寸 出 26：2，dx'a, Åy 申 6：4 雅
伟是一（七十士译本，注释，Stade Theologie 1:84）；另译：独一
的雅伟，惟独雅伟，惟有雅伟；Åa, 独一无二的 亚 14：9，同一的
（？）伯 31：15 另译：一；ï TWNT 3:1079f; vRad Theologie 2:226;
Eichrodt Theologie 1:145, Labuschagne 137f；b) 部分。（VG 2:273a）
~['h' dx;a; 众民中的一个人 撒上 26：15，~ylib'N>h; Åa; 撒下 13：13，tAlb'N>h;
tx;a; 伯 2：10 Åa, ~k,yxia] 你弟兄中的一个人 创 42：19，~K,mi Åa, vyai 你们
当中的一个人 书 23：10，WNM,mi Åa; （GK §130a）我们中间的一个 创
3：22 c) 否定形式：Åa, ...al{ 出 8：27（译者注：和合本 8：26）和 al{ Åa;d[;（dx;a; 绝对形，BL 622b）撒下 17：22 一个也不，Åa, ~G: ˆyae 连一
个也不 诗 14：3 Åa, d[; ...al{ 一个也不 出 14：28 d) Åa, lAq 齐声 出 24：
3，Åa, ble 一心 代上 12：39（译者注：和合本 12：38） 推测 诗 83：6
（译者注：和合本 83：5）（读作 w> dx'a）
, 同心合谋的，Åa, ~k,v. 肩并肩
番 3：9；Åa, ~Ayl. 一日，每日的 王上 5：2（译者注：和合本 4：22），
推测 尼 5：15中的 rx;a;；Åa, ~Ay 一直不断之日（参吕振中译本） 亚
14：7；tx;a; （即 Åa; ~[;P;） 一次：hn"V'B; Åa; 出 30：10 利 16：34；Åa; :: ~y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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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两次 王下 6：10 诗 62：12（译者注：和合本 62：11）（？，
ï ~yIT;v.）
) 伯 40：5；tx;aB; . 耶 10：8以及 dx'aK, . 传 11：6 同一次；（ï
BArm. hd'x]K;, Aramaism Arm.lw. Wagner 124; Akk. kiÒma isëteÒn），tx;a;
诗 89：36（译者注：和合本 89：35）以及 tx;aB; . 伯 33：14 一次；aWh Åa
一个 创 41：25，dx'a, ...yhiy>w: 成为一，一个个体 出 36：13；dx'a, !K'v.Mih;
hy"hw' > 一整个 出 26：6；在统计记录中反复使用于每个名字之后 书
12：9-24 推测 王上 4：8-18（七十士译本），Montgomery-G. 124；e)
复数~ydIx'a：
] Åa] ~ymiy" 一些日子 创 27：44；29：20 但 11：20 Åa] µyrIb；D
同一（种）话语 创 11：1 结 29：17（:: Gordon UTGl. 126: like Ug.
ahÌdm du. “一对”） Åa]l; Wyh'w> 成为一 结 37：17。19
耶稣的神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他对以色列独一之神坚定
不移的信念。《基督与福音词典》呼吁我们回归我们的犹太教-基
督教之根：
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犹太教一神论的基础上
建立的。神长期的管教已经将犹太人对独一之神的伟大的信仰传
统牢牢地系在他们身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耶和华……”这是以色列的宗教信仰的基石。这些话在
虔诚的犹太人听来或许是所有圣言中最熟悉的。它们不停地被人
背诵。我们的主自己常常将它们记在心上（太 22：37；可 12：29，
30；路 10：27）。他一直将神视为至高的那一位，这一点无可置
疑。20
所以，耶稣的非三位一体论态度是无可置疑的。耶稣时时都
记着圣经对神的定义，并且说它是所有真理中最为重要的。今日，

19

科勒与鲍姆加特纳，《圣经希伯来语词典》。
“三位一体”（Trinity），《基督与福音词典》，2：761，强调部分
另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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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跟从者们按照他所思考的方式去思考神，就是在荣耀他了。

希腊文新约中的神是独一的一位
新约不仅 1317 次将神定义为父，而且它还明确地说神是一位。
请细细地想一想下面这一点：在加拉太书 3 章 20 节中（NLT），
我们读到：“如果多方必须达成和约，中间人就有所助益。但是
神，独一的神，在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却没有用中间人。”同
一节经文在其他各种译本中比较贴近字面意思：“在双方之间能
有一个中间人，然而神是一位（one）”（NJB）。“然而，中保
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方；但神是一位（one）”（NIV）。丁道尔翻
译到，“中保不是一方的中保。但神是一位（one）”。单词 eis
（一，one）的意思是“一位”（one person）。信条中也是：“以
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eis］主。”在加拉太书 3
章 20 节中，我们可以说，神是一方。扩展本圣经捕捉到了父神是
单一的一位这个含义：“只有一个人时是不用中保的。然而神是
唯一的一位。”那么教会有什么权力说神是三位（three Persons）
呢？这么做，耶稣的信条就被一个对神的不同的定义给取代了。
进一步研究单词“一”会让我们有透彻的理解。在马可福音
10 章 21 节（BBE），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还需要一件事
［en］。”这里的希腊文只是用了单词“一”的中性形式，没有加
名 词 。 “ 缺 少 一 （ one ） 。 ” 翻 译 家 们 正 确 地 补 充 了 “ 事 ”
（thing）：“缺少一事（one thing）。”
等到描述以色列的信条时，那位文士的评论用了相似的手法，
在“一”的后面没有添加单词。但这里的希腊语单词“一”用的
是阳性形式，因而表达的含义是“一位”（one person）。因此，
在马可福音 12 章 32 节中，“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
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是以最纯
正、最简单的形式表达的唯一神论神学。文士和耶稣这位唯一神
论者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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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关于单词“一”的明显的例子在马可福音中能找到。
“十二门徒中的一个［eis］”（可 14：20）。它指的是犹大，犹
大是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eis］！”（可 14：
69）罗马书 3 章 30 节中也是如此：“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
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神在这里是
一（eis），是“一”的阳性形式。其含义是一位（one Person），
肯定不是一个事物——肯定不是“一个什么”。
其他经文和加拉太书 3 章 20 节的模式是一样的：“中间人不
是为单方面的，但神却是一。”这里的含义仍然是，神是一位。
“利百加……从 一（one）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罗 9：10）。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单词“一”的阳性形式。它的含
义当然是“一个人”，是一位，这正是用在神身上的语言，而作
为父，神被看作单一的一个个体。“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
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Person］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可 10：18）。
保罗说过，“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
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
译本），而当他发出这个明确的信条式声明时，唯一神论者的神
就呈现了出来。耶稣的同母兄弟雅各也是一个唯一神论者：“你
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 2：
19）。它的意思是，“你相信神是一位”。“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没有一个人（eis）
是义人。
罗马书 5 章 16-19 节反反复复地使用表数字的形容词 eis——
一人——来描述单独的一个人：
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是由一人
而来，以致定罪，恩赏却由许多过犯而来，以致称义。如果因着
那一人［eis］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eis］而掌权，那些蒙丰富
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eis］耶稣基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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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掌权了……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
因着这一人［eis］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罗 5：16-19，
新译本）。
这里的“一人/一位”（the one）显然是一个人，一个个体。
在我们研究过的信条声明中，用于神的词，正是这同一个表示
“一”的单数阳性单词。

“一”这个简单的数字概念的丢失
圣经锲而不舍地将神展现为独一的一位，然而，就这个简单
的对神的概念而产生的困惑，却促使神职人员为他们的三位一体
立场的困难做出不可思议的解释：“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我们
应当称颂的主所刻意隐藏，但是希望所有人都能认识的，正是他
的神性。”21
论到三位一体，路德说他在体验中发现它是真的，且其程度
比他对它的信更深……使他成为一个三位一体论者的，是体验，
而不单单是信心……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因为不相信三位能同时
是一位而在加尔文手中赔上了性命。22
对于三位一体论信条，离开英国国教而进到罗马天主教的 J.H.
纽曼几乎没有什么信心：“圣三一教义之玄秘，不仅仅是言辞上
的矛盾，而且在人类所表达的概念中，也是彼此抵触的……我们
找不出清楚的方法来准确阐述它，差不多就像我们无法说一个事

21

转引自约翰·威尔逊，《三位一体见证所证明的唯一神论原则》，
353 页。
22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Harper Collins，2000，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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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两个事物一样。”23
圣公会牧师迪克·诺兰（Dick Nolan）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时，我在康涅狄格洲（Connecticut）一所罗马
天主教学院“尝试着”（亦即：作为学者中的新手）沿着［非三
位一体］方向讲课时，神学系的系主任/牧师公开地说，他不怀疑
我所说的关于耶稣和圣经的事——但是罗马天主教充满在使徒后
教会中发展起来的希腊哲学传统思想，所以就不这么教，就是这
样子了。罗马天主教徒和许多英国国教徒对他们的传统观念满怀
信心，显然把它看得和圣经一样权威。这让他们对我们当中那些
将心思集中在圣经上，把它看作首要之事，并且不接受公会议为
权威的人，产生蔑视的态度。我不知道大家对他们的认识论的假
设作何反应，我只能说，我不同意。24
罗 马 天 主 教 学 者 ， 耶 稣 会 士 朱 尔 斯 · 勒 布 莱 顿 （ Jules
Lebreton），在他详尽的研究《三位一体教义的历史》（History of
the Dogma of the Trinity）中，一开始就说，犹太教一神论信仰是
犹太人连生命都愿意为之付出的一个信条：
每一天，犹太人在他们祷告的开始就背诵：“以色列啊，你
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根据拉比传统，重音应该放在单
词“一”上，而且据说，当阿奇巴（Aqiba）被处死时，他一直勇
敢地一遍遍说着“一”那个神圣的单词。这种一神论信仰非常地
鼓舞人心，并且为基督教提供了有效的准备工作。相似地，当我
们的主被问到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时，他回答说：“以色列啊，你
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可 12：29）。令人遗憾的是，
犹太人很快就固执地使用这些神圣的话语来与基督教做斗争：在

23
24

《圣亚他那修论文选》，515 页。
电子邮件信息，2006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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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木德（Talmud）中，三位一体信仰被申命记的这节经文以多神
主义为理由而反驳。在我们所讲的时期，这种决定性的检验标准
还没有被应用；基督还没有出现，犹太人的一神论还没有与三位
一体教义对立起来；相反，那种一神论 为三位一体信仰提供了准
备，而三位一体信仰，既拓宽了对神的概念，也让它多了普世性，
少了民族性。25
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勒布莱顿承认耶稣是犹太教一神论
的拥护者，可随后他似乎又推翻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三位一体
教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将神的概念普遍化的过程。他把耶稣关
于神是谁的教导降低到只是一种“为基督教提供的准备”。因而
耶稣必然是一名基督教之前的老师。犹太人（如勒布莱顿所错误
地认为的）顽固地使用施玛篇来反对后来的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
但是，这样一来，耶稣就是那些顽固的唯一神论犹太人之一！那
么在今天，对于带着他名字的基督教，他的反对会不会有所减弱
呢？
后来的教父承认，在摩西五经中找不到他们对神的三位一体
论观点。教父伊皮法纽（Epiphanius）说：“摩西首先宣告了神的
一体性，众先知强烈地强调两重性（父和子之间的区别），而福
音中清楚地显示了三位一体。” 26 然而，耶稣申明摩西的施玛篇，
这就拦阻了对神体的任何这种“丰富”或扩展的举动。耶稣的神
从未改变，他是摩西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可
为什么不是耶稣的全体基督教跟从者的神呢？
伊皮法纽非常错误地想象，众先知讲到了神里面父和子的两
重性。如果如勒布莱顿所说，犹太人“固执地使用”施玛篇来反
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信条，那他为什么不补充说，耶稣本人同样

25

《三位一体教义的历史》，Benziger Brothers，1939，1：76-77，强调
部分另加。
26 同上，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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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以色列单一神一神论信条的固执的拥护者呢？根据我们的
记载，耶稣是反对教会的信条的，因为它已经忘记了他本人关于
神的本质的教导。
现在，时间已到，教会实在应该坦诚地面对它的创始人的话
语，并且承认，将神看作三位存在于一体的复杂至极的概念，根
本不属于圣经，而圣经才应该是衡量基督徒的理解的标准，因为
至少新教徒宣称，“惟独圣经”的口号是他们信仰的核心。一位
知名的系统神学家的话也许会促进人们回转，以耶稣为我们的神
学家：
教会的三位一体教义离［新约作者的］思想似乎是最远的，
而且在今天，读者可能会问，用这样一个教义去理解新约神学到
底有没有益处。当教会讲到三位一体教义时，它特指这样一个信
仰：神永恒地存在于三个截然不同的“位格”中，而三个位格在
神的地位上是同等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种形式的教义在新
约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是到第 4 世纪后期才被如此清楚地表
达出来的。27

现代反对丢失耶稣之信条的人
对于阻碍耶稣关于神的教导的事情，其他当代人物正发出意
义重大的反对之声。萨尔布鲁肯（Saarbrucken）的系统神学教授
卡尔-海因茨·奥利格（Karl-Heinz Ohlig），在结束他关于三位一
体论的历史的不凡研究时说：“耶稣本人只知道以色列的神，他
称之为父……三位一体……无论如何都没有圣经基础。”28

27

克里斯托弗·B.凯瑟（Christopher B. Kaiser），《神的教义：一个历
史研究》（The Doctrine of God: A Historical Survey），Crossways，1982，23
页。
28 《一位还是三位？》，129 页，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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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哈罗德·埃伦斯（J. Harold Ellens）教授请求教会坦诚地讲
话：
那 么 教 会 应 该 坦 率 地 承 认 ， 它 的 根 基 不 在拿 撒勒 的耶 稣
中……也不在圣经神学的中心传统中。它的根基在斐罗的希腊化
犹太教中，在第 2 至第 5 世纪基督教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中。29
马丁·沃纳教授提醒教会注意它自身早期的错误发展，他控
诉说，圣经后教会在其救主的身份上做出的转变，致使它创造了
“一个神话，让历史的耶稣完全消失在它背后”。
对“神的儿子”这个概念的新解释与希腊民间宗教的神话式
思想确实有相似之处……新解释首先以最古老的诺斯底形式出
现……一种诺斯底理论被拒绝了， 但最终它为教会所吞并，成了
教会自己的一套最基本的概念 ……最初，尼西亚一方带着那些一
团混乱的表达式，开始与亚流主义教徒进行辩论 30 ……亚历山太
的亚历山大［说，子］“独立地”存在于“（父）神之外，以一
种非受生的状态，永久地受生”……这个理论不再将自身清楚地
呈现为一神论……按照最严格的一神论标准来衡量，不管是诺斯
底主义，还是教会神学家们的教导，都是有缺陷的……因为，根
据新约见证所说，在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中，相对于旧约和犹太
教的一神论来说，任何变化成分都不存在。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

记载，耶稣本人毫无保留地确认了以色列宗教信仰最高的一神论

29

《古亚历山太图书馆与早期基督教神学发展》（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 and Early Christian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 ，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1993，39 页。
30 即使在尼西亚会议时，“位格”（hypostasis）和“本质”（ousia）也
指相同的事物。后来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清晰区别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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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声明，且以其完整形式确认。31
所以，当代一位三位一体辩护者在讨论施玛篇时所说的话，
真是太让人震惊了：
虽然施玛篇，即“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
主”（申 6：4）在新约中从未被引用过（尽管雅各书 2 章 19 节间
接地提到了它），但作为犹太教最主要且最神圣的宣告，它的阴
影，带着它在旧约时代所具备的全部影响力，笼罩在新约的书页
之上。32
但它在新约中确确实实被引用过，而且是耶稣本人引用的。
有人也许会问：一个人要是连耶稣在新约中引用过施玛篇都不知
道的话，那他有资格讨论新约中的三位一体吗？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黑斯廷斯圣经词典》在关于三位一体
的条目中，公然地否认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路加福音将耶稣的
“子的身份”建立在神迹的受生上，而该词典在对这节经文的评论
中，首先引用 RV的经文，“所要生的［页边注：或译“受生的”
（is begotten）］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但接下来却否认耶
稣之儿子身份的明显的原因：“从他的诞生——因神迹的怀孕而
来 的 诞生 —— 而 得出 的， 不 是他 的 儿子身份 ，而 是 他的 圣洁
性 。” 33 路加没有做这样的区分。耶稣既是神的儿子，也是圣洁
的，原因正是在于 他超自然地在马利亚身上受生。让耶稣成为神
的儿子的，是在他母亲身上所行的神迹。耶稣不是先做看不见的
灵，然后再成为人；他是从母亲怀孕而成为人的！

31

沃纳，《基督教教义的形成》，219 页，221 页，223 页，233 页，235
页，241 页，强调部分另加。
32 E.加尔文·贝斯纳（E. Calvin Beisner），《三位格的神》（God in
Three Persons），Tyndale House，1984，26 页，强调部分另加。
33 增卷，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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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对三位一体的反对
我们再次提醒读者留意犹太人的评注。基督徒随意摆弄摩西
和耶稣的唯一神论信条的做法，确实如评注所说。下面这段反对
基督徒背离以色列的信条的话，出自一位正统的犹太人之手：
正如每个犹太小孩所学，“Shema Yisroel, HaShem Elokeynu,
HaShem Echad”（“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是神，主是一”）。
申命记 6 章 4 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基本的概念。神是一位。
基督徒对施玛篇只是口头上的尊崇，因为他们的神学说，有
一个三位一体神——神、耶稣（“神的儿子”）和“圣灵”。他
们会努力向你教导，由三个实体组成的这个三位一体神其实是
“一”，就像“一串葡萄”是“一”一样。但是托拉所用的语言是
非常精准的……基督徒引用创世记 1 章 5 节（“v’ai yehi erev, v’ai
yehi boker, yom echad”——“……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
日”）来证明，echad 修饰了早晨和晚上，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成了
一“串”。很清楚，它只修饰单词“日”。类似地，他们引用民
数记 13 章 23 节，那节经文描述了以色列的探子如何砍下葡萄树
的一枝，枝上有一（echad）挂葡萄。但这里，一样地，echad 修
饰的是单词“挂”而不是葡萄。在施玛篇中，echad 修饰单词
“神”，而它的意思就是它所说的意思——“一”。再者，如果托
拉真的想让我们知道神不止一位的话，它就会告诉我们三位一体
的事，而不是特别声明只有一位神。34

34

布鲁斯·詹姆斯（Bruce James）（Baruch Gershom），“为什么犹太
人无法信耶稣？”（Why Can’t a Jew Believe in Jesus?）http://judaism.about.co
m/od/jewishviewofjesus/a/jesus_oneg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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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持异议的英雄
152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德国，罗腾堡（Rottenburg）。
法官们做出了有罪裁决，并且判处让人不寒而栗的、极残暴
的酷刑。“迈克尔·萨特勒（Michael Sattler）将押交行刑者，由
行刑者将他带到广场。行刑者先割下他的舌头，然后，将他牢牢
地拴到囚车上，在车上，用灼热的铁钳撕下他身上的肉，撕两次，
接下来，在去刑场的路上，以相同的方式再撕五次，再接下来，
按异端头目的罪名，将他的身体烧成灰烬。”
那一刻，让人不禁动容。囚犯的妻子转向她的丈夫，把他拉
近自己，当着整个人群的面拥抱了他。这一幕至少打动了围观之
人当中的一个。
萨特勒被还押三天。一个朋友在信中说道：“难以想象，他
经历了什么样的恐惧，什么样的灵与肉的矛盾和挣扎。”
在通往蒂宾根（Tübingen）的路上，有个地方离罗腾堡有一
英里远，就在那里，人们跟随着他们如此昏暗的光，以被滥用的
正义之名，将一个比他们自己值得尊敬得多的人从他们当中除掉。
割舌头的刑罚出现了失误，让迈克尔有机会为逼迫他的人祷告。
在他受着鞭打走上梯子的过程中，他关切地向哈伯迈耶
（Halbmayer）说话，竭力劝他不要参与此事，免得他也遭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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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却轻蔑地答到，萨特勒还是只管操心神就行啦。
他在公众面前的临终之言说得很艰难，但却是向神祷告，求
神帮助见证真理。梯子被扔进火中。就在火苗顺着捆绑他双手的
绳子燃烧时，他伸出两根指头，打出胜利的手势，这是他和他的
朋 友 们 先前 约 好的 手 势， 告 诉 他们 ， 他没 有 动摇 。 他 三十 七
岁……八天后［他的妻子］被扔进尼卡河（Neckar）溺死。1
约翰·比德尔（John Biddle）（1615-1662）是英国一位杰出
的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于 26 岁时被选为英格兰格洛斯特
（Gloucester）克里普特文法学校（Crypt Grammar School）校长。
因为被要求教导圣经，所以他就开始一丝不苟地研究圣经。他本
来应该按照英国国教的教理问答来教他的学生，可是很快他就发
现这不可能。他坚持不懈地在圣经中寻找真理，结果，他累积了
一身百科全书式的圣经知识。他能用英文以及希腊文背诵整个新
约。他承认，对他来说，有一点困难的是背诵启示录 4 章之后的
希腊文经文！
他对约翰一书 5 章 7 节中伪造的三位一体经文提出反对意见，
并且解释说，耶稣和父的合一是“意见和态度上的合而为一……
但从不是本质上的合为一体”。2后来，他与乌社尔主教（Bishop
Ussher）〔以“乌社尔编年史”（Ussher’s chronology）著称〕辩
论，并且取胜，他坚定地声明父是唯一的真神！他撰写了一个小
册子，名为“驳圣灵之神性的十二论据”（ Twelve Arguments
against the Deity of the Holy Spirit）。有人把一份册子交给地方法
官，结果他就被送进监狱。

1

阿 伦 · 艾 尔 （ Alan Eyre ） ， 《 抗 议 者 》 （ The Protesters ） ， The
Christadelphian，1975，69-70 页。萨特勒因他的不参战观点而被判有罪。
2 同上，123-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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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 年，比德尔被传唤到伦敦，在拖得很久的审讯过程中，
他被关押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门楼监狱（Gatehouse）。
他在监狱里待了五年，主要是因为他质疑三位一体。他说教父们
是那些“表面上宣称披戴基督，内心里却没有脱去柏拉图”的
人。3他提到马太福音 19 章 4 节，他主张，那节经文中，耶稣在讲
“那起初造人的”的时候，指明创造之工是由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
做成的。他的朋友们离弃了他，然后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监
狱中度过。
英国国会通过了下面这条法律：
任何通过讲道、印刷或写作手段否定子之神性或基督与父同
等的人，处以死刑，同重罪处罚，取消其牧师特权。声明下列主
张的任何人，处以监禁：人天生就有转向神的自由意志；身体死
后灵魂会死；……给婴儿受洗无效，且接受了婴儿洗礼的人应该
再次受洗；使用武器是非法的；英国国教不再是教会，他们的牧
师和条例也不是真正的牧师和条例。4
比德尔以一人之力寻回了圣经的核心真理。他宣称，在他得
出自己的结论之前，他没有读过（唯一神论）波兰兄弟会（Polish
Brethren）的文献（见下文）。
1652 年 2 月 10 日，比德尔获释。他继续待在伦敦，周日为小
群体讲道，但他从未被正式任命。他撰写了大量的小册子，涉及
不同的圣经话题，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两部分圣经问答集》（A
Twofold Catechism），几乎包括了整个圣经经文。在前言中，他
讲到，“所有的问答集一般都塞满了人的假设和传统，极少一部
分才源自神的话……那么多的引用中，没有一个与本题相关”

3
4

同上，125 页。
同上，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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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根本没有意义）。5
他在问答集中禁止使用诸如“子永恒受生”、“神死了”、
“神成为人”、“神的母亲”之类的表达。问答集被下令焚烧，他
再次入狱，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出版人，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两天后，来自波兰的一些弟兄带着比德尔翻译、摩尔
印刷的英语小册子，到了伦敦！
比德尔被控犯了亵渎罪和异端罪。他躲过了死刑，但仍然被
关在监狱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大胆地问国会：
比德尔是否真的不承认藉着耶稣基督而信神的信仰？难道他
不像圣经中的亚波罗一样，是大有能力的吗？他犯的罪，难道就
是他根据圣经最明显、最贴近的含义信圣经，而不根据脱离圣经
的、神秘的解释信圣经吗？6
比德尔代表性的论证如下：“说基督死了的人，就是说基督
不是神，因为神不可能死。但是每个基督徒都说基督死了，所以，
每个基督徒都说基督不是神。”7他在最后的日子中，写的是关于
耶稣基督在地上亲自统治的内容。
1658 年，他再次获释。他与波兰的弟兄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一个旁观者评论说：“除了他的观点以外，在他身上几乎没有
或根本没有值得指摘的地方。”政府探员常常追捕比德尔，但是
很多人不得不钦佩他“严以律己、值得仿效的生命，充满谦卑、
庄重，以及忍耐，根本不好争论，总之，满身都是神在圣经中所
启示的伟大品质”。8

5

比德尔的《两部分圣经问答集》能够在 http://home.pacific.net.au/~amax
well/biddle/000start.htm 读到。
6 阿伦·艾尔，《抗议者》，129 页。
7 同上，130 页。
8 同上，130 页，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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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 年 6 月 1 日，他在自己家中研究圣经。一群手持武器的
人冲进房间，把他带走，然后他被一位布朗法官关进监狱。五周
之后，因患上斑疹伤寒，他去世了，去世时对他的盼望——基督
复临时复活——充满信心。他付不起 100 英镑的罚金。他是英国
唯一神论之父。
这两个例子简略地描述了持异议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人物
的生命（与死亡），我以它们开始这一章，是为了展示出，任何
人，要是质疑正统派的神体观，或者其他传统教义——如萨特勒
的例子——的话，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样极端的敌对行动。萨特
勒坚定地提倡基督徒不参战，这个观点，美国一位著名的福音派
学者最近也表示支持。9
把神数成一位而不是三位一体，这是一项冒险的事业。虽然
在我们这时代，否认流行的三位一体观念已经没那么危险，但此
举会招来“异教”（cult）的标签，而且会被纳入已故沃尔特·马
丁（Walter Martin）关于日益壮大的《异教世界》（Kingdom of
the Cults）的资料当中。对于一个相信以色列的施玛篇，并相信耶
稣申明了那个信条的信徒来说，熟知与独一之神相关的教义，是
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他要说服别人相信那教导的真实性，特别是
说服那些完全受对神的“正统”观点所熏陶的人，那他就必须精
通它。
门诺会教徒（Mennonites）敏锐地看到，应该让归信者详尽
地学习他们的运动的历史。这种对传统的归属感能建立起信心和
稳定性。在信独一之父神的领域中，有一种虽然常常令人悲痛，
但意义却非常深远、给人振聋发聩之感的信仰遗产，它应该让我

9

格雷戈里·A.博伊德（Gregory A. Boyd），《基督教国家的神话：对
政治权力的追求是如何摧毁教会的》（The Myth of a Christian Nation: How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Is Destroying the Church），Zonderva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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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那些生活在宗教自由有限得多的时代的人，产生一种深深的
感激之情。他们对真理的那种了不起的献身精神，我们应该有深
刻的认识，那种献身，经常是要达到殉道的地步的。
因为这个原因，乔治·亨特斯顿·威廉斯（George Huntston
Williams）的《激进宗教改革运动》（The Radical Reformation），10
应该被那些支持“圣经唯一神论”观点的人放在他们的藏书中心。
这本书能激发出信心和谦卑，因为它回忆了一群富有献身精神的
基督徒——他们与可怕的强敌做斗争，为的是传讲一个有着牢靠
的圣经基础，但却被一些主流人士看作异端的、关乎神的教义。
《耶稣不信奉三位一体》（Jesus Was Not a Trinitarian）体现了
苏 西 尼 派 对 神 的 儿 子 的 观 点 〔 以 福 斯 特 斯 · 苏 西 尼 （ Faustus
Socinus）的名字命名，1539-1604〕。11简略地研究一下唯一神论
历史，就能发现下面这些人是这场运动中的领军人物，这场运动
认为，神的儿子并非先前就真实地存在，而是在神的计划中，
“理论上地”或“构想上地”先存。其他主要的非三位一体论形式
以亚流派主张（以主教亚流的名字命名，250-336）为代表，这种
主张认为耶稣是先存的，但他是被造的（“子有段时间不为子”

10

第 3 版，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
但是我们的基督论观点不包括坚守苏西尼主义的 赎罪（atonement）观。
很多圣经唯一神论者现在都和福音派人士一样，坚持耶稣代替世界的罪死亡。
现代苏西尼主义信徒（在基督论方面）包括 CGAF 信徒（Church of God
Abrahamic Faith），基督弟兄会成员（Christadelphians）、一些基督复临安
息 日 会 （ Church of God Seventh Day ） 成 员 和 复 临 基 督 教 徒 （ Advent
Christians）。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现代学者都已经提出了我们所支持的、没
有归类为“苏西尼派”的观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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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流）。12
迈克尔·塞尔维特（1511-1553）或许是最有名的反三位一体
论 者 。 作 为 一 名 西 班 牙 本 土 人 士 、 重 洗 主 义 者 （ anabaptist ）
（“支持成人再受洗的人”），以及“灵魂沉睡论者”（soulspeeper）13 ，他的教义一直都是让对手火冒三丈的东西，而对于
他来说，对手是加尔文，加尔文竭力地让千禧年主义者
（millenarian）、灵魂沉睡论者，以及反三位一体论者闭嘴。（鲜
为人知的事实是，路德在 1524 年的一次讲道中就支持死去之人处
于沉睡状态。）塞尔维特相信神的儿子是神与马利亚的生物学上
的创造。不存在先前就真实地存在的子。耶稣的神性存在于他被
怀上时从神而得的本性之中。被遗忘的真理在宗教改革时期一步
步地得以重新发现。首先是塞尔维特，后来是由福斯特斯·苏西
尼领导的波兰和意大利兄弟会，福斯特斯·苏西尼最终得出纯粹
的 唯 一 神 论 （ unitarian ） 观 点 （ 当 然 ， 不 是 当 代 意 义 上 的
Unitarian——首字母是大写的“U”）14。西班牙人塞尔维特背离
了正统神体观，然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加尔文手中殉道。
在他于 1553 年被烧死之前，他的画像就已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导
致塞尔维特之死的神学理论，厄尔·莫尔斯·威尔伯（Earl Morse
Wilbur）是这样总结的：
［塞尔维特的］书教导了什么，以致于它们让宗教改革家们如
此震惊？……塞尔维特以圣经的教导为绝对的、最终的权威，他
认为，神的本质不可能如三个位格存在于一个存在中的教义所言，
是能够被分割的，因为圣经中没有教导这种教义，事实上，信经

12

三位一体论者很少进行宣传的是，人们所认为的、正统说法的坚定支
持者特土良也声明，子有段时间不存在（《反驳黑摩其尼》，第 3 章）。以
尼西亚形式出现的三位一体显然是还没有完全成形的形式。
13 即：人在复活前处于死亡中的无意识状态的教导。这种观点被称作
“有条件的不死”（conditional immortality）。
14 即：一神普救论（Unitarian Universalism）。

383

持异议的英雄
中所用的诸如三位一体、本质、本体之类的术语，与圣经是格格
不入的，它们纯粹是人的发明创造。教会中更早期的教父对它们
也一无所知，它们完全是被希腊人强加到教会上的；较之于让人
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来说，这些希腊人更想让他们成为哲学家。同
样不符合圣经的是基督具有两性的教义。塞尔维特大肆鄙视、讽
刺这些教义，称它们是不合逻辑、不合道理、自相矛盾，以及凭
空想象的，他还嘲笑被普遍接受了的关于圣灵的教义。他说，存
于三个位格的一位神的教义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其实甚至是不可
想象的；而且它引发出回答不了的问题，还导致无数异端的出现。
那些相信它的人是愚昧的、瞎眼的；他们实质上变成了无神论者，
因为留给他们的根本没有真正的神；同时，三位一体教义事实上
涉及到含有四个神性存在的四位一体（Quarternity）。它是让犹太
人和穆斯林转信基督教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这种亵渎的教导应
该从人类的思想中被彻底根除。
塞尔维特不信信经中这些人造的教义，相反，他从圣经中得
出下列简单的教义，并且引用了许多经文来证明它们。第一，福
音书所讲的为人的耶稣，是基督，是神所膏立的。第二，圣经的
陈述和他能创造神迹的大能证明，这位为人的耶稣基督，是实实
在在的身为人类的“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由神藉着神迹所生的。
第三，这个人也是“神”，因为他充满神赐予他的神性。因此，
他并非信条所教导的，生来就具有神性，他有神性，完全是神所
赐的礼物。神本身是不可知的，我们只有通过基督才能认识他，
所以，基督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圣灵是神的一种能力，以
天使或灵的形式被差派，为使我们成为圣洁。三位一体论中我们
唯一可以正确地相信的一面是：神以三种不同的外观（ 性情）向
人启示他自己；因为在父身上所彰显的神性，他的儿子耶稣也享
有，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如圣徒保罗所说，让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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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神的殿”。15
反三位一体主义得以完全的表达，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波
兰的苏西尼主义 16 和匈牙利的唯一神论中。这些运动的很多领袖
都是意大利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苏西尼家族，即福斯特斯和他
的叔叔莱利叶斯（Laelius）（“苏西尼主义”这个称号就由他们
而来）。更早些且较不为人所知的先驱有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以及马西里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他们为从根
本上质疑正统信仰的行动拉开了帷幕；洛伦佐·瓦拉是一位意大
利哲学家，他在 15 世纪初就提出了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马西里
奥·费奇诺（卒于 1499 年）是一位牧师，也是柏拉图主义者，他
提出，约翰福音 1 章 1 节的 logos 不应该译为“word”（话/道），
而应该译为 sermo（拉丁语，意为“演讲，谈话”，单词“sermon”
即源于此词）。因此，他开启了整个一股思潮，即将单词“word”
等同于旧约中神发预言的声音，而不是永恒的第二个 位格的思潮。
他也由此开始从根基处摧毁“logos=与父同质的先存之子”的整
个概念。教父们说“word”是永恒的子， 17 而跟随费奇诺的激进
宗教改革运动的反三位一体论者则说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先于他
的预言之声的最完全形式，也是最终形式（参比来 1：1）。伊拉
斯姆（Erasmus）也是反三位一体阵营的一员，而且他认为约翰一

15

《 我 们 的 唯 一 神论 遗 产：唯 一 神 论运 动 史 概论 》 （ Our Unitarian
Herit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Unitarian Movement），Beacon
Press，1943，61 页，62 页。塞尔维特最重要的著作《恢复基督教》（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现在已有英文译本，译者为克里斯多弗·霍夫曼
（Christopher Hoffman）和马里安·希勒（Marian Hillar）（Edwin Mellen Press，
2007）。
16 一位著名的领袖是格雷戈里·保罗斯（Gregory Paulus）。
17 “子”和“永恒的”确实是互相矛盾的词语，因为被生的一个人，即
被生到世界上的一个人，不可能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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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5 章 7 节的伪造文本应该予以删除。
在英格兰，（除了之前提到的约翰·比德尔以外）我们能选
出一位外科医生，乔治·凡·帕里斯（George Van Parris），他是
佛兰芒人（Fleming）出身，于 1557 年 4 月 25 日在伦敦的史密斯
菲尔德（Smithfield）被烧死，因为“他相信父神是唯一的神，而
基督不是神” 18 。唯一神论激发出一大批“有益的”文献，其中
包括加尔文的“简论如何武装完备的基督徒”（A Short Instruction
for to arme all-good Christian people）（即：如何反对异端），布林
格 （ Bullinger ） 的 “ 有 益 健 康 的 解 毒 药 或 抗 毒 剂 ” （ An
wholesome Antidotus or Counterpoyson）（1545），和“一场十分
必要且有价值的对话：你们这些煽动人的自由主义者或反叛的重
洗派信徒，与真正顺服的基督徒的对话”（a most necessary and
frutefull dialogue between ye seditious Libertin or rebel anabaptist and
the true obedient Christian）（1551）。在那宗教管制很严格的时代，
约翰·朱厄尔（John Jewel）主教在报告唯一神论者的情况时这么
说：“我们发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初期，一大群亚流派信徒、
重洗派信徒以及其他惹祸之人涌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
到的，但是他们好像蘑菇一样，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了。” 19 在伊
丽莎白一世统治期，接下来有两位反三位一体论的重洗派信徒被
烧死，一位是亨利·特伍尔特（Henry Terwoort），35 岁的金匠，
另一位是约翰·皮埃特斯（John Pieters），50 岁，九个孩子的父
亲。仁慈的死刑如绞死、闷死或在脖子上缠上火药之类的就略去
不说了，有两个人是在火焰中极度痛苦地死去的。
有一位值得注意的非三位一体论英雄是亚当·帕斯特（Adam
Pastor），他最清楚地解释了关于神体的唯一神论观点。他理所应
当地被看作是欧洲圣经唯一神论的尊长。他曾是罗马天主教的神

18

威廉斯，《激进宗教改革运动》，779-780 页。
约翰·朱厄尔的《著作集》（Works）（1560），Cambridge，1850，
4：1240。
19

386

持异议的英雄
甫，之后于 1533 年在德国明斯特（Münster）加入重洗派。帕斯特
认为〔他反对门诺会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的看法〕，
基督只是人，尽管他是神的话的传承者。亚当·帕斯特和弗里西
亚 （ Frisian ） 的 一 位 长 老 ， 弗 兰 西 斯 · 德 · 奎 珀 （ Francis de
Cuiper）在 1547 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在他被
生到世界上之前是不存在的，并且在他出生后他具有神性，这也
只是从“神住在他里面”这个意义来讲的。亚当·帕斯特甚至被
他的一些重洗派同伴给逐出教会，但是有一大批人跟随了他，他
们称自己为亚当派（Adamites）20。
帕斯特撰写了十三个主题的小册子，包括道成肉身和神的国。
关于神的那部分是一个清单，列举了旧约及新约的唯一神论经文，
附带尽可能少的评论。帕斯特坚称，没有经文证明 子在道成肉身
之 前 ， 作为 三 位一 体 神的 一 位 成员 存 在着 。 有人 描 述 说， 亚
当·帕斯特在他的辩论中态度严肃认真，富有批判精神，但是温
柔和善，尊敬他人。他对波兰的唯一神论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后
来在波兰的拉寇（Racow）建立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唯一神论学术
中心——一所大学。
福斯特斯·苏西尼出生于 1539 年 12 月 5 日。他的父亲和祖父
都是有名的律师。他的第一篇神学论文解释了约翰福音的序言。
他坚持认为耶稣是通过任命才有神性的，并非他天生就是神。他
还写了有关人的必死性的内容。21他认识到 logos 的含义，而正是
这一点，将他引向了真理。神的话或旨意以肉身——一个人——
的形式出现。基督死亡又复活之后，升高，坐到神右边的位子，
自此以后，共享神的能力。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才能被称
作神，代表神，但他始终与独一的真神（约 17：3；5：44）截然
不同。苏西尼说，在基督升天时，神授予他神的身份，让他与自

20

译者注：与裸体主义者 Adamites 无关。
即：人死时会睡去，直到复活，并且恶人最后的惩罚是彻底毁灭，而
不是永远的折磨的教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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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共同统治世界。苏西尼认为耶稣有资格受到像对神那样的崇拜，
这一点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唯一神论主要发言人弗
朗西斯·大卫（Francis David）的观点相左，弗朗西斯不认为耶稣
应该受敬拜。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不需要进行严肃的争论。
正是这位福斯特斯·苏西尼，搬到波兰，并在拉寇帮助建立
了一所大学兼印刷厂，另外还建立了农场以及手工业，他也许是
激进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有教养的神学家。这所大学成了一个享誉
国际的机构。很多教员都是当之无愧的学者，他们中有些在成为
重洗主义者之前，原本就接受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训练。大学
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 1000 名学生，其中有 300 人是欧洲贵族。
去过校园的一个苏格兰人说：“因为在别的地方，一切都充满战
争与混乱，但在那里，一切都是安安静静的，每个人的举止都平
静沉稳，温和谦卑，虽然他们在辩论中都充满激情，在语言上都
是行家里手。”22著名的《拉寇问答》（Racovian Catechism）这
样声明：
我们在神的宝座前的中保是一个人，他先前由众先知应许于
我们的祖先，后来降生为大卫的子孙，且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
基督……藉着他创造了新世界……直到末了，在至高神以下，我
们都应信他，爱他，向他祈求，听他的声音，效法他，在他里面
找到我们灵魂的安息。23
在很多国家，这个声明都是受禁止的，拥有他的人会遭惩罚，
常常都是死刑。该声明包含了关于成人洗礼、死者沉睡以及基督
再临的教义。约翰福音中的很多章节都讲到了。典型的有下面这
一段：
一个人可能在未有世界以先，就与父同享某事物，从而就可

22

艾尔，《抗议者》，109 页。
《拉寇问答》，托马斯·里斯（Thomas Rees）翻译，再版，Christian
Educational Services，1994，lxxiv，注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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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与 父 同享 荣 耀… … 得出 结 论 ，那 么 他事 实 上存 在 着 ，这 一
点……在提摩太后书 1 章 9 节中是显而易见的，在那里，使徒论
到信徒时说，恩典在世界开始之前就赐给了他们。此外，这里
［约 17：5］说到，基督请求获得这荣耀……基督恳求神将那荣耀
赐给他，让他真正地、真实地拥有它，即就是在创世以先，在神
的目标和旨意中，已经给予他的荣耀。因为人们常说，当一个人
受应许要拥有某物，或此物已命定要给他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
拥有了它：由于这个原因，这位福音传道人屡次说，信徒已经拥
有了永生。因此，情况是，基督没有绝对地说他已经拥有了那荣
耀，而是说他 与父同享那荣耀；这好像是他说，他现在求父真正
地将那荣耀赐给他，就是那在万古之先，在创世之先为他贮存在
父那里的荣耀。24
上文中，我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宗教改革时期，以及随后
那一世纪上（这段时期中，我们关注的是校长约翰·比德尔），
现在我们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教会历史的最早时期。我们所持的
基本信念是（有《大英百科全书》第 15 版为证），耶稣没有以任
何方式提出要修改以色列的严格一神论信仰；既然如此，那我们
自然就很想知道，新约的唯一神论是如何被扰乱的。
教会历史显示，“三位存于一体”这个概念的发展是一个延
续了几个世纪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尼西亚和迦克墩公会议
（325 年及 451 年）。说三位一体教义从新约后时代的一开始就得
到了广泛承认，这是远远不符合事实的。正如哈佛大学 F.奥尔（F.
Auer）很精辟的论述：
第 4 世纪的三位一体论没有准确地反映出早期基督徒关于神

24

同上，144-145 页。

389

持异议的英雄
的本质的教导；相反，它背离了这种教导……它一直遭到唯一神
论的反对，而且从未完全胜利过。三位一体教义的存在，源于一
小部分学者的抽象的猜测。25
整个三位一体问题的症结在于 logos 的教义及其发展。“正统”
观点的基础是将 logos 理解为永恒神体中的第二个神性位格。当代
圣经读者对此不知就里，原因在于希腊语中的阳性单词 logos 被翻
译成了“他”（he，主格）和“他”（him，宾格）（约 1）。26
然而，如果 logos 被翻译成“神的话”或“它”的话，就会给人一
种完全不同的印象。由此而得，序言中非位格的 logos，即神的话、
智慧以及心思意念，在耶稣这个人身上具体体现出来。
“序言中的 logos 成了耶稣；耶稣是成了肉身的 logos，但不是
作为肉身的 logos……耶稣是在人里面的 logos！他是作为［一个］
必死的人类，在肉身中的它。”这是一位很有帮助的德国神学家
的话，说得很正确。27
“logos 在成为一个人之前，是如何先成为一个位格的？”在
查探神学中这个最扣人心弦的故事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殉道者
游斯丁在公元 150 年时，与一个名叫特来弗的犹太人进行了一场
很长的辩论，辩论中，游斯丁断言，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在他出
生前就真实地存在，而且，他其实就是旧约中常常被提到的雅伟
的天使。对耶稣是一个人，但又不 完全是人的说法所含的内在矛
盾，犹太人特来弗提出了抗议。因此他对游斯丁说：“你说这位
基督在万世万代之前就作为神存在着，然后说他服从安排，降生

25

《大美百科全书》，1956，27：249。
KJV 之前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 8 个英语译本说 logos 是“它”，而不是
“他”。
27 利昂哈德·戈佩特（Leonhard Goppelt），《新约神学》（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Eerdmans，1982，2：297，299，强调部分另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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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人，然而又说他不是人类的一员 ，当你这么说时，这在我
看来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也是愚蠢的。”28
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假若犹太论证战胜了哲学家殉道者游斯
丁（一般相信他代表基督教）的话，三位一体“问题”可能根本
就不会出现。一旦耶稣在他出生前就“活着”的观点被提出来，
那么他就必须在旧约中“被找着”。在没有丝毫圣经证据的情况
下，雅伟的天使就被说成是先存的耶稣，而且从那时以后，很多
福音派人士以及耶和华见证人接受了这个理论。在这一点上，智
慧的做法是查阅新约。在使徒行传 7 章，司提反总结了以色列的
历史，并且特别提到主的天使（徒 7：30，35，38），而那位天
使代表的是主神（出 23：20-21）。对于司提反来说，这是多么好
的一个机会去说那位天使就是耶稣，是先前存在的！可他没有给
两者划上等号；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两章来解释耶稣高过所
有天使。他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天使。此外，神在新约时代以
前没有通过儿子讲话（来 1：1-2）。
因为游斯丁，“logos 是第二个神性位格”就成了根深蒂固的
观念。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有个别的人站出来质疑正统说法。
较著名的是“动力神格唯一论者”（dynamic monarchians）。第
一 个 持 这 种 说 法 的 人 是 拜 占 庭 的 狄 奥 多 图 斯 （ Theodotus of
Byzantium），他是一个学者。他在公元 190 年来到罗马，并教导
说，耶稣完全是一个人，由童女所生，在他出生时圣灵降到他身
上。狄奥多图斯认为耶稣在他复活时有了更大程度的神性。狄奥
多图斯立刻被罗马的维克多（Victor）主教逐出教会。跟随他的思
想的人有另一个狄奥多图斯，有阿斯克莱皮奥多图斯
（Asclepiodotus），还有阿尔特门（Artemon），但是动态神格一
位论那时在西方正处于消亡过程。
在东方，撒摩撒他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是耶稣没有先
存性的主要倡导人。保罗大约于 260-272 年担任安提阿的主教。他

28

《与特来弗对话录》，第 4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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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logos 是父的一种非位格性的属性，不是先存的子。耶稣是一
个特别受神的灵感动的人。“保罗的教义近似于基督本人的原始
犹太教-基督教思想。”著名教会历史学家亨利·查德威克
（Henry Chadwick）在《早期教会》（The Early Church）一书中这
么说。29 三次公会议考虑了保罗的观点，而第三次会议将他逐出
了 教 会 。 他 一 直 担 任 主 教 一 职 ， 直 到 奥 理 安 皇 帝 （ Emperor
Aurelian）将他赶出。对于主教亚流（亚流主义的鼻祖，亚流主义
与苏西尼主义截然不同），人们所知的要多得多。他主张耶稣是
先前存在的，但他是被创造的（“子有段时间不存在”）。人们
认为这个观点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让耶稣既不是神也不是人。
但是，到现在仍然普遍流行的“正统”观点不也正是如此吗？杰
出的当代新约学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看起来这样认为：
“我们有人性就没有先存性，而我们有先存性就没有人性。绝不可
能两者同时拥有。”30
在离开对早期情况的介绍之前，我们应该提一下苏西尼学派
基督论的代表，主教阜提努斯（Photinus）（卒于 376 年），《天
主教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把他归为“异端”。31
阜提努斯主义者（Photinian）变成了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任何一
个持耶稣是人，且在他于拿撒勒出生前他不存在的态度的人。阜
提努斯的著作已经遗失，但是，351 年的教会会议谴责了他，并提
出二十七条咒诅，而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这些咒骂得来
的。很久之后，在第 7 世纪时，保罗派信徒（Paulician）（有可能
根据撒摩撒他的保罗命名）或许代表了我们的基督论，他们的领

29

Penguin，1993，114 页。
《 基 督 的 人 性 与 神 性 》 （ The Humanity and Divinity of Christ ）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106 页。
31 Robert Appleton Co.，1911，12：4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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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康士坦丁（Constantine）因为他的三位一体异端观点而被处死。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单一神一神论支持者来说，1977 年出版
的《道成肉身之神的神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32 尽管我们不会同
意这些学者的整体神学立场（特别是末世论立场），但是，他们
对神的教义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对此我们得表示赞赏。他们很
少使用术语三位一体或非三位一体，但他们确实质疑传统意义上
的道成肉身在圣经中是否能找得到。那正是回归施玛篇之单一神
一神论的先锋们提出的问题。听到学者们说，三位一体教义“ 既
不是由圣经决定的，也不是由体验决定的，而是由关于三位一体
教义的亚流争论决定的”，33真是鼓舞人心。
我有一个校友，曾是远近闻名的电视节目神学家，剑桥大学
教授。引起我关注的是，我发现他写到，“神的儿子不是待在父
神旁边、与他同等的第二个位格，他只是一个被神‘充满’，与
神合一的人”34。
目前，全世界神学圈里的争论与末世论和基督论相关。我们
的愿望是引导人们回到真正的耶稣，回到神的国的福音上来。
J.A.T.罗宾森，英国最有名的新约学者之一，他对耶稣的观点，主
张的是恢复简单的唯一神论。当我告诉他我在一所圣经学院教书
时，他立刻回应道：“你在那里坚持不了几天；一个非三位一体
的耶稣在美国圣经学院是很难被接受的。”但是，他自己的“异
端”观点被很多人认作正统观点，且这些人的范围之广，超出了
他所认识到的，甚至是在美国的一所圣经学院中。 35 我们可以以

32

约翰·西克编辑，SCM Press，1977。
J.A.T. 罗 宾 森 ， 《 神 的 人 类 面 孔 》 （ The Human Face of God ） ，
Westminster Press，1973，102 页。
34 唐·库比特，《关于基督的辩论》，28 页。
35 亚 特 兰 大 圣 经 学 院 （ Atlanta Bible College ） ， 前 俄 勒 冈 圣 经 学 院
（Oregon Bible College），伊利诺斯州（Illinois），自 1939 年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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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种戏剧化的形式展示关于基督论的辩论。
一些“现代”神学家：“现今我们要怎样向人们展示耶稣？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先前就存在的生命在他出生时来到了这个世
界。”
J.A.T.罗宾森：“但是等等！新约中到底有没有人那么信？没
有，信的人是早期教父；他们受诺斯底主义影响，错解约翰的著
作，忽视新约其余内容和旧约的证据，依赖保罗的几节难解的经
文，呈现出了一个先前真实存在的耶稣。但这不是圣经的耶稣。”
圣经唯一神论者：“可我们不就是这样告诉你们的吗？2000
年以来，你们非但不听，还将我们烧死，因为我们质疑你们的官
方教义。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展示真正的耶稣，他从来不
是永恒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成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1 章 4 节中
警告说，撒但最阴险狡诈的诡计会是用一个假耶稣代替真耶稣，
而约翰在约翰一书 4 章 2 节和约翰二书 7 节中警告说，不承认耶稣
是完全的人，是历史的弥赛亚，就表明了敌基督的灵。”
正统派（不相信地）：“没人会告诉我，教会有可能在一个
基本教义上已经错了将近 2000 年。”
圣经唯一神论者（回答“现代”神学家）：“耶稣作为一个
神性个体来到地上，此事会发生在他 再次降临的时候。相对于那
件事来说，耶稣 确实是 ‘先存的’，因为他是在复活之后活着
的。”
最终，将耶稣与创造主混淆的行为似乎已接近于偶像崇拜，
充满危险，而且我们也许会怀疑，当代圣经（Living Bible）过度
不精确地意译约翰福音 1 章 1-3 节、10 节，这种译法是否能鼓励
到人：“未有万物之先已经有了基督，他在太初的时候，就已经
与神同在，他就是神。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并没有一样是例
外……他来到世上，虽然世界是他造的，世人却不认识他。”
同时，沃尔特·马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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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和所有异教团体都坚决否认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同等性，
因此也就否认三位一体的神。然而，圣经的见证是确定无疑的，
而且仅上述经文［他的“引证”经文］就永远地让这种亵渎的异
端邪说哑口无言；它藉着撒但自己的力量，“用欺诈的手法操纵
神的话”，欺骗了很多人。36

另一份唯一神论历史概略
《新沙夫-赫尔佐格百科全书》关于三位一体论反对者的历史
的文章，记载了他们从他们居住的“基督教”国家那里所承受的
残酷待遇。
教会公会议之后，在狄奥多西大帝的皇权的支持下，正统三
位一体基督论得以强势实施，此时，其他关于神的观点和关于耶
稣的观点就逐渐地凋落。对神的儿子的非三位一体观点在亚美尼
亚的一个叫作保罗派的团体中存活下来。早期英国基督教显示出
一些非正统基督论的迹象，而且它在西班牙广泛传开，且于 799
年 ， 在 法兰 克 教会 中 出现 了 一 名领 袖 ，乌 尔 赫尔 的 费 利克 斯
（Felix of Urgell）。
在欧洲，当神学家们从意大利来到波兰时，波兰成了非三位
一体论者的故乡，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乔治·布兰德拉塔（George
Blandrata）。1575 年之后，领导权到了福斯特斯·苏西尼手中
（苏西尼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一所唯一神论大学在波兰的拉寇
建立起来，而且这所大学发布了一个信仰声明来描述他们的非三
位一体论观点——1605 年的拉寇信条（Racovian Confession）。事
实上，还有一个唯一神论君王：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
约翰·西格斯蒙德二世（John Sigismund II）。1658 年，罗马天主
教耶稣会下达了一个将苏西尼派人士从境内驱逐出去的法令，从

36

《异教世界》，Bethany House，2003，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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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唯一神论运动实施了决定性的镇压。这些信徒想办法到了德
国、荷兰和特兰西瓦尼亚。在匈牙利，唯一神论者找到了一个强
有力的领导者，弗朗西斯·大卫（Francis David），他成为唯一神
论教会的主教。但是，在 1579 年，罗马天主教总督将大卫置于地
方治安官的监视之下。然后他以革新者和亵渎者的罪名被判终身
监禁。大卫于 1579 年死在地牢中，他的死亡让他成为一个唯一神
论殉道者。
虽然唯一神论者继续拥有合法存在权，但他们经受了巨大的
苦难。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出版物遭到禁止，教会被查
抄。然而，1791 年的一个法规解除了对这些持异议者的压迫。37

英国的唯一神论者
16 世纪的一些英国殉道者因为亚流主义38观点而遭罪，但是，
在 唯 一 神论 的 精神 和 方法 的 表 达中 ， 第一 个 值得 注 意 的是 威
廉·奇林沃思（William Chillingworth）的《新教徒的宗教：得救
的安全之道》（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a Safe Way to Salvation）
（伦敦，1638），而第一个引人注目地应用这种方法来明确表达唯
一神论结果的，是约翰·比德尔，他在英联邦的统治下，在伦敦
组织了一个社团，并且出版了他的观点。在 1662 年，他第三次入
狱，不久之后就死于监狱疾病。1691 年，他的门徒托马斯·弗明
（Thomas Firmin）把他的著作收集起来并出版发行〔《独一之神
的信实》（The Faith of One God）〕。尽管 1689 年《宽容法令》

37

“唯一神论者”（Unitarians），《新沙夫-赫尔佐格宗教知识百科全
书》，12：82。
38 亚流主义这个术语有时候被用来指所有形式的非三位一体信念，也就
是说，它既指亚流和第 4 世纪的新亚流主义者的严格亚流主义观点，也指 16
世纪以来的“苏西尼派”（以及早些世纪以来的几个派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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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tion Act）的实施中没有包括唯一神论，而且它的支持者们
在 1698 年的法令下面临失去民权和监禁的威胁，但是，苏西尼主
义基督观和亚流主义基督观在 18 世纪期间，在英国国教和持异议
者当中，都日益受到欢迎。这股潮流中著名的例子有塞谬尔·克
拉克（Samuel Clarke）、纳撒内尔·拉德纳（Nathanael Lardner）、
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赞美诗作者］，以及菲利普·多德
里奇（Philip Doddridge）。第一个带有唯一神论之名的小教堂由
西奥菲勒斯·林德赛（Theophilus Lindsey）建立；他曾向国会请
愿 ， 求 其放 宽 必须 信 《三 十 九 条信 纲 》的 要 求， 遭 国 会拒 绝
（ 1772 年 ） ， 之 后 ， 他 辞 去 他 在 约 克 郡 卡 特 里 克 （ Catterick,
Yorkshire）的职位，1778 年，他在伦敦埃塞克斯街（Essex Street）
建立了这个教堂。在他的伦敦教堂中，他使用克拉克修订的英语
祈祷书。林德赛受到长老会成员（Presbyterians）精神上的支持，
他们自 1688 年脱离教义限制起就建立了他们的教堂，而且他们追
求的是惟独遵从圣经，因而他们弃绝了加尔文教派的观点和三位
一体教义。杰出的科学家、政治评论家，以及神学家约瑟夫·普
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在这个变化中施展了决定性影响。普
里斯特利公开承认自己是苏西尼派，并在利兹（Leeds）（176880）和伯明翰（Birmingham）（1780-91）担任牧师职务……他于
1804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去世……伯明翰
的 普 里 斯 特 利 和 伦 敦 的 林 德 赛 （ 1795） 二 人 的 继 任 者 是 托 马
斯·贝尔舍姆（Thomas Belsham），他设法使得“基督简单的、
固有的人性”成为唯一神论的公认观点。另一位值得注意的领袖
是兰特·卡彭特（Lant Carpenter），他是布里斯托尔（Bristol）
的一位布道者。1813 年，对唯一神论者的法律限制被取消，1825
年，长老会和浸信会（Baptist）教会联合起来，成立了英国与外
国一位论者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Unitarian Association），后来，
较 小 的 卫 理 公 会 （ Methodist ） 团 体 如 “ 基 督 徒 兄 弟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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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brethren）加入长老会和浸信会教会。至 1844 年《持异
议者的教堂法令》（Dissenters’ Chapels Act）颁发时，古老的捐助
和教堂的拥有权都得到了保证。全国性的会议，也就是一个纯粹
的审议机构，于 1881 年建立。1911 年，有 378 名牧师，374 个教
会 ， 其 中 295 个 在 英 格兰 ［ 至 1912 年 时 ］ 。曼 彻 斯 特 学 院
（Manchester College）、牛津大学，以及曼彻斯特的家庭传教士学
院 （ Home Missionary College ） 提 供 神 学 教 导 。 希 伯 特 基 金
（Hibbert Fund），由牙买加的种植园主罗伯特·希伯特（Robert
Hibbert）（1849 年去世）设立，它促进学术研究，并与这片大陆
的神学自由主义建立起联系。著名的希伯特讲座（Hibbert lectures）
和希伯特杂志（Hibbert Journal）（自 1902 年 10 月起）就由这个
基金提供赞助。威尔士唯一神论（Welsh Unitarianism）始于亚
米纽斯主义信徒（Arminian）对加尔文主义的反抗，由詹金·琼
斯（Jenkin Jones）于 1726 年在勒温莱多温（Llwynrhydowen）
领导。他的继任者们采纳了亚流主义观点。在南威尔士有 34 个教
会，并且在卡马森（Carmarthen）有一所学院。爱尔兰唯一神论
（ Irish Unitarianism ） 开 始 于 1726 年 ， 当 时 安 特 里 姆 郡
（Antrim）的长老会从宗教大会中分离出来，为要建立不受信条约
束 的 敬 拜 。 1830 年 ，阿尔 斯 特 抗 议 者 宗教 会 议（ Remonstrant
Synod of Ulster）以类似的原则建立，1835 年，爱尔兰不信人为教
条长老会协会（Association of Irish Non-Subscribing Presbyterians）
将这些自主教会统一起来。有 38 个教会，主要分布于安特里姆郡
和唐（Down）。在苏格兰，有 7 个教会，最古老的教会〔爱丁堡
（Edinburgh）教会〕可追溯至 1776 年。39

39

同上，82-83 页。

398

持异议的英雄
美国的唯一神论
首次公开承认唯一神论的，是 1785 年国王礼拜堂（King’s
Chapel）的詹姆斯·弗里曼（James Freeman），该教会是位于波
士顿的最古老的圣公会教会。所有讲到基督之神性和三位一体的
内容，都从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中被删除了。在
18 世纪中期，唯一神论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东部的公
理 会 教 会 （ Congregational churches ） 中 兴 旺 起 来 。 随 着 约 瑟
夫·巴克敏斯特（Joseph Buckminster）和威廉·埃勒里·钱宁
（William Ellery Channing）雄辩的讲道，非三位一体观点在哈佛大
学盛行；威廉·埃勒里·钱宁还创办了两份期刊：《每月文集》
（ Monthly Anthology ） （ 1803 ） 和 《 基 督 的 门 徒 》 （ Christian
Disciple）（1813）。在一篇关于“唯一神论基督教”（Unitarian
Christianity）（1819）的讲道，以及《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道德论
据》（Moral Argument against Calvinism）（1820）中，钱宁公开
向他的对手提出质疑。美国唯一神论协会（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于 1825 年产生。第一次教会大会于 1865 年在纽约召
开。1894 年的大会宣告：“这些教会接受耶稣的宗教信仰，同时
相信，根据耶稣的教导，真正的宗教信仰应归纳为爱神和爱人这
两项。”40 这个宣言看起来并不惹人反感，但它所谈的神不是三
位一体神，而是耶稣本人的信条中的独一之神。
自 20 世纪早期，也就是《沙夫-赫尔佐格百科》的文章被撰写
以来，唯一神论当然还在继续。总体来说，唯一神论者已经变得
不太“恪守圣经”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抓住圣经的核心教
导，如童女生子、大复活以及基督复临。这些核心真理的丢失，
可能使唯一神论很难对福音派信徒产生吸引力，而就这方面来说，
错误在于唯一神论丢失了它的圣经基础，而不在于它拒绝了那些
取代了耶稣之信条的信条。

40

同上，8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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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人人都信三位一体神吗？
“甚至从约翰福音中也几乎不可能得出任何关于三位一体教义
的真实的结论。”1
“讲到耶稣基督时，很多三位一体论者都称他为‘子神’。然
而圣经从未称他为子神，而是称他为神的儿子。这两个短语绝对
无法互换。后者是圣经真理，而前者是神学的发明创造。”2
“在先存性的问题上，人们至少能够接受神永恒的话或智慧的
先存性，接受它（他？）在耶稣身上成了肉身。但是，是否有哪
位新约作者相信他作为‘第二个神性位格’独立地、有意识地存
在，这一点却并不这么清楚。”3
“基督教在执行对外邦人的传教使命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
个新的宗教。教会……已经忘记或拒绝弄懂耶稣真正教导的内

1

拉·杜，《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指南》，26 页。作者接下来说，约
翰的“三位一体观点”激发了伊格那丢和爱任纽。
2 罗伯特·卡登（Robert Carden），《独一的神：未完成的改革》（One
God: The Unfinished Reformation），Grace Christian Press，2002，115 页。
3 F.F.布鲁斯，书信，1981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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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4
在前面一章的开头，我们列举了很多教堂信众在思考神和耶
稣是谁时混乱不清的思想。大部分人在头脑中保留着下面这些前
后矛盾的概念，把它们当作一个悬而未决的逻辑问题：
1）“耶稣基督是神”；2）“神是我们的天父”；3）“耶稣
基督不是我们的天父”；4）“不是两位神”。然而他从未考虑过
如何将这四个独立的观念协调到一起；有可能他从来没想到过，
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普通英国人没在这个问题上费神。5
虽然基督教“学术界”似乎对流行的福音派神学影响甚微，
但是它常常坦率地承认，给神所下的三位一体定义对于第 1 世纪
的基督徒来说，闻所未闻。这种观点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群体中广
泛地为人所信，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但福音派人士，不但不
承认他们为人所普遍接受的体系中含有大量传统思想，反而非要
竭尽所能地将三位一体强加到新约中，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上，甚
至强加到希伯来圣经中。各种学派的作者中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
矛盾，应该促使读者去仔细研究一下，谁说的才是事实。
受人欢迎的评注作家威廉·巴克利否认耶稣 就是雅伟时，表
达得清清楚楚：“新约没在任何地方将耶稣等同于神。”6著名的
福音派人士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却不那么认为：“将神的
头衔和神的经文从雅伟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就 确认了耶稣是

4

E.F.斯科特，《新约中的神的国》，156 页；作者在思考耶稣教导中末
世的神的国是如何被教会改变的。相似的变化也出现在教会将神看作三位一
体神的教义上。
5 理查德·阿姆斯特朗，《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8 页。
6 《属灵自传》（A Spiritual Autobiography），Eerdmans，1975，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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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但是他还说：“没有哪一处记载说，在［耶稣的］教导中，
他曾毫不含糊地宣告，‘我是神’；这一点确实是事实。”7

历史的裁断
很多教义史学家坦白地承认，圣经后时期的教义背离了新约
教导。在使徒们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形势变得非常糟糕。下列
这些引用的杰出专家的话将事情显示得很清楚：
317 年，在埃及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论，争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
果。这个致命的争论致使整个基督教世界产生如此可悲的分裂，
而争论的主题，就是神体包含三个位格的教义；这个教义，在之
前的三百年中，幸而未被人类探究的好奇心触及。8
当我们回顾［三位一体教义］漫长的统治时代时……我们应
该认识到，为数不多的教义却制造出了更多的纯粹的邪恶。9
基督论教义实际上从未简单地按照逻辑推理法从圣经表述中
得出结论……在实践中，教会通常没有将它的基督论单单建立在
新约见证的基础上（不管它在理论上是怎么宣称的）。10
希腊人将耶稣是合法代理者的概念扭曲成本体论的同一性
（ontological identity），因此创造出一套不合逻辑的信条和教义，

7

《真正的耶稣》（The Authentic Jesus），Marshalls，1985，33 页，31

页。
8

J.L. 莫 斯 海 姆 （ J.L.Mosheim ） ， 《 教 会 史 概 要 》 （ Institutes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纽约：Harper，1839，1：399。
9 诺顿，《不信三位一体论者之教义的原因》，373-374 页。
10 莫里斯·怀尔斯，《重塑基督教教义》，54 页，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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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之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带来了混乱及恐怖。11
既然三位一体是后来的基督教教义这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
这个词在新约中没有出现，就是令人震惊的事情。同样地，在后
来的信条声明中所表示的、发展出来的概念，即神体中有三个同
等的合作者的概念，在正典范围内也无法清楚地查探出来。12
成为人的神，与没有成为人的神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给它定
性的时候，要如何做到既不摧毁神的单一性，又不破坏基督论？
无论是尼西亚会议，还是［第四］世纪的教父，都没有……令人
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13
尼西亚会议采用了非圣经用语，这是教义发展的里程碑；三
位一体神是真的，因为教会——通过其主教讲话的大公教会——
这么说，哪怕圣经没这么说！……我们有一个表达式，但那表达
式包含了什么呢？教会的儿女中没人敢寻找答案。14
有些久负盛名的福音派评注坦率地承认唯一神论：“只有一
位，即父，能被绝对地称作‘独一的真神’，基督不可能同时也
被如此称呼（甚至在约翰一书 5 章 20 节中，他也不是“真神”）。
耶稣作为父的特派员，与父合一地作工（约 10：30），并且他是

11

G.W.布坎南（G.W. Buchanan）教授，来自来往书信，1994。
“三位一体”（Trinity），《牛津圣经手册》（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ib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782 页。
13 J.A.多纳（J.A. Dorner），《基督位格教义发展史》（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erson of Christ），T & T Clark，1889，第 I
部分，2：330。
14 “教义，教义神学”（Dogma, Dogmatic Theology），《大英百科全
书》，第 14 版，1936，7：501，5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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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代表（约 14：9，10）。”15
C.K.巴雷特教授深受赞誉的约翰福音评注以显然的唯一神论
含义解释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要有永生就得认识的那位神，是
唯一可以受此描述的存在；因此，从这一点我们必然得出，惟有
他才是真正的神（theos）。”16
基督论研究领域的知名人士似乎承认了我们所持的三位一体
不是新约教义的观点：“没有哪位有责任心的新约学者会宣称，
三位一体教义是耶稣教导的，或是最早的基督徒传讲的，或是新
约中的哪位作者有意识地相信的。”17
任何有基本历史意识的人都必须承认，三位一体教义作为一
个教义，不是原始信息的一部分。圣徒保罗不知道它，也理解不
了教会最终同意的神学方案中所用术语的含义。18
组成三位一体教义的各条……不是从新约直接得来的，而且
无法以新约中的用词来表达。它们是对启示出的真理进行理性推
测而形成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形成的，是经
过构思才制定的，是以希腊和罗马的形而上学的术语订立的。19
对正统基督论的这种批判……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态度……目
前［1911 年］，我没听说过有哪位德国的福音派神学教授［想要
复制陈旧的正统规条］。德国所有有学问的新教神学家，即使在

15

H.A.W.迈耶，《约翰福音注释》，关于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
《约翰福音》，Westminster，1978，504 页。
17 A.T.汉森，《不能看见之神的像》，87 页。
18 W.R.马修斯，《基督徒所体验的神》（God in Christian Experience），
1930，再版，Kessinger，2003，180 页。
19 《大英百科全书》，第 9 版，23：24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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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的时候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实际上也都一致地承认，正
统基督论没有正确对待耶稣真正的人类生命，而且基督有两个本
性的正统教义不能以它的传统形式继续存在。我们所有的系统神
学家……都在他们的基督论中寻找新途径。20

“神的儿子”的语言
令人欣慰的是，圣经研究已经离开了神的儿子等于子神这个
站不住脚的概念：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神的儿子”这个词组，以及
如何理解它所提出的、关于耶稣和他所称的父的关系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问，“神的儿子”到底在不在神的头衔中，以及它本
身是不是神的头衔。无疑，在圣经的语言中，很多地方都明确地
显示它不是给神的一个称号。在路加福音的耶稣的家谱中，亚当
被称为“神的儿子”（路 3：38）。何西阿书 11 章 1 节（马太福
音 2 章 15 节引用此节）讲到以色列民族是神的儿子。在所罗门智
训（Wisdom）2 章 18 节中，义人被称为神的儿子。拿单给大卫的
预言包含神对大卫的继承人的应许：“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撒下 7：14；比较诗 89：26-27）。这段经文还出现在昆
兰的一个见证集中〔经文论集 10 章及其后（4QFlor 10f.）〕，这
表明这个预言的弥赛亚意义在第 1 世纪犹太教中，是一直被思考
的一个主题。在诗篇 2 篇 7 节，受膏的君王在他就职时被称为神
的儿子：21“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徒 13：33；来 1：

20

弗里德里希·卢夫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是什么？》（What Is the
Truth About Jesus Christ），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3，202 页，203 页。
21 在使徒行传 13 章 33 节、希伯来书 1 章 5 节和 5 章 5 节中，诗篇 2 篇 7
节其实是应用于耶稣被生在马利亚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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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中被引用；比较彼后 1：17）。耶稣受洗后，Bat Qol（天
上的声音）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可 1：11；太 3：17；路 3：22；
比较约 1：34），而这节经文就是原始资料。这声音也确认 耶稣
是神所拣选、所喜悦的仆人（赛 42：1；比较太 12：18-21）。
根据这些经文的上下文，“神的儿子”这个头衔本身不是神
自己的一个称号，也不是描述神体内形而上学的区别的表达式。
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子”，他就必须 不是神！它是给
受造之物的一个称号，表示与神的一种特别关系。它尤其指神的
代表，神的副摄政王。他是王的称号，证明王是神的儿子。因此，
我认为“神的儿子”这个头衔在耶稣受洗时用在他身上，是在证
实他是神的儿子-君王，因为他是用圣灵膏立的。类似地，C.F.D.
摩尔这样评论耶稣受审的那一幕：“在马可福音 14 章 61 节，大
祭司的话‘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福音书作者对
它的理解可能是，它是在问弥赛亚的身份。”这个头衔表达了耶
稣作为被膏立的代表，通过圣灵与父所拥有的 亲密关系，而这种
关系的高潮，在福音书叙述中被描述为他的死亡和被离弃时的呼
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可 15：
34）。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应该给马可福音开头的“神的儿子”这
个词组（可 1：1）所附上的含义……我们也不能将几个世纪后的
神学读进十字架脚下那个百夫长的见证之中：“这人真是神的儿
子”（可 15：39；太 27：54；比较路 23：47“这真是个义
人！”）。在我看来，“神的儿子”这个词组最终与“神的像”
这个词组汇聚于一点；而“神的像”，应该被理解为神的代表，
神的灵住在他里面，神赐他管理之职，并赐他权柄，代表神行事。
耶稣“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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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罗 1：4，新译本）；“神的儿子”这
个称号是再次确认那种拥有神的权柄的子-君王身份，至少通过复
活，圣灵已经推翻了公会的负面判决，即认为耶稣是企图带领以
色列误入歧途的亵渎者，判他死刑的判决……
在我看来，将第四福音书中关于子以及子与父的关系的陈述，
看作是内在的三位一体关系的表达，似乎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但是这种系统地错读第四福音书的行为，似乎有很多原因在于社
会上的三位一体思想。因此，诸如“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
和那些关于耶稣与父在彼此里面（约 10：38；14：10-11，20；17：
21，23）之类的表述，就被理解为关于三位一体神的“位格”的
内在关系的表述。然而，第四福音书本身不需要这种理解。当这
些表述被放在上下文中去阅读的时候，它们 显然是关于耶稣与父
在地上的关系的表述。
一个很常见但很明显的、对约翰福音开篇语的错读是，认为
它好像是在说：“太初有子，子与神同在，子就是神”（约 1：
1）。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用“子” 代替了“道 /话”（ word）
（希腊语 logos），因此“子”就被变成神体的一个成员，从一开
始就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跟着约翰福音序言的思路走，
那么永恒地与神先存，并且是神的，是“道/话”。22

无圣经基础的三位一体
学习圣经的学生习惯于将耶稣认作神，并且坚称，信三个同
等、同永恒的位格在一位神里面的三位一体神，是真信仰的标记。
然而，很多公认的圣经学者不认为耶稣在圣经中以三位一体的意

22

科林·布朗，“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听道》7，1991，87-89 页，
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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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被称作神。杰出的圣经专家，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坚
持认为，圣经没在任何地方教导三位格之神的教义。
最近一个关于基督教的普遍的讨论表明，三位一体教义“无
疑是最难理解的圣经教义之一”。 23 三位一体论者所面对的最难
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在马可福音 13 章 32 节，耶稣承认他作为儿
子（即：神的儿子），不知道再临的时间。如果耶稣并非无所不
知的话，那么他怎么能是神呢？如果耶稣什么都知道的话，那么
为什么耶稣的父必须给他复活了的、受荣耀的儿子一个启示呢？
（启 1：1）对于这些问题，三位一体论者能提供诚实的答案吗？
在圣经以及犹太传统中，神知晓万事，包括未来〔赛 46：10；
亚 14：7；比较以斯拉四书（4 Ezra） 4：51，52；巴录二书（2
Bar.） 21：8〕。人类和天使不拥有这种全知。马可福音 13 章 32
节明确地将耶稣排除在绝对的神之外，因此，这节经文对于圣经
后基督徒来说，是节令人困窘的经文。后来有人试图将这句话解
释为，耶稣事实上真正知道的东西，没有 让他知道；这种说法根
本解释不了“神的儿子承认他一无所知”这件事。说他在人的本
性里说话时，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他在神的本性里所知道的东西，
只能说明评注家们挣扎着让后来的“子神”去适合圣经的内容，
而他，是不属于圣经的。
耶稣从没在任何经文中说他是神。在马可福音 10 章 18 节，
他将他自己和唯一至善的神区别开来。如果耶稣是神，那他为什
么要把他的父独立出来，说他是唯一至善的呢？
要研究谁是圣经中的至高神，公正的方法就是从占了我们圣
经 75%的、我们称为旧约的内容开始做起。这些可是养育耶稣长
大的圣经。有一个事实非常简单，但常常没有受到该有的关注，
它就是：旧约成千上万次用 单数人称代词描述神。而单数人称代

23

罗 恩 · 罗 兹 （ Ron Rhodes ） ， 《 基 督 教 的 核 心 》 （ The Heart of
Christianity），Harvest House，1996，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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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如果你拿起一本书，书中的一家之父被几百次地用单数人称
代词“我”和“他”来描述，你会怎样理解？如果接下来，那位
父亲说：“我们去度假吧”，你会立刻认为那位父亲其实 不止一
个人吗？还是说，你会认为那位父亲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他是
在邀请其他人和他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呢？
令人惊讶的是，当一些圣经读者读到创世记 1 章 26 节，看到
神说“我们要（let us）……造”时，他们就急忙地得出结论说，
神不止一位。这种做法是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的。圣经反反复复
地将神描述为“我”（主格）、“他”（主格）、“他”（宾格）
以及“我”（宾格）。到了非常少见的场合，神说“我们要……”
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神让其他方同他一起，而神则是一位神。圣
经读者怎么会想象“我们要……”的意思就是“我们 三位要……”
呢？这节经文根本没说一个神体内的三位成员的事情——根本没
说子和圣灵的事。神在什么地方曾对他自己的灵讲话呢？
NIV 研读本圣经中（对创世记 1 章 26 节）很有帮助的注释指
出，神以某种方式让他的天使参与了创造工作。人类和天使都与
神有相似之处。在一个相似的“我们要”表述（只有 4 个这样的
表述），即以赛亚书 6 章 8 节中，“谁肯为我们去呢？”，所说
的话显然是对服役的天使说的。
《真道圣经注释》（“由国际学者团队所著，福音派批判性学
术最好的展示”）直接了当地声明，“创世记 1 章 26 节暗示了三
位一体”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现在，人们已普遍承认，这种［预示三位一体的］说法不是
原作者所理解的复数意思……当天使出现在旧约中时，他们经常
被描述为人（例如：创 18：2）。而且事实上，1 章 27 节中“创
造”一词使用了单数动词形式，这其实就表明，在创造人类时神
独自作工。因此，“我们要造人”应该被看作是神向天上的宫廷
成员（heavenly court）的宣告，以使天使之军注意他创造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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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如约伯记 38 章 4 节和 7 节所说：“我立大地根基的
时候……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比较路 2：13-14）。24
寻求真理的人在进行他们的研究时，应该有意识地不要从三
位一体是真正的圣经教导这个 假设着手。他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开
始，然后寻找真凭实据。旧约中有这样的证据吗？很多人早就不
认为创世记 1 章 26 节表明神里面有复数位格了。创世记 1 章 26 节
和复数形式 Elohim 中，都没有丝毫的证据来证明三位一体。
在著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信条（申 6：4，耶稣在马可福音 12
章 29 节中引用，作为基督教的信条）中，单词“一”里也没有任
何证明三位一体的证据。那条最基本的信条说：“以色列啊，你
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希伯来语词典正确地告诉我们，
“一”的意思是“单一的”。Echad 被使用了大约 970 次，毫无疑
问，它的意思是“一”，不是“二”或更多。在以色列和耶稣的
核心信条中，主被描述为“独一的主”，即“单一的一位主”。
单一的一位主，意思就是一位，不是三位。
对三位一体的反对并非限于所谓的“异教团体”。这是公众
的错误观念。艾萨克·牛顿爵士、约翰·洛克，以及约翰·弥尔
顿都反对三位一体。他们被算在 17 世纪最有头脑的人当中。他们
三位都强烈地反对三位一体教义。这些人不可能仅仅以未受良好
教育或心怀偏见为由就置之不理。对于他们所信的，他们有非常
好的论据，而且他们用写作进行辩护。他们三人都是态度坚决的
反三位一体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是如此，
他从圣经的角度仔细地研究了三位一体问题。有多少人知道哈佛
大学曾经表达过非三位一体观点呢？当代圣经学者中，越来越多

24

戈登·J.韦纳姆（Gordon J. Wenham），《真道圣经注释：创世记 1-15》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Genesis 1-15），Word Books，1987，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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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认识到三位一体是圣经后时期发展出来的新事物。
显然，关于神的问题会激起激烈的情绪。提醒我们记得教会
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幕，是有益的；当时，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使用
天主教的强大威力，将杰出的语言学家、医生、地理学家，以及
圣经专家迈克尔·塞尔维特烧死在火刑柱上。 25 因教义问题而将
别人烧死，是圣经绝对不允许的，而且它也许会让人心生疑问，
就神是谁而产生的这种迫害他人的激情，是由什么样的灵所驱使
的。

回顾并总结关键因素
三位一体教义依赖于一个非常缺乏圣经根据的概念：子是
“永恒受生的”。三位一体论声称神的儿子没有起始点。他是一个
永恒的非受造的存在。没有“永恒受生的子”，就没有三位一体。
那么圣经支持神的儿子是“永恒受生的”吗？
有些权威著作想让公众轻易地接受一大条错误信息。他们会
说，诗篇 2 篇和诗篇 110 篇 1 节中，有“神体的两个成员的对
话”。26寻求真理的人应该仔细地查看这两段经文。诗篇 2 篇 7 节
讲到，独一的神雅伟（主，the LORD）对子，即弥赛亚讲话。父
说：“我今日生你。”“生”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
“今日”的意思显然是“今日”。“今日”不是“永恒”。诗篇 2
篇 7 节中根本没有三位一体的论据。没有“永恒受生”的子，就
不可能有三位一体。诗篇 2 篇 7 节与三位一体是矛盾的，而且它

25

这件骇人听闻的残酷罪行，是为了支持三位一体论而犯下的，关于此
事的优秀叙述，请参看马里安·希勒，《审判塞尔维特（1511-1553）：为良
心自由而奋战的转折点》（The Case of 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Conscience），Edwin Mellen Press，
1997。
26 转引自帕特里克·纳瓦斯，《神的真理还是人的传统？》，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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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在子被生之前，有时间存在。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告诉
我们子什么时候被生。那是大约 2000 年之前，在巴勒斯坦。当神
的大能降临到马利亚身上，神的儿子就开始存在，成为父所生的
儿子〔参看路 1：35；太 1：20：“所生的”（begotten）〕。
七十士译本的诗篇 110 篇 3 节写的是：“从胎腹（womb：直
译为“子宫”）中，在晨星前，我生了你。”我们的旧约所写的
与此不同，但是很多希伯来抄本，包括第 2 世纪的别西大译本
（Peshitta）（叙利亚文圣经译本）和教父俄利根所用的希伯来文
本，所保留的经文都与七十士译本一致。三位博士寻找标志弥赛
亚诞生的星，他们的依据会不会就是诗篇 110 篇 3 节中的这个预
言呢？“在晨星前”可能是从空间上被理解的，意思是“在晨星
面前”。如果是那样的话，东方三博士就期盼着找到由一颗特别
的星所标记的弥赛亚的出生地（太 2：9）。
有一件非常让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诗篇 110 篇 3 节的某些
希伯来文本被重新标点。“重新标点”，意思是给辅音字母加插
一组新元音，从而改变经文的含义。我们的圣经所翻译的希伯来
语是“从晨曦初现时（直译：从早晨的胎腹），你的少年人好像
甘露，到你那里”（NRSV）。“你的少年人”（your youth）翻
译的是这组希伯来辅音字母：YLDTCH。这组字母加上一组元音，
给我们的是“你的少年人”。但是同样的辅音字母，换一组元音，
给我们的却是“我生你”（I have begotten you）。27而这个词组，
在诗篇 2 篇 7 节——“我今日生你”——的所有希伯来抄本中都
找得到。
因为七十士译本写的是“从胎腹中，在晨星前，我生了你”，
所以这可能是原本的正确版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提供
了另外一个关键的引证经文，证明子在历史中被生。清楚无疑，

27

对这些事实的证实，请参看莱斯利·C.艾伦（Leslie C. Allen），《真
道圣经注释：诗篇 101-150》（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Psalms 101-150），
Word Books，1983，81 页。

412

人人都信三位一体神吗？
诗篇 110 篇根本没有提供“永恒受生的子”的信息。它是圣经后
教父的发明创造，而且它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不去注意神的
弥赛亚儿子在历史中受生或开始存在于世。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绝对没有神体的成员之间的对话。在
那篇诗篇中，雅伟对“我主”说。我们所谈的“主”（lord）不是
雅伟（Yahweh）而是 adoni（“我主”）。在旧约中，adoni 出现
195 次，意思全都不是神，而是人类（或偶尔为天使）的位分较高
者。表示神的有另一个单词——Adonai，它在其 449次的使用中全
部都指神。Adonai 和 adoni 向我们显示出圣经对神和人的区分。诗
篇 110 篇 1 节中的弥赛亚是以人的称谓，而不是以神的称谓来称
呼的。正是因此，保罗才写道：“只有一位神，就是父”（林前
8：6）。“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
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新英语译本中译本）。
耶稣是主弥赛亚（路 2：11；太 16：16），不是主神。
公认权威的证据
下面的见证来自声名卓著的公认的权威，它们证明，“耶稣
是神”，且圣经教导了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体的说法，常常是一种
宣传语，并非真正的事实。虽然流行基督教中的很多人对非三位
一体论者的态度仍然很无情，但后者从头脑清晰、明智理性的人
物的思想中，是能够获得安慰的，这些人既有福音派人士，也有
其他人士。下面这些话都出现于圣经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的著作
之中：
“在圣经中找不到三位一体（Trinity）这个词，而且……直到
第 4 世纪时，它才正式地在教会的神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28

28

《圣经图解词典》，3：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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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并非直接出自神的话”。29
“在圣经中，至今没有一个词用来指三个神性位格合起来的整
体。单词 trias（trinitas 是它的一个拉丁语译词）首见于约公元 180
年的安提阿的提阿非罗（Theophilus of Antioch）的著作中……之
后，它以其拉丁语形式 trinitas 出现在特土良的著作中。”30
“不能从用法中仓促得出结论，因为［特土良］没有将这些词
［后来被用于三位一体论］应用在三位一体神学上。”31

旧约中有三位一体吗？
“旧约中没有暗示神体里有内在的区分；在旧约中寻找道成肉
身教义或三位一体教义，都是年代错置。”32
“今天的神学家们一致同意，希伯来圣经不包含三位一体教
义。”33
“旧约中没有教导三位一体教义。”34

29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McGraw-Hill，
1967，14：304。
30 《天主教百科全书》，15：47。
31
迈克尔·奥卡罗尔（Michael O’Carroll），《三一：圣三位一体神学百
科全书》（Trinitas: A Theolog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Holy Trinity），Liturgical
Press，1987，208 页。
32 詹姆斯·黑斯廷斯（James Hastings）编辑，《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
（Encyclopæ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T&T Clark，1913，6：254。
33 《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Macmillan，1987，15：
54。
34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1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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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根本没有明确地，或通过必需的暗示，告诉我们有关三
位一体神，即父、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神的事情……没有证据证

明哪位圣经作者甚至推测过神体内一位［三位一体神］的存
在 ……甚至在旧约中查看三位格之三位一体神的暗示、预示或
“隐蔽的预兆”这种举动，都超出了圣经作者的话语和意图。35
旧约是严格的一神论。神是单一的一个个体存在。认为三位
一体神能在那里被找到的观念，完全没有基础。旧约与新约之间
没有断层。一神论传统是延续着的。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受犹太
父母的旧约圣经训练。他的教导是地地道道的犹太教导；确实是
一个新福音，但不是一套新神学……而且，他将犹太教一神论的
重要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接
受为他自己的信仰。36
旧约几乎不能被用作权威资料以证明神体内不同个体的存在。
那位神性讲话者使用了“我们”一词（创 1：26；3：22；11：
7），这确实不寻常，但这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在他周围还有其他
比人类级别更高的生命（赛 6：8）。37
从斐罗起，犹太评注家们普遍认为使用复数［创 1：26：
“我们要……造人”］，是因为神在对他天上的宫廷成员，即天使
们 说 话 （ 比较 赛 6 ： 8） 38 … … 从 《 巴拿 巴 书 信》（ Epistle of
Barnabas）和殉道者游斯丁——他认为复数暗示了基督——开始，

35

埃德蒙·J.福特曼（Edmund J. Fortman ），《三位一体神》（ The
Triune God），Baker，1972，xv，8 页，9 页。
36 L.L.佩因，《三位一体论演化批判史》，4 页。
37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2：205。
38 这也是 NIV 研读本圣经所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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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历来认为这节经文预示了三位一体。现在，人们已普遍承
认，这种说法不是原作者所理解的复数意思。39

新约中有三位一体吗？
“没有使徒会想象有三个神性位格。”40
“神学家们同意，新约也不包含清楚明确的三位一体教义。”41
“新约作者们……没有给我们正式的或明确规定的三位一体教
义，也没有明确教导，在独一的神里有三个同等的神性位格……
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三位一体教义，即三个截然不同的神性生命
和神性活动的主体存在于同一神体里的教义。”42
“单词三位一体和明确的教义都没有出现在新约中。”43
“就新约而言，在它当中是找不到确切的三位一体教义的。”44
“新约不包含发展而来的三位一体教义。”45

39

戈登·J.韦纳姆（Gordon J. Wenham），《真道圣经注释：创世记 115》，27 页。
40 埃米尔·布拉纳（Emil Brunner），《基督教关于神的教义》（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Lutterworth Press，1962，1：226。
41 《宗教百科全书》，15：54。
42 福特曼，《三位一体神》，xv，xvi，16 页。
43 《新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85，11：
928。
44 伯纳德·洛赛 （ Bernard Lohse），《 基督教教 义简史》 （ 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Fortress Press，1966，38 页。
45 《新国际新约神学词典》，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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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没有明确地宣告，父、子和圣灵有相同的本质。”46
“在原本简单直接的三因素式信条声明上，一种越来越自负、
越来越思辨的，关于三位一体的推测堆积了起来……尽管新约中
有很多关于父、子和圣灵的三因素式声明，但是，不管是约翰福
音中，还是后来的使徒信经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与一位在三
个位格里的神有关的、严格意义上的三位一体教义。”47
“耶稣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现象，而且新约中三位一体这个单
词从未出现过。这个概念是我们主被处死三百多年以后教会才采
用的。”48
“原始基督教没有像随后信经中那样详细阐述的、明确的三位
一体教义。”49
“然而，早期基督徒起初没有想到将三位一体概念应用到他们
自己的信仰中。他们对父神，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保持敬虔，他
们也认识到……圣灵；但他们不认为这三者其实是一位三位一体
神，同等且合而为一。”50
“起先，基督教信仰不是三位一体论……在使徒时期和次使徒
时期（sub-apostolic age），它不是这样，正如新约和其他早期基
督教著作中所反映的。”51

46

同上，引述卡尔·巴思（Karl Barth）。
汉斯·昆（Hans Küng），《论基督徒》（On Being a Christian），
Doubleday，1976，472 页，473 页。
48 亚瑟·威格尔（Arthur Weigall），《我们基督教中的异教》（The
Paganism in Our Christianity），G.P. Putnam’s Sons，1928，198 页。
49 《新国际新约神学词典》，2：84。
50 威格尔，《我们基督教中的异教》，197 页。
51 《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24：46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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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4 世纪末之前，‘在三个位格里的独一神’这个表达式
没有牢牢地确立下来，也无疑没有被完全吸收到基督徒的生命中，
以及其信仰告白中……在使徒教父当中，甚至连近似于这种心态
或观点的东西都没有。”52
“第 4 世纪的三位一体论没有准确地反映出早期基督徒关于神
的本质的教导；相反，它背离了这种教导。”53
“新约丝毫都没给出迦克墩会议的教导。那次会议不但用其他
语言重新阐述了新约关于耶稣的本质的资料，并且根据当时的希
腊哲学思想给它重新确立概念。而且那种重新概念和重新阐述，
远远超出了新约资料。”54

单词 Elohim（神）暗示了神体内有不止一个位格吗？
“［Elohim］指神体内三个位格的三位一体，这种富于幻想的
概念现在在学者当中几乎找不到支持者了。这个词或者是语法学
家所称的表权威的复数 ，或者是指神的 完全的力量，神所展现的
全部能力。”55
“在复数形式‘Elohim’中会发现［三位一体］教义，这种解
释虽然虔诚，但却有害。”56
“Elohim 必须更合理地解释为加强式复数，指神的伟大和权

52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14：299。
《大美百科全书》，1956，27：249。
54 约瑟夫·费茨迈耶，《基督论教理问答》，102 页。
55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圣经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1986），220 页。
56 《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24：45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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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57
早期教义学家认为，像三位一体这么基本的教义，旧约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 然而，没有哪位现代神学家……能够继续坚持
这种观点。只有不准确的、忽视了更直接的解释理由的解经，才
会从神的名字 Elohim 的复数形式，即创世记 1 章 26 节的复数用法
中看出三位一体神，或是看出对三个位格的礼拜用语，例如民数
记 6 章 24-26 节亚伦的祝福，以及以赛亚书 6 章 3 节的三圣哉。58
希伯来圣经中神的名字 elohim 的复数形式经常被当作证据来
引用，以证明神体内有复数的位格……这样使用圣经，可能无法
增进真理的好处，对教义也没有益处……elohim 的复数可能指出
了神里面潜藏着的神性的多重性，即三个位格的区分，或者，它
也可能被解释为权威和美德的复数。为了被用作三位一体的有效
引证经文，这种表达形式所遭遇的解释实在太多了。59

耶稣是神吗？
耶稣从未说过“我是神”。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是神
的儿子。
“耶稣不是神，而是神的代表，而且，以这样的身份，他完完
全全地代表神，代替神站在世界面前……［约翰的］福音清楚地

57

《美国闪语言文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05，21：208。
58 《新沙夫-赫尔佐格宗教知识百科全书》，12：18。
59 弥 尔 顿 · 特 里 （ Milton Terry ） ， 《 圣 经 释 经 学 》 （ Biblical
Hermeneutics），Zondervan，1975，5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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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神和耶稣没有被看成完全相同的两位，如 14 章 28 节所说，
‘父是比我大的’。”60
“显然，保罗没有称耶稣为神。”61
“保罗一贯将基督与神区分开。”62
“保罗从来没有明确地把耶稣与神等同起来。”63
“保罗从来不曾给基督冠以‘神’的名或将他描述为
‘神’。”64
“当新约作者讲到耶稣基督时，他们不把他当作神来讲，他们
也不认为他是神。”65
“卡尔·拉内［杰出的罗马天主教发言人］如此强调地指出，
新约中的子从来没有被描述为 ho theos［独一的神］。”66
“［约翰福音的］清楚的证据是，耶稣拒绝宣称是神……同时

60

雅各·杰维尔（Jacob Jervell），《约翰福音中的耶稣》（Jesus in the
Gospel of John），Augsburg，1984，21 页。
61 西 德 尼 · 凯 夫 （ Sydney Cave ） ， 《 基 督 之 位 格 的 教 义 》 （ The
Doctrine of the Person of Christ），Duckworth，1962，48 页。
62
C.J.卡杜（C.J. Cadoux），《更远的天路历程》（A Pilgrim’s Further
Progress），Blackwell，1943，40 页，42 页。
63 W.R.马修斯，《二十世纪中基督的问题》，22 页。
64 《使徒教会词典》，1：194。
65 J.M.克里德（J.M. Creed），《耶稣基督的神性》（The Divinity of Jesus
Christ），Fontana，1964，122-123 页。
66 A.T.汉森，《恩典与真理：对道成肉身教义的研究》（Grace and Truth：
A Study in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SPCK，197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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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地否认亵渎之名——说自己是神或是神的代替者。”67
“在复活后的天上的生命中，耶稣被描绘的形象是，保持着独
立的个体性，完完全全和神不同，就如同地球上的耶稣在他地上
的生命中的情形一样。比较之下，站在神旁边的他至今看起来仍
是神天上的宫廷成员中的另一员，像天使一样——尽管作为神的
儿子，他在不同的类别，而且级别也比他们高很多。”68
“然而，作为天上的基督，所说的有关他的生命和职能的内容，
既不意味着他以神的身份与神并列而立，且是完全的神，也没有
暗示这种情况。相反，在新约所描绘的、关于他天上的个体和使
命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形象是，他不但与神有所区别，而且 从
属于神。”69
“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比如，过去三四十年的新约研究，已
经让越来越多的有名望的新约学者得出结论，耶稣……毫无疑问
地从未相信他自己是神。”70
“当［第 1 世纪的基督徒］给耶稣加上一些敬称，如基督、人
子、神的儿子和主时，这些敬称不是在说他是神，而是在说他做
了神的工作。”71
“古代人错误使用［约翰福音 10 章 30 节：“我与父原为一”］
来证明基督与父拥有相同的本质。因为基督论证的不是实体的一

67

J.A.T.罗宾森，《另外十二个新约研究》，175 页，176 页。
《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期刊》（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1967-68，50：258。
69 同上，258 页，259 页。
70 同上，251 页。
71 同上，250 页。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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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而是他与父所拥有的、心意的一致性。”72
“保罗所写的完成了救赎之工的基督，是一个既为人又超越人
的个体，不是神，而是神的儿子。在这里，后来发展出来的、两
性合一的概念是不存在的。”73
“耶稣从未被绝对地［完全地］等同于神，因为早期基督徒不
可能将耶稣与父神混淆。”74
“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子’，他就必须不是神！”75

圣灵是第三个位格吗？
把第三个位格即圣灵读进圣经之中，完全带有误导性。以利
亚的灵（路 1：17）不是不同于以利亚的一个人。神的灵也不是
不同于父的一个位格。圣灵是神切实的同在，是他的心思意念和
品性。用神的创造能力对创造之工施加影响的，是神（新约中还
有耶稣）。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问候从来没有从圣灵发出，
而且在圣经中，没有经文说圣灵受到敬拜或在祷告中对圣灵说话。
保罗说“这是从主来的，主就是那灵”〔林后 3：18，英语标准
译本（ESV）〕的时候，他将灵与复活的耶稣等同起来。
在哥林多前书 2 章 16 节，保罗提到“基督的心思”（吕振中

72

约翰·加尔文，《约翰福音注释》，第 1 卷。
莫 里 斯 · 高 古 尔 （ Maurice Goguel ） ， 《 耶 稣 与 基 督 教 的 起 源 》
（Jesus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Harper，1960，109 页。
74 霍华德·马歇尔，“作为主的耶稣：此概念的发展”（Jesus as Lo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出自《末世论与新约》（Eschat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Hendrickson，1988，144 页。
75 科林·布朗，“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听道》7，1991，88 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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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时，引用了以赛亚书 40 章 13 节，而以赛亚书 40 章 13 节又
指神的灵，这样，神的灵和神的心思意念就被美妙地划上等号。
希伯来圣经写的是“灵”。在圣经中，“心思意念”（mind）、
“心”（heart）、“灵”（spirit），以及“话”（word）是密切相
连的。把灵变成第三个位格，此举已引起极大的混乱。
作为见证，下面这些引文清楚地证明，把圣经后信条的结论
读进圣经中是不合理的。
“虽然圣灵常常是以人格化的语言来描述的，但是，有件事似
乎很清楚，即［希伯来圣经的］圣经作者从来没有认为这灵是一
个截然不同的位格，他们也没有这样展示。”76
“旧约中我们找不到有哪一处清楚地表示了第三个位格。”77
“犹太人从来没有把灵看作一个位格；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证明哪位旧约作者持这种观点……在对观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
圣灵通常被展示为神的力量或能力。”78
“很清楚，旧约没有把神的灵想象成一个位格……神的灵就是
神的能力。如果说它有时候会被说得与神有所不同，那是因为雅
伟的呼吸是在外在地行事……新约的大部分经文都将神的灵显示
为某事物（something），而不是某一位（someone）；这一点从神
的灵和神的能力的对比上特别能看出来。”79
“从整体来看，新约和旧约一样，把圣灵作为神的能量或能力

76

福特曼，《三位一体神》，9 页。
《天主教百科全书》，15：49。
78 福特曼，《三位一体神》，6 页，15 页。
79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13：574，57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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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80
“第三个位格在 362 年的亚历山太会议上提出……最终由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确立。”81
“新约中没有语法依据来支持圣灵的位格，然而，这一点常常
——如果用不上‘通常’一词——是很多福音派作者为教义所做
的首要辩护。但是，如果语法不能正当合理地被用来支持圣灵的
位格的话，那么我们或许需要重新研究一下我们给这条神学宣言
所提的其余依据。”82

再论圣灵与三位一体
马太福音 28 章 19 节只能证明有三个被命名的主体……但是
它本身不能证明这三位都必然属于神的本质，而且拥有同等的、
神的荣耀……从其本身来考虑，这节经文既不能决定性地证明所
提到的三个主体的位格，也不能证明它们的同等性和神性。83
圣徒保罗没有讲三位一体教义。神的灵，或圣灵，对于他来

80

威廉·E. 安迪斯（William E. Addis ）与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 ， 《 天 主 教 词 典 》 （ A Catholic Dictionary ） ， 1916 ， 再 版 ，
Kessinger，2004，2：810。
81 同上，2：812。
82 “希腊语语法与圣灵的位格”（Greek Grammar and Personality of the
Holy Spirit），《圣经研究期刊》（Bulletin for Biblical Research），2003，
108 页，125 页。
83 约翰·麦克林托克（ John McClintock）与詹姆斯·史特朗（ James
Strong） ， 《圣 经 、神 学 、教 会 文 献 百科 全 书》 （ Cyclop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Harper，1891，1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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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除了与复活的基督等同之外）是神的本质的能量，四处运
行，影响着人的意志和思维，是以赛亚书 11 章 2 节中所描述的七
个恩赐的源泉。84
“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旧约中所讲的圣灵被看作神性存在的
一种模式，或者被看作存在于神性本质中的三位一体神的位格之
一。”85
“在旧约，圣灵不是一个个体存在。它是行事的原理
（principle），不是施事者。它理所当然地只属于雅伟。”86
当圣灵在约翰福音的临别对话中被当成一个个体来讲的时候，
例如，当福音书说到“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
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 16：13，14）的时候，那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拟人手法，就类
似于圣灵代替耶稣，作另一个（在父那里的）保惠师；同时，这
位福音书作者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在约翰一书 2 章 26 节、27 节，
没有把这个圣灵当作位格看待，他将其看作 chrisma（恩膏）。圣
灵通过那些拥有他的人的属灵的耳朵“听”。他通过先知的口宣
告，就如同他从信徒的心底祷告，并呼喊“阿爸”（罗 8：15，
26）。87
新约作者认为圣灵有［独立的］位格，这完全不可能。所有
的古代思想家都习惯于以人格化的语言讲论抽象的东西，同时会

84

《使徒教会词典》，1：189。
塞思·斯威策（Seth Sweetser）博士，《圣经藏书馆》，1854 年 1 月，
11：99。
86 《新耶柔米圣经注释》（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Prentice Hall，1990，2：742。
87 威利博尔德·贝什拉格（Willibald Beyschlag），《新约神学》（New
Testament Theology），1896，再版，Kessinger，2006，1：279-28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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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他们在使用比喻。能力和品质被赋予独立的生命，并被假设
像人那样出于自己的意愿行动。因此，当圣灵被描述为警告、安
慰、引导、代求时，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太抠字眼。旧约中，
人会被神的能量所充满，而旧约的这种能量概念的牢固程度，使
得彻底背离它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而且更仔细的研究表明，这种
背离根本就没有被考虑过。保罗将灵和肉体做对比时，视它为同
一层级的事物，尽管它属于更高的范围。即便在圣灵被当作个体
来谈论时，潜在的新约概念也始终是超自然的能力……同时，圣
灵是神体内的第三个位格的概念，完全超出了新约作者的思考范
围。他们想到的只是从天上来的能力，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彰显出
来。88
信圣灵为神体内的第三个位格的信仰是圣经时代之后很久才
确立的。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只是说“我们信圣灵”。因此，不可
能证实，从圣经时代起，圣灵就被当作第三个神性位格来信。君
士坦丁堡的主教即拿先斯的贵格利于 380 年写道：“我们当中的
智慧人，有人认为他［圣灵］是一种活动，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受
造之物，有人认为他是神；还有人说，出于对圣经的敬畏，他
们 不 确定 用哪 一 个来 称呼 他 ，不 管怎 样 ，此 事似 乎 还没 弄 清
楚。”89
从这句引用来看，甚至到第 4 世纪末时，一位神里有三个同
等位格的教义都不可能存在。如果新约时代之后三百年时正统的
三位一体都还没确立的话，那么新教徒又如何能宣称它是基督教

88

E.F.斯科特，《新约中的圣灵》（The Spirit in the New Testament），
Hodder，1923，232 页，236 页。
89 第五神学演说辞：“论圣灵”（Fifth Theological Oration: On the Holy
Spir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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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必要的教义呢？
“圣灵或神的灵的概念源自于犹太教。早期基督徒一般不认为
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或位格，而只是神的能力，在世界中作工，
且特别是在教会中。”90

约翰福音 1 章
这些实例［包括约翰福音 1 章 1 节］中，没有一个 theos［神］
在使用时将耶稣等同于新约其他地方的 o theos，也就是至高
神……如果新约作者们相信，信徒应该承认耶稣是“神”这件事
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声明在新约中却几乎完全不存在，这
一点解释得通吗？91
当霍特（Hort）教授写作他关于约翰福音 1 章的论文时，他注
意到下面这些事实。“独生子”是 monogenes 的正确翻译。最近，
想要摆脱这个单词的“生”（begetting）的含义的现代举动没有
成功，原因在于这个词根源于动词 ginomai，而 ginomai 的意思是
“开始存在”。熟悉其希腊语的教父们也这样理解这个单词。无论
如何，圣经中的每个人都认为“独生的”是儿子，而所有的儿子
都来源于父亲。霍特坚持认为约翰福音 1 章 18 节中的 monogenes
theos（“唯一所生的神”）（如果这是正确的文本，不过令人怀
疑），描述了“ 衍生 生命的最高形式” 92 。他承认，“神体内先
前的［先前存在的］父与子，与显现出来的、道成肉身的子有所
差 别 ；这 种概 念 …… ［约 翰 ］没 在任 何 地方 清楚 明 确地 表 达

90

亚 瑟 · 麦 克 吉 福 特 （ Arthur McGiffert ） ， 《 基 督 教 思 想 史 》 （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4，1：111。
91 《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期刊》，1967-68，50：253。
92 F.J.A.霍特，《1876 论文两篇》，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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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93

约翰福音 1 章 1 节中的“道/话”（Word）
［旧约中］神的“话”被提到时，有时候说得好像它是一种客
观存在，并且拥有天生的认识 自我 的能力。有些经文中，神的
“智慧”不再是神的一种属性，而是他的思想的拟人化。在箴言 8
章中，“智慧”是神的世界性计划或构思，是把宇宙作为一个道
德有机体，关乎它的、有条有理的框架。创造它，是神的心思意
念的第一次外在行动。由于它是神的心意投射出来的外在表现，
所以 它 就成了他自己的思想的主体； 它 与神“同在”（with）
［比较约 1：1：“道/话（word）与神同在”，这并不意味着“道/
话”是另一个位格］。94
KJV 之前的希腊语圣经英译本这样翻译约翰福音 1 章 3-4 节：
“万物是藉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它造的。生命
在它里头。”类似地，一些现代德语和法语译本也将道/话描述为
“它”，而不是“他”。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在约翰福音 1 章 14
节，即道/话具体地体现在耶稣身上之前，它是一个位格。95
要记得，新约的背景即希伯来圣经中，“道/话”在其 1455 次

93

同上，16 页。霍特认为子在“父的怀里”指出先存性，但是这个论证
缺乏说服力。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证明约翰为什么应该违背对观福音
书所讲的耶稣的历史，即耶稣只有在成胎的时候才成为儿子的历史。
94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2：205，强调部分另加。
95 利昂哈德·戈佩特说得很简洁：“序言中的 logos 成了耶稣；耶稣是成
了肉身的 logos，但不是作为肉身的 logos”（《新约神学》，2：297，强调
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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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中没有一次指一个位格。旧约中没有迹象暗示，弥赛亚在
成胎之前是一个位格。所教导的恰恰相反：弥赛亚无疑 不会是全
能神，96 而是像摩西那样的、独一无二的、最后的先知，出生于
以色列的一个家族（参看申 18：15-19；徒 3：22；7：37）。
大部分圣经读者读到约翰福音开头的经文时，进行了一个有
意思的“转换”：“太初有道/话［此处他们假设的含义是，太初
有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成员］，道/话［被理解为子］
与神［这里的神被理解为父］同在”——接下来呢？“道/话［子］
就是神［父］。”而“子就是父”显然是错的。但是为了躲避这
个结论，三位一体论者将约翰福音 1 章 1 节句子中间的单词“神”
转换了，从“父”转换成“神体的一位成员”。这当然是最不能
令人满意的，而且它必须将很久之后的神学读进约翰福音中。
我们可以用“耶稣”代替“道/话”，以类似的方式展现这一
点：
约翰的希伯来听众不会理解不了约翰所做的关联，即与开始
那三个词之间的关联——它们与创世记开头的词一模一样。在新
约，当你看到单词“神”时，它指的是父神。我们在新约有 1000
多这种例子。只有两处可以确定，“神”指耶稣（来 1：8；约 20：
28）。
神=父。我们把神指父这一事实应用到经文中，经文是：“太
初有道/话，道/话与父同在，道/话就是父。”那么道/话是谁，或
是什么？如果道/话=耶稣，那么经文是：“太初有耶稣，耶稣与
父同在，耶稣就是父。”耶稣就是父？！
如果道/话=子，那么经文是：“太初有子，子与父同在，子

96

在以赛亚书 9 章 6 节，弥赛亚将要降生到以色列。没人想象神将会降
生！所应许的子在这里被称为“神圣的英雄/神威的勇士”（el gibbor），不
是“至高的神”（El Shaddai），这个头衔在圣经中一次都没用在耶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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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父。”子就是父？！
这真是一团混乱。当你假设“道/话”是一个位格（称为耶稣，
或子）的时候，所得到的矛盾结论（子就是父）就证明 这种假设
是错误的。约翰所写的“道/话”就是：父神所说的话；而父神，
人们都知道他是希伯来圣经中的创造主，其名为 YHWH。约翰福
音序言中的道/话不是一个位格，而是创造主所说的话，万物都藉
着它被造。97
只有当约翰福音的意思被错解为“太初有 子”时，圣经的一
神论才会被破坏，对观福音书的降生叙述才会被否认，为人的耶
稣才会被替代。如果一开始存在的不是作为神的意图的话语或应
许，而是子的话，那么耶稣就被等同于雅伟，那么就有两位雅伟，
从而就有两位神。但是，正如一位学问精深的教授所说，“使徒
们不可能将基督等同于耶和华。诗篇 110 篇 1 节和玛拉基书 3 章 1
节阻止了这种事”。98
《新国际新约神学词典》总编科林·布朗博士写道：“一个很
常见但很明显的、对约翰福音开篇语的错读是，认为它好像是在
说：‘太初有子，子与神同在，子就是神’（约 1：1）。这里所
发生的事情是，用‘子’代替了‘道/话’。”99
在马可福音 10 章 18 节，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

97

乔纳森·约德尔（Jonathan Sjordal），“约翰福音第一节”（The First
Verse of the Gospel of John），出自安东尼·巴泽德编辑，《聚焦神的国》，
2006 年 7 月。
98 R.A. 比 格 （ R.A. Bigg ） ， 《 国 际 批 判 性 评 注 · 圣 徒 彼 得 》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St. Peter），199 页。
99 “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对当代正统的探究”，《听道》7，1991，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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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善的。”这句“至关重要的表达也可以翻译为：‘……只有
独一的神’……这节经文强烈地在耶稣和神之间做了区分……从
这节经文来看，人们绝不会相信福音书作者［或耶稣！］认为耶
稣就是神” 100 。“基督教徒已经废除了基督教，却没怎么意识
到。”101这句话说的是事实。

大量统计证据
圣经中意思为“神”的单词（ Elohim ， Yahweh ， Adonai ，
Theos）出现了 12 000 次。这 12 000 次的表示“神”的单词中，没
有一个是指三个位格中的神或三位一体神。所以，没有圣经作者
曾讲到三位一体神。《史特朗经文汇编》极具误导性地说，“三
位一体”（the Trinity）是神（theos）的一个定义。但它没有引用
任何圣经实例，事实上也没有实例可引。这一点应该促使读者停
下来思考思考。对神的传统观点真的以圣经为基础吗？还是说它
表现出的是对圣经信条，以及耶稣的圣经信条的背离？

丧失原本的真理
在我们这时代，大部分教会都继承了圣经和哲学的混合物，
而这种混合所存在的问题，卓越的现代学者已做了反思。他们着
重反映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归耶稣本人的信条：
基督教切断自身的希伯来之根，然后采取希腊和罗马形式，
此举所达到的程度，让它丢失了末日的盼望，并放弃它的末世选
择，然后向“这个世界”，即暴力和死亡的世界投降。它与古典
时代晚期的诺斯底救赎宗教融合在一起。从游斯丁以后，大部分

100

雷蒙德·布朗，《耶稣：神与人》，6 页，7 页。
索伦·基尔克加德（Soren Kierkegaard），《时间》（Time），12 月
16 日，1946，64 页。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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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都尊柏拉图为“基督之前的基督”，并且吹捧他对神的超然
和属灵世界的价值的领悟力。然后，神的永恒代替了神的未来，
天堂代替了未来的国度……灵魂不死代替了身体的复活……所有
的希腊和拉丁教父不得不与当时这种诺斯底式的笃诚做斗争……
然而大部分人都屈服于它……事实上，诺斯底式的宗教热情替代
了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生命力，就是从创造的神那里而来的重生
的生命力。102
那种令人遗憾的趋势今天还在四处蔓延，因为教会所展示的
耶稣已不再是受造于历史之中的、受造的“神的儿子”，而是一
个与神同等的、神秘的、超然的形象。由以色列的先知和耶稣本
人所教导的、本质的犹太式信仰已经被压制了。

对教会的挑战
J.哈罗德·埃伦斯（J. Harold Ellens）教授向教会发出挑战，
让教会继续宗教改革的未竟事业，并且恢复耶稣的信条和基督论。
第 4 和第 5 世纪时的基督教教会大公会议议事日程，永久性
地决定了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传统，确定了神的本体论［神是谁］
性质，以及所实行的基督论性质，但是，有件事似乎显然是事实，
那就是，它不是圣经的议事日程。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希腊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议事日程。事实上，它应该是修改
版的、斐罗的希腊化犹太教议事日程，藉着亚历山太的神学家和
他们的教理问答学校而促成。议事日程的目标和斐罗的抱负一样，
是要将圣经的一神论传统合理化地纳入被基督教化的希腊哲学式
神学中，在语言、概念范畴、其时其地所流行的文化背景中塑造

102

于尔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生命的灵》（The Spirit of
Life），Fortress Press，1992，89 页，90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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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即就是，根据斐罗式中期柏拉图主义和随后的新柏拉图主
义语言、范畴，以及神的等级式模式来塑造它；我们所说的文化
背景，指的是那些影响深远的教会会议的神学辩论发生时的文化
背景。103
教会对它的核心人物所做的事情是有清楚的证据的，以此证
据为基础，J.哈罗德·埃伦斯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基督教教会做出承认的时候了；它应该
承认，组成其信条传统的资料是非常特别的类型。它不是圣经神
学的信条传统。它不是出自神的、独特的、默示的、权威的话。
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希腊的宗教-哲学式神话……那么教会应该坦
率地承认，它的根基不在拿撒勒的耶稣中……也不在圣经神学的
中心传统中……它的根基在斐罗的希腊化犹太教中，在第 2 至第 5
世纪基督教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中。既然如此，教会就应该向所
有寻求真理的公众承认，向其互生宗教的公众承认，基督教教会
只是凭着它自己的、历史和哲学的权威与感染力发言，它既没有
神的权柄，也没有来自耶稣基督或来自神的、独一无二的启示。104
给神身上增加另外两个位格，让神变得复杂起来，这种情况
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耶稣的弥赛亚特性也复杂起来。一旦他成为神，
真正的一神论就被打破了。结果就是：
耶稣基督接下来就不再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一个拥有人的形状、拥有超自然起源的，天上的存在。借助
于从希腊哲学吸收来的形而上学体系，基督论教义开始出现，而
且人们试图以所谓的“神人两性教义”形式来描述耶稣基督的位
格 。 “ 耶稣 基 督， 是 真正 的 人 ，也 是 真正 的 神。 ” 人 们 如 此

103
104

埃伦斯，《古亚历山太图书馆与早期基督教神学发展》，38-39 页。
同上，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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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一开始直到现在，教会一直受引诱，片面地强调基督的
“神性”，致使他的“人性”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种表象而已。这样，
耶稣基督就被变成历史的反常事件……发生在这位基督身上的一
切，不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非凡的、虚幻的、半人半神
的童话人物的命运……［人类］已经编织了一张敬虔、仁爱和迷
信的金色面纱，并将它盖在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的、起起伏伏的轮
廓之上。105
最近几年，关于犹太式耶稣被一个先存的永恒子代替时所产
生的灾难，剑桥大学的研究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重
新解释，‘神的儿子’与‘子神’被等同起来，但这个重新解释
的过程所产生的后果确实影响深远。”杰弗里·兰珀（Geoffrey
Lampe）教授指出，当神的儿子被投射到一个永恒存在的、人类
之前的子身上，并且当圣灵被变成第三个“位格”时，“基督教
对神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三神论；因为从单词‘位格’
（person）的任何一种现代含义来说，三个‘位格’事实上都意味
着三位神”。106
然而，特别是在大众的敬虔行为上，其影响甚至比这深远得
多 。 尼 西亚 信 经说 的 是“ 耶 稣 基督 ” 本人 先 前就 存 在 ，不 是
Logos……因此，敬拜者头脑中所想象的先前存在于天上，然后降
到地上来的，是福音书里的耶稣……很多传统敬拜中所反映的耶
稣的图画，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超人的图画，他自愿地降到普通
人的世界，甘心情愿地选择降生为人……
子神被概念化，成为神的儿子耶稣；耶稣，亦即神的仆人和

105

海因茨·查恩特（Heinz Zahrnt），《历史的耶稣》（The Historical
Jesus），Harper & Row，1963，29 页。
106 《作为圣灵的神》（God as Spirit），SCM Press，1983，132 页，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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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子 ， 神所 居 住于 其 中并 向 其 启示 的 、真 正 的亚 当 ， 他的 顺
服……被归于子神；耶稣献身于他的父的旨意，而子神却成为此
举的永恒执行者，而且成为父的爱的永恒对象……这实际上是抛
弃了一神论，因为子神与父神的这种关系与一神论的要求是相矛
盾的；我们所宣称的一神论的要求是，神是一心，一意，并且单
独行动。107
兰珀教授是一位研究圣经后三位一体的发展的专家，他还评
论说：“将耶稣解释为先前存在的子，将子解释为先前存在的耶
稣，既引起矛盾，又引起混乱。”“将耶稣确认为先前存在的、
有位格的神性存在，由此而得的”教义，“与神的单一性存在根
本上的矛盾”。108
对于真正的一神论和真正为人的弥赛亚来说，认为子“取了
人性”的三位一体概念同样是个问题。兰珀教授提醒我们，“一
个人是由他与其他人的关系，特别是他与他的父母和家庭的互动
关系而创造的”。109那么在第 1 世纪的加利利犹太人耶稣身上发
生了什么事？他遗失了，被一个哲学的抽象形象代替了，而对于
这个抽象形象来说，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从而作为真正的、唯
一的弥赛亚的身份，变得无关紧要。
子先前存在，且有神性；这个基督论概念……将耶稣这个真
正的、受社会和文化条件限制的人，降为形而上学的“人性”抽
象概念。子所取的并变成他自己的，正是这种普遍的人性……根
据这种基督论，永恒的子取了无时间限制的人性，或者说是他将
它收纳为他自己的，从而让它成了无时间限制的；人性，与地理

107

同上，136-138 页。
同上，140 页，141 页。
109 同上，143 页。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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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没有什么本质联系；它与真实的物质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没
有 一 致 之处 ； 总之 ， 耶稣 基 督 没有 真 正地 “ 在肉 身 里 来到 ”
（come in the flesh，吕振中译本）。110
观察力敏锐的读者会注意到，教授相当明显地将关于耶稣的
正统教义定为敌基督。使徒约翰在新约后期警告说，任何不把为
人的耶稣基督看成本质为人之人的行为，都是对真信仰的威胁
（约一 4：2-3）。我们应该承认的耶稣，与其他耶稣截然不同，他
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真正地“在肉身里来到”（吕振中译本）
的那个耶稣。路德树立了一个榜样，将对耶稣的圣经后定义读进
约翰的“神学测试”中。他把约翰一书 4 章 2 节错译为“变成肉
身来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coming into the flesh）。111道成肉
身的教义就这样被强加到约翰身上。
兰珀教授在剑桥的一个讲座上问道：“三位一体会有什么样
的未来？”“对于传统的、经典的三位一体 教义，我必须要说，
‘前景黯淡’，哪怕我身处这所三位一体大学之中。”他反思了强
加教义的可悲的历史：
“这就是天主教信仰：一个人要是不忠诚地信它，他就不能得
救。”用略微平易的话说，就是：“接受我的模式，否则我会惩
罚你”，或者是，“这就是神的模式：接受它，否则他会惩罚
你”，对于这话，过去大批大批的基督徒还会热切地加上一句，

110

同上，144 页。
约翰以一个人来写“在肉身里”。其他所有德语译本都正确地译为
“在肉身里”，而不是“变成肉身”。路德将出现在提摩太前书 3 章 16 节的
另一个“在肉身里”（en sarki）做了正确的翻译。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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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意作神的代理人”。112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他原本的弥赛亚模式，而这个模式
如何被转变成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的另一个模式，兰珀做了解释。
转变后，Logos 和先前存在的子就被划上了等号。“但是，先存的
Logos/子的模式，向来都被证明极难——很多人会说不可能——
与历史的耶稣是真正的人这个声明相一致。”113

为人的“神的儿子”如何被压制
人们对耶稣的理解曾经历过彻底的转变，而对于这种转变，
教 会 历 史 泰 斗 阿 道 夫 ·哈 纳 克 在 他 的 《 教 义 史》 （ History of
Dogma）中做出了说明。他称这种转变为“先前存在的基督取代
或压制了历史的基督，即就是，想象的或虚构的基督 取代或压制
了真正的基督”。114此事是藉着教义学，即教会的教义而发生的。
他说，随着神学家们的互争互斗，这种发展最终导致：
成功地摆脱更早期关于神和基督的推测，其方法不是回到原
本的教导，而是采用推测性更强的“进步”——一个最终将一神
论劈开并将其削弱，并且还将基督一分为二［即：分成两个“本
性”］，以致让人无法辨识的进步……当逻各斯基督论（Logos
Christology）［即：耶稣 作为神的儿子先前就存在的 概念］完全
获胜时，对严格一神论教导的非难就导致关于基督的诺斯底两性

112

《神学探究 8》（Explorations in Theology 8），SCM Press，1981，31
页，32 页。
113 同上，31-34 页。
114 《教义史》（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1：705，英语译文
由本书作者从德语翻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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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确立下来……对基督的这种外表上的丰富，其实是一种耗竭，
因为它事实上擦去了基督完全为人的特性。“本性”（nature）代
替了它，但是，缺少了“人”（person）的那个人类本性，谁都
不是。115
在《什么是基督教？》（What Is Christianity?）中，哈纳克写
道：“在教义的影响下……基督的出现，即一个神性存在进入世
界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必然就被列为首要事实，被列为真正
的救赎。”哈纳克说：“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不可避免地发起了
一套全新的理论。”它打碎了弥赛亚概念。随着这种新的救赎观，
即一个人从先前存在的生命进入世界的观点，“人们的思想和兴
趣被吸引到另外一个方向，致使福音的存在受到威胁。我们在看
教义史时，谁能说那不是所发生之事呢？”116
在《教义史》中，哈纳克指出：
首次明确陈述的、对逻各斯基督论［即：子在他出生前就存
在］的反对……是……由人们对福音书，即对观福音书的基督概
念［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描绘的耶稣的图画］的关
注引起的。和这结合在一起的，是对基督教教义中使用了柏拉图
哲学的抨击……对信仰规则的前两条的整个神学解释，逐渐地又
被卷入争论之中［今天依然如此！］……
但是，天上的一个伊涌在救赎者身上化为人形的教义，岂不
包含旧诺斯底酵母的另一份残余吗？发出 Logos［即：被理解为
先存的子，而不是道/话（word）］来创造世界，岂不让人想起伊
涌的发散吗？如果要敬拜的是两个神性存在的话，二神论［信两

115

同上，1：704-705。
《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Christianity?），Williams and Norgate，
1901，185 页，186 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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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神的信仰］不就被创立了吗？这不仅使没有文化的普通信徒如
此批评……所有那些拒绝在基督教教义中给柏拉图哲学让位的神
学家也一样。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论战开始了……［它不是］
神学家直接针对普通信徒的战争，因为反对其弟兄的，不是普通
信徒，而只是那些采纳了普通信徒的信条的神学家。我们必须这
样描述它：它是斯多亚柏拉图主义（Stoic Platonism）竭尽全力获
得教会神学最高地位的过程；是柏拉图的胜利……是 在教义上，

历史的［基督］被先存的基督、真实的基督被［想象的基督］所
取代的历史；最后，它是用基督本人的神秘成功地代替他本人的
举措，是藉着连他们都无法理解的神学公式，成功地将带着自己
的基督教信仰的普通信徒置于看守下的举措……当逻各斯基督论
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时，将至高神看作 一位的传统观点，以及同它
相连的，认为救赎主是真正的、完全的人的任何思想，事实上在
教会中都被宣称为不可容忍的。它的位置被［基督的］“本性”
占据了；可是缺少了“此人”的“本性”，是毫无价值的。正义
在失败的一方。117
思想上的那种转变，即转离真正的、历史的耶稣的转变的重
大影响，从彼得和保罗的思想，与《革利免二书》（2 Clement）
中的圣经后创新思想这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异中，就能判定。圣经
的观点是这样的：耶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彼前
1：20）。保罗：“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
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
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林前
15：45-46）。
属灵的不是首先的，是第二个。然而，当我们读到非圣经书
信《革利免二书》时，亚当和基督的顺序被颠倒了：“主基督拯

117

《教义史》，3：8-10，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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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我们，首先是灵，后成为肉身，并以此呼召我们。”这是由
希腊人引进的宇宙论基督观，而且它从核心处改变了基督教的本
质。以这种概念——一个灵体存在于历史的、为人的耶稣之前的
概念——为基础，信仰的新形式建立起来。耶稣所申明的犹太形
式的一神论丢失了。这位先存的“灵体耶稣”是“基本的、神学
的、哲学的信条，接下来十几世纪中，教会的整个三位一体论推
测和基督论推测都以它为基础，因此，它是正统教义体系的根
基”。118
正是这种颠倒亚当和耶稣的历史顺序的转变，使得后来的诺
斯底神学家说，子通过马利亚，“就像水通过管道”。 119当这种
观点盛行时，耶稣通过马利亚而来的大卫的血亲的身份，就遭到
了破坏。耶稣个人身份的核心不再是大卫的子孙，以神为他的父，
而 是 来 自于 另 一个 领 域的 位 格 ，因 而 从本 质 上讲 ， 是 非人 类
（non-human）。教会在此采纳了诺斯底主义观点，但却公开声称
反对诺斯底主义的耶稣观。事实上，教会虽然拒绝了诺斯底主义
基督论的外在形式，但是它本身却受到修改了的诺斯底主义的侵
染。所以，它的基督论就变成，且保持着“隐蔽式诺斯底主义”。
要逆转这种倾向，就得回到耶稣本人对神的定义和对他自己的弥
赛亚定义上。
神学上这次决定性的转变，始于第 2 世纪，并且在殉道者游
斯丁的著作中开始出现清楚的表述；而对于这次转变，卢夫斯教
授做了很好的概括，他描述了圣经基督教早期的腐化过程：
护教士们［“教会教父”，如殉道者游斯丁，约 100-165］为
基督教倒转/腐化（Verkehrung）为天启的［哲学的］教导奠定了

118

同上，1：328。
华伦提努（Valentinus），出自特土良，《反驳所有异端》（Against
All Heresies），第 4 章。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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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说得具体些，他们的基督论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
影响。他们想当然地把“神的儿子”的概念迁移到先存的基督身
上，结果导致第 4 世纪的基督论问题。他们引发了基督论思想的
转变——远离历史的基督，转到先存性问题上。因此，他们将注
意力从耶稣的历史生命上转移开，将其推入暗影之中，然后倡导
［先存的子］道成肉身。他们将基督论连结到宇宙论上，但他们无
法将它连结到救恩论上。逻各斯教导（Logos teaching）［即：子
神作为 Logos 先前就真实地存在］不是一个比原来的基督论“更
高的”基督论。事实上它远远落后于对基督的真正的理解。根据
他们的教导，将自己显明在基督里的不再是神，而是 Logos，亦
即 级 别 较低 的 神， 作 为神 而 从 属于 至 高神 的 一位 神 〔 次级 说
（inferiorism）或从属说（subordinationism）〕。此外，神是三合
一（trias）的形而上学-多元论概念，对经济三位一体（economictrinitarian）概念的抑制，能追溯到众护教士身上。120
从这位杰出的系统神学家入木三分的话语中，那些致力于恢
复神的儿子，即圣经中的耶稣的身份的人，可以获得信心。
当犹太人特来弗向游斯丁请求子“甘于顺服地通过童女而成
为人”的证据时，游斯丁在回复中列出了一些引证经文。 121“众
护教士”在创世记 1 章 26 节的“我们”中发现子，将神的儿子反
过来理解到旧约中主的天使身上，并给子创造一个子出生前就有

120

弗里德里希·卢夫斯，《教义史学习指南》〔Leitfaden zum Studium
der Dogmengeschichte（Manual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ogma）〕，1890，
Niemeyer Verlag，1951，第 1 部分，第 2 章，第 18 节：“作为启示哲学的基
督 教 。 希 腊 护 教 士 ” （ Christianity as a Revealed Philosophy. The Greek
Apologists），97 页。
121 《与特来弗对话录》，第 6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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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恒形象，说这个形象来源于父，就像到达地球的阳光来源于
太阳一样；而游斯丁正是这么做的首批“护教士”之一。 122当游
斯丁说子是“另一位神”的时候，他就发动了一股不幸的潮流，
这股潮流最终就导致了耶稣自己的一神论的遗失。

巴特·埃尔曼教授
就在最近，优秀的学术研究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教会传统
中三位一体论式的“神的儿子”，与历史上的、真实的耶稣几乎
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巴特·埃尔曼鼓励公众去思考耶稣真正的样
子：一位“新千禧年的末日先知”。埃尔曼提醒我们注意阿尔伯
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扔给“系统”的神学炸弹，之后，
他总结到，耶稣其实是第 1 世纪一位犹太末世论者，宣告神的国
度是神对宇宙的干预：他要派耶稣回来，纠正我们现有体系的可
怕的罪恶，并在地上建立和平。埃尔曼注意到，“很奇怪，学者
们还没有主动地与其他人分享那个证据” 123——该证据不仅能让
第 1 世纪的耶稣为人所理解，而且警告我们，不能凭我们的想象
去创造他，或从我们的传统中不加鉴别地接受他。
研究了新约的证据之后，埃尔曼总结说：
很多犹太先知都懂得，神很快就会介入这个世界，打倒操控
它的邪恶力量，带来新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中，将没有战争、疾
病、灾难、绝望、仇恨、罪和死亡；而耶稣就是这诸多先知中的
一位。124

122

同上，第 128 章。
《耶稣：新千禧年的末日先知》，x。
124 同上，21 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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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其实关乎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 125但在
今天，那个福音一般来说不是教会中所传讲的那种福音。二者间
的区别很引人注目。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教会那位非常复杂的
耶稣，他有“两个本性”，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而且他作为神，
即三位一体神的一个成员，从永恒的史前生命来到地球。
埃尔曼讨论了关于耶稣是谁的众多观点的发展，并提醒我们
留意各种各样没有成为“正统”观点的观点，例如，被钉十字架
的不是基督，而是耶稣——基督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进入耶稣的。
这个模式实际上把耶稣变成两个不同的生命，制造出一种“双重
人”，因此它没有成为教会所采用的官方路线，从而也没有成为
基督教的核心。但是埃尔曼说：
即便是官方路线——即就是，最后赢得最多拥护者，并因而
成为标准解释的路线——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它也没有与

历史上的耶稣的话语和行事直接相连。126
埃尔曼补充道：
有一点应该很清楚，那就是，推动基督是谁之争论［并致使
教会会议决定称他为神］的事情，远远脱离了耶稣本人所关注的
事……［如今的教会成员］没有努力地去理解一个第 1 世纪的巴
勒斯坦犹太人在第 1 世纪的巴勒斯坦想要表达什么意思，相反，
他们根据他们自己关于耶稣的信念，去看耶稣的话语和行事。换

125

关于对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的研究，请参看安东尼·巴泽德，《即将
到来的弥赛亚国度：解开新约之谜》（The Coming Kingdom of the Messiah: A
Solution to the Riddle of the New Testament），恢复团契，2002，以及《我们不
在天堂的先祖们：犹太人耶稣被遗忘的基督教》（Our Fathers Who Aren’t in
Heaven: The Forgotten Christianity of Jesus the Jew），恢复团契，1999。
126 埃尔曼，《耶稣：末日先知》，241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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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基督徒倾向于从教义的视角，而不是历史的视角解释耶
稣的生命。127
和我们一样，埃尔曼也发现，讽刺的是，历史证据经常被一
些人——那些建构了后来的关于神和耶稣的教义定义，参与了
“耶稣不知晓也没兴趣的辩论”128的人——忽略不用。
漠视耶稣真实样子的最终结果是：
过去 1900 年中，基督教中始终受到排斥的一部分就是，严肃
认真地对待耶稣的原话……历史的耶稣没有教导他自己的神性
［神］，他也没有向他的门徒传授后来包含在尼西亚信经中的那些
教义。129
《耶稣不信奉三位一体》代表的就是基督教“受排斥的”那部
分——竭力守住耶稣本人的话语。我们的观点是，耶稣至关重要
的宣告，即神是单一的一位的宣告，是教会置之不理并贴上“犹
太教”标签的，那些宝贵的、有教益的话语之一。但是耶稣是一
个犹太人，我们必须在那种背景下去理解他，免得我们轻易地被
“另一个耶稣”所骗。

对诚实的挑战
汤姆·哈珀回忆了他与一位老教友的一次对话，老教友说，
他对教会中所背诵的信条的理解，“就算真的有，也是微乎其
微”。接下来哈珀申诉道：
事实上，不管是对三位一体教义，还是对道成肉身教义，即
耶稣是完全的人同时还是完全的神的教义，几乎没有传道人能给

127

同上，242 页，243 页。
同上，243 页。
129 同上，243 页。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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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乎逻辑的讲述。他们重复地说那些在第 4 世纪和第 5 世纪中，
经过大量的争吵和痛苦才制定出来的公式……这些公式……为我
们这时代中许多或许会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竖立起一个无法跨
越的障碍……在圣经中，你根本找不到哪一处明确陈述了三位一
体教义……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保罗］会对这种思想感到
震惊，感到恼怒……130
哈珀的研究让他相信，“极少有神职人员传授他们在神学学
校所学的、与当代圣经学术研究相关的东西……确实，神职人员
现在应该表现出更大的诚实了”。他还注意到这个令人担忧的事
实 ： “绝 大多 数 定期 去教 堂 的人 ，从 实 际看 来， 都 是三 神 论
者。” 131这种情形难道不会引起耶稣所讲的那种批评吗？——他
发出惊人的警告，我们可能“用［我们］自己人为的教导代替神
的命令”（太 15：9，NLT）。
耶稣：大卫之子，神的儿子
新约以关于耶稣的明确标题开始。“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
的家谱［ 起源， genesis］”（太 1：1）。东方的博士前来朝拜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太 2：2），并且发现“将牧养以
色列民的君王”会出生于伯利恒（太 2：6）。马利亚在超自然地
怀孕之后生下一个孩子。只有当大量希腊哲学猜测涌入圣经故事
时，耶稣才被提升到子神的地位，成了以色列的神的竞争对手。
随着这步致命的行动，教会丢弃了圣经故事所在的犹太框架，而
只有在这个框架中，圣经故事才是讲得通的。

130
131

哈珀，《为了基督》，10-11 页。
同上，11 页，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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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约并阅读关于耶稣生命起源的无与伦比的故事的人，
没有谁会误认为“神降生了”，或者如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甫在电
视上所说的，“神来到马利亚跟前，问道：‘你可以做我的母亲
吗？’”也没有人会以为，如马克斯·卢卡多所写，查尔斯·斯
温多尔所引用的，“马利亚给神换尿布”。 132对于我们这混乱的
世界来说，神的真正的故事壮丽无比，非凡无比。它讲的是以色
列的独一之神在他所应许的独一无二的儿子里，已经实现了的，
以及将要实现的事；他的这位儿子，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是大
卫的后裔和世界的救主。现在，对于新约为大卫那位所应许的非
凡子孙所做的见证，信徒实在应该将其作为应该相信的真正的故
事，郑重地相信了。
广为流行的信仰和传统中的耶稣，与圣经中敬拜以色列的独
一之神的耶稣，是明显不匹配的。对于一个篡夺了神的弥赛亚的
位子的“童话式”假救主，我们应该躲开。当我们一起努力回到
历史的耶稣上时，耶稣和圣经的唯一神论神学，即神是单一的一
位，是父的神学，就会重新显现。

132

《耶稣：当神成为人》，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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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神论的未来
“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单词‘神’只可能指一位神……将
‘神’这个词用在耶稣身上，会是对一神论的违背，但他们称耶稣
为主的举动，表明他们承认他和他的父一起施展权柄。”1
“在我看来，基督教应该将比以前多得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
的话语上……与后来信仰中作为神的基督相比，真正的耶稣有吸
引力得多，与信仰的关系也密切得多，而且他还有个优势，就是
他真实地活过。”2
“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神显然是父。”3
“伪正统试图把拿撒勒的耶稣变成三位一体神中有意识的第二
位格的那些举措，大家还是忘记吧……‘弥赛亚’一词与三位一
体神学或道成肉身神学当然毫无干系。”4

1

D.E.H.怀特利（D.E.H. Whiteley），《保罗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St.
Paul），Blackwell，1980，106 页。
2 唐·库比特，《关于基督的辩论》，138 页。
3 “神”（God），《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1983 版，2：1261。
4 N.T.莱特，“历史的耶稣与基督教思想”（ The Historical Jesus and
Christian Thought），《赛沃尼神学评论》（Sewanee Theological Review）3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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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耶稣
原本的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背诵了以色列的唯一神论信条，
并申明它是真神学的核心。正如历史学家和许多圣经专家所认识
到的，以圣经为基础，将那个信条扩展成三位一体信条的尝试都
已经失败了。耶稣的信条决不能被修改。修改的话就是在冒向异
教妥协的危险。
原本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唯一神论者，强调以色
列的信条。他正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开头几章中清楚地为我们
说明其“起源”或开端（太 1：1，18）的那一位。耶稣是神的儿
子，他根源于奇妙的人类历史（路 1：35），特别是藉着神的应
许，根源于以色列的历史。他是“在肉身里”（in the flesh）〔不
是“变成肉身”（into the flesh），如路德所错译的5〕来到的“耶
稣基督”，即就是说，他原本就是人，是历史上的人，是人类的
一员。 这是约翰衡量我们是否认出真理的灵的标尺（约一 4：16）。
原本的耶稣不是一个史前人。那样的人不符合希伯来圣经所
应许为弥赛亚的大卫之子孙的描述。一旦他的历史被移出历史，
移到时间与空间之外，信仰就丢失了它在历史、在事实中的锚。
然后我们就会在猜测和想象的、疾风骤雨的大海上飘荡。

后来的神学认为耶稣的生命开端既无时间限制，也无空间限
制，这一点已经让耶稣的希伯来式未来观严重受损，让人难以理
解。我们的命运不是作为灵魂消失到天堂去，而是在一个更新了
的地球上治理一个更新了的社会，掌管者就是归来的弥赛亚（太

5

“In das Fleisch gekommen”（约一 4：2；约二 7）。其他德语译本纠
正了这个错误，将希腊语 en sarki 翻译成“im Fle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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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启 5：10 等等）。圣经中“世界的末期”事实上不是时空
宇宙的终结。（如希腊文的正确翻译）它是“［现今］这个时代
的末期”。6耶稣宣告过，完全显现的神国时代将会在这个时代的
末期之后到来。神国新时代肯定不是超越时空的时代！
神的救赎故事从降生于伯特利的、历史的弥赛亚开始，到复
兴的地球结束；但是，不管是故事的开始，还是故事的结尾，在
教堂信众的头脑中都已经混乱不清了，而且圣经也成了一本晦涩
难懂的书，读起来没什么乐趣，因为我们的传统故事不是圣经作
者的故事。
“正统说法”不仅破坏了圣经将耶稣描绘为为人的弥赛亚的图
画。它所定义的福音还排除了耶稣是模范传道人，其任务是传讲
神的国的福音（可 1：14，15；路 4：43）的可能性。但是，在大
使命中（太 28：19，20），耶稣交给教会的任务就是，将同一个
神国福音传遍世界，直到他回来（另请参看太 24：14）。
令人惊讶的是，著名的福音派人士，虽然宣称圣经是他们的
权威，但行动上却断然反对耶稣所交付的宣告神国福音的使命。
在《圣经 1001 问》中，两位著名福音派人士写道：“我们深信这
［耶稣委派教会传讲神国的福音的信念］是一个错误。在神国的福
音中发现教会的任务，那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7下面是两位作
者信心满满的断言，它显示出对圣经、对弥赛亚的教导的惊人攻
击，而且这种攻击广泛地反映在福音派的著述中：
长久以来，我一直深信并且教导，马太福音 28 章 19 节、20
节中的大使命，主要适用于神的国而不是教会。如果我们将这一

6

在马太福音 24 章 3 节，耶稣被问到现在这历史时代将来的结局，以及
弥赛亚归来时神的国到来的情形。
7 佩廷吉尔与托里，《圣经 1001 问》，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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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铭记于心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在我们的开拔令上产生混乱，它
们在使徒行传 1 章 8 节可以找到，其细节在给教会的书信中。马
太福音的大使命［即：像耶稣一直所做的那样去传讲神国福音的
命令］，会在教会被带走之后，在犹太余民中开始实施。8
接下来，就是这段拒绝耶稣的教导的惊人之语：
像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一样，马可福音主要是一卷神的国
的书，而且我很高兴，它们都没有包含教会的开拔令——甚至也
不包含马太福音 28 章 18-20 节的、所谓的“大使命”……的确，
我们要向每个人传福音，但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对观福音书所说
的只有一个福音：神的国的福音。我们的“神恩惠的福音”只在
四福音书作者之一即约翰的著作中。9
犹太人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的丢失（来 2：3），是与教会拒
绝他的唯一神论信条密切相关的。
根据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终有一天，整个世界必定会认以色
列的神为独一的真神：“雅伟必作全地的王，那日雅伟必为独一
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亚 14：9）。耶稣也会被承
认，但是不是全能的神，而是那位独一之神的独一无二的仆人。
他会按他真正的身份被承认：“神的儿子，弥赛亚”（太 16：
16）、“为人的弥赛亚耶稣”（提前 2：5），以及独一之神与人
类的中保，且所有的审判之权都交给了他——“父不审判什么人，

8

同上，127 页。
同上，113 页。请注意，对于保罗来说，“神恩惠的福音”与“神的国
的福音”是同义的（徒 20：24，25），再请注意关于这两个救赎福音的整个
概念与新约都是格格不入的。关于系统性地背离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的相似
情况，请参看《昂格尔圣经词典》（Unger’s Bible Dictionary）中“福音”
（Gospel）词条，以及大量的福音派小册；这些册子都没有要求归信者遵行耶
稣在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和 15 节中让人悔改并信神国福音的命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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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约 5：22）。
在提摩太前书 2 章 5 节，独一之神被定义为父，与为人的弥
赛亚耶稣迥然不同，如果这一点为人所信，那么它立即就能彻底
改革 2000 年扭曲了的神学，并且能让我们回到我们在耶稣里的犹
太之根。“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
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新英语译本中译本）。只要保罗这条信条
的话语能够被人紧紧地抓住，那么其他的证据其实是不需要的。
耶稣和保罗的信条难道不能为上千万犹太人、十亿基督徒，当然
还有十亿多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对话，提供一个交流点，或者至少
是中心点吗？
自由主义基督徒深刻地认识到了犹太信条在早期信仰中的遗
失，但是他们觉得这种背叛圣经的行为不是什么大事，并且他们
没有把圣经看作最高权威。福音派人士认为圣经是权威的，但到
目前为止他们却不愿意直面他们的信条和耶稣的信条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在努力完成在圣经中，甚至在旧约中寻找三位一体的无
可救药的任务中，他们是最会动脑筋的。他们把为数不多的经文
从总体的圣经背景中挑出来，用它们拼凑出一些理由，借此努力
地将新约作者转变为三位一体论者，或者说，至少是让他们挣扎
着成为三位一体论者！
三位一体论的引证经文实际上几乎完全来自约翰和保罗的著
作，再附加一些希伯来书的经文。但是神的教义必须建立在整个
圣经之上，而且当然不能忽略旧约，它是新约的根源所在。耶稣
的信条不是三位一体信条这一事实，似乎没有影响福音派人士，
也没有让他们罢手。这是因为他们极力强调的是耶稣的死亡，而
不是他的教导。很多福音派人士似乎视保罗为他们所认为的基督
教信仰的创始人，而忘记耶稣才是最初的福音传道人，还忘记使
徒们讲过，不听、不留意耶稣的话语，是最危险的事（来 2：3；
提前 6：3；约二 7-9；约一 5：20）。“有基督的样式”，定然应
该包括与耶稣同信一个信条。
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给神下定义的问题上，耶稣必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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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对待。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和神的儿子，而马太福音和路加
福音中神圣的降生叙述，为的就是明确讲述耶稣超自然的生命开
端。那幅图画应该已经保证，为人的弥赛亚处于基督教信仰的中
心位置。
然而，在来自希腊世界的圣经后哲学式神学的扭曲的影响下，
约翰和保罗被说成支持后来的那信条。为了支持后来的对神、对
耶稣的“修订版”观点，他们的著作所经受的“解释”最多。但
是他们被强迫着去说他们没打算说的东西。圣经后信条不是从他
们的作品里读出来的，而是被读进去的。因而，他们就被迫去打
破耶稣最重要的唯一神论信条，而这是他们从来都没打算做的事。
约翰和保罗就被变成他们不承认的信条的仆人。对他们的理解，
应该与希伯来圣经，以及对观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关于耶稣的记
录相一致，它们保存了他从大卫王而来的血统，还保存了他作为
神的儿子——不是神本身——的超自然的身份，是关乎他本人的
最基本的资料。只有那样，耶稣的神才会作为宇宙中独一的、无
可匹敌的神，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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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论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希伯来语中，
多马说了什么？
克理福德·休伯特·杜洛苏
（CLIFFORD HUBERT DUROUSSEAU）
博士（在读）

丹·布朗的书《达芬奇密码》（2003）至今已售出 4000 多万
册，最近还发行了电影版（2006 年 5 月 19 日），电影版至少也会
有这么多观众去看；该作品将注意力集中在抹大拉的马利亚身上，
她出现在约翰福音 20 章 1-18 节，这段经文讲，耶稣因为自称“犹
太人的王”的罪名被本丢·彼拉多处死后，第一个向她显现。1这
部热销小说还将注意力集中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及在尼西亚〔今
土耳其的伊兹尼克（Iznik，Turkey）〕召开的第一次教会大公会
议上；在那次会议上，基督教众主教大量使用第四卷福音书，然
后这样定义神和耶稣：“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
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
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
造，与父一体［ὁμοούσιον］，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

1

根据保罗所说，彼得（保罗以其希伯来昵称矶法称他）是耶稣第一个
对其显现的人（林前 15：5）。根据伊便尼派（Ebionites）所用的《希伯来
人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Hebrews）所说，耶稣的兄弟雅各
（Ya’akov）是第一个人；希伯来人福音的片段可见于早期教父的征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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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世人，从天降临。”2
在第四福音书这前半段结尾中还有另外两次突然的显现：第
一次是同一天晚上向原十二使徒中的十个人显现（约 20：19-23），
当时多马不在场，另一次是八天后，这一次他在场（约 20：2629）。这两个场景给多马带来自相矛盾的名声。一方面，由于他
在其他十人告诉他，他们看见了主之后，他表示不信（约 20：
25），他就成了有名的多疑的多马（Doubting Thomas）（而且所
有像他那样怀疑耶稣的复活的人，都被称作多疑的多马）。3“十
二门徒之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
没有和门徒在一起。所以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
了。’但是他回答：‘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
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新
耶路撒冷圣经（New Jerusalem Bible）〕。
另一方面，由于八天后的只言片语（o` ku,rio,j mou kai. o` qeo,j

2

参看 Wikipedia.com 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与“教会大公
会议”（Ecumenical council）；还有 allaboutturkey.com 的“七次大公会议”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与“尼西亚”〔Iznik（Nicaea）〕。这是基督
教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教会成了罗马异教皇帝的棋子，并且三位一体
论者打败了亚流主义者；关于这个转折点的富有启发性的记述，请参阅《当
耶稣成为神：罗马末期定义基督教的斗争》（When Jesus Became God: The St
ruggle to Define Christianity During the Last Days of Rome），作者为犹太学者
理查德·鲁本斯坦（Richard Rubenstein）（Harvest Books，2000）。（译者
注：尼西亚信经节选的汉语译文参考 http://cclw.net/other/jhgrpx/9/htm/chapter
03.html，因为考虑到本文的英文原文，所以汉语译文与网站的译文微微不
同。）
3 参看哥林多前书 15 章，在那里，保罗用了使徒的信条和亚里士多德式
的三段论法来说服哥林多的“多疑的多马”，因为这些人说，“没有死人复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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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约 20：28），多马被认为发表了一个比彼得在对观福音书中
的宣言（“你是弥赛亚”，可 8：29 及平行经文，新美国圣经）
更大的“宣言”。4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
指头来，摸（“摸”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
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lord］，
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有福了”（20：26-29）。
多马这样惊叹，是说出了一个比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所说
的更深奥的启示吗？早期犹太信徒教导的是“耶稣是主神”（约
20：28），而不是“主弥赛亚”（徒 2：36）吗？那是对多马的

4

相较于早些译本来说，最新的译本有更好的抄本证据为依据，而根据
这些译本，第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彼得的话有所不同：“我们相信，［并且］
已经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约 6：69）。根据《奈瑟勒和亚兰的希腊文经文》
（the Greek text of the Nestle-Aland）第 27 版的第四福音书，施洗约翰是第一
个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亦即弥赛亚的人（1：34）。接下来依次是：安
得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受膏者”）”（1：
41，NAB）；腓力：“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
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1：45）；拿但业：“拉比，你是
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1：49）。在 1 章 41 节，新美国圣经加注
释说：“希伯来单词弥赛亚（masiah），‘受膏者’（anointed one）……在
希腊文中只在这里，和约翰福音 4 章 25 节中以音译词 messias 出现。”在 1
章 49 节，新美国圣经说：“这个头衔在旧约中和其他方式一样，被用作大卫
家的王被选定时的头衔（撒下 7：14；诗 2：7；89：27），因此，在此从弥
赛亚的意义上用于以色列的王。对于福音书作者来说，神的儿子也指耶稣的
神性（比较约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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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正确解释吗？他在这里，也就是在第四卷福音书中所说的
话，应该按照我们被告知的方式去理解吗？
三位一体论者普遍认为多马的这一句话（约 20：28）是新约
中最有力的证据，证明“耶稣是神”——不过似乎显然没有人意
识 到，这 句表达 是欧 迪奇 主义（ Eutychianism） 或 基督一 性说
（Monophysitism），一种被第五次教会大公会议即迦克墩会议
（ 553 年 ） 诅 咒 的 观 点 。 例 如 ， 请 参 看 权 威 的 《 安 克 圣 经 》
（Anchor Bible）评注中雷蒙德·布朗的评论，在那里，他称它为
“第四福音书最高的基督论宣告”，5在他较近的著作《新约基督
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Christology）中，他在附
录 的 “ 新 约 基 督 徒 称 耶 稣 为 神 了 吗 ？ ” （ Did New Testament
Christians Call Jesus God?）这篇论文中说：“这是新约中将‘神’
用 于 耶 稣 的 最 清 楚 的 例 子 。 ” 6 鲁 道 夫 · 布 尔 特 曼 （ Rudolf
Bultmann）写到，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是“唯一一节经文，经文中
耶稣被清楚无疑地授予‘神’的名号，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称作
‘神’”。7
在这两位人士的一百多年前，亚当·克拉克在他的圣经评注
（以拒绝子永恒受生的教义著称）中，这样论述多马那句名言：
“多马是第一个将‘神’的头衔用在耶稣身上的人，而且，藉着这
句光荣的话，他纠正了他先前顽梗的不信态度。”
即使在很早以前，在第 3 世纪时，诺洼天（Novatian）在他的
《论三位一体》（Treatise Concerning the Trinity）中，两次使用约
翰福音 20 章 28 节为引证经文，证明信“耶稣是神”是正确的。

5

《约翰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xiii-xxi），Doubleday，
1970，1047 页。
6 《新约基督论导论》，Paulist Press，1994，188 页。
7 鲁 道 夫 · 布 尔 特 曼 ， “ 普 世 基 督 教 会 协 会 基 督 论 声 明 ” （ The
Christological Confession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选自他的《哲学
与神学论集》（Essays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SCM Press，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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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章，他写道：
而且，如果说，没有人从天上降下，可他是从天上降下的；
如果说，没有人能如“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所说的，可惟独基
督出于他的神性宣告了这句话；最后，如果说，使徒多马在受过
基督之神性的所有证据和条件的教导后，对基督说“我的主，我
的神”；还有，如果说，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说：“列祖就是
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
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如果说，保罗还宣告说，他被任命为
“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稣基督”；如果
说，他还坚称，他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而
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理所当然地，基督是神。因此，在这
方面，有两件事我们必须确定其一。既然万物显然地都是藉着基
督造的，那么，他要么在万物以先，因为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因
而他应当是神；他要么在万物以后，因为他是人，因而也就应当
没有任何事物是藉着他造的。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没有任何事物是
藉着他造的，因为我们注意到经上写着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因此
他不在万物以后；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人，是万物以后的人，
他也是神，因为神在万物以先。原因是，他在万物以先，因为万
物是藉着他造的，倘若他仅仅是人的话，就没有任何事物会是藉
着他造的；或者说，如果万物是藉着他造的，他就不可能仅仅是
人，因为倘若他仅仅是人，万物就不可能是藉着他造的，不止如
此，没有任何事物会是藉着他造的。那么，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呢？
没有任何事物是藉着他造的，所以呢，他仅仅是人吗？可是万物
又怎么会是藉着他造的呢？因此，他不仅仅是人，也是神，因为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所以说，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这样理解：基
督不仅仅是在万物以后的人，他也是神，因为万物是藉着他造的。
在第三十章，他尽力地表明“耶稣是主，是神”。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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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
的主，我们的神”这一点是最确实可靠的，因为“太初有道，道
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还有，“道成了肉
身，住在我们中间”。还有，“我的主，我的神”。还有，“列
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
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么我们要说什么呢？圣经为我
们呈现了两位神吗？若是如此，那它怎么说“神是一位”呢？或
者说，难道基督不也是神吗？如果他不是，那怎么会对他说“我
的主，我的神”呢？所以，除非我们满心敬畏地、有理有据地支
持这一切，否则我们必然被认为是给异端提供了诽谤的机会，异
端当然不是圣经的错误造成的，因为圣经从不欺骗人；而是人为
的错误猜测造成的，因着这些人为错误，他们才选择了异端。首
先，我们应该回击那些以我们说有两位神的罪名指控我们的人。
经上写着“只有一位主”，而且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他
们如何看待基督？——他是主，还是他根本不是主？但是他们绝
对不怀疑他是主；因此，如果他们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这里已
经有两位主了。那么根据圣经，怎么会是一位主呢？再者，基督
被称为“一位夫子/师傅（master）”8。然而我们读到，使徒保罗
也是一位师傅。那么根据这一点，我们的师傅不是一位，因为我
们从这些得出结论，有两位师傅。可是，根据圣经，怎么会是
“一位师傅，就是基督”呢？圣经中，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
神”；但是同一圣经也清楚地表明基督是良善的。那么，如果他
们推断得正确，良善的就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可是，根据圣经

8

译者注：master 的原文为 διδάσκαλος，和合本对这个词做了不同的翻译：
在马太福音 23 章 8 节中讲耶稣时，它被译作“夫子”，在提摩太前书 2 章 7
节和提摩太后书 1 章 11 节中讲保罗时，它被译作“师傅”。对应处，新译本
分别译作“老师”，“教师”。

458

附录一：论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
的信仰，怎么会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它一
点也不能影响“只有一位主，而基督也是主”的真理，不能影响
“只有一位是我们的师傅，而保罗也是我们的师傅”的真理，也不
能影响“只有一位是良善的，而基督也是良善的”的真理；那么
同理，他们就要明白，神确实是一位，但是不能因此而阻挠“基
督也被宣告为神”的真理。
在这里，混乱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混乱的起因便是，将多
马那句话解释为证据，证明断言“耶稣是主（LORD），是神”
是正确的。希伯来圣经教导，“雅伟是一”（申 6：4）。犹太人
在每天的祷告中都背诵施玛篇，将它挂在房屋的门框上
（mezuzah），系在头上和手上（tefillin）。声明神的独一性的这
句话是犹太小孩所学的第一句话，也是犹太人去世前的最后一句
话。耶稣教导了施玛篇（可 12：29；参看 410 页）。9如果一个人
断言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证明了“耶稣是主，是神”的话，那么
他就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地，而且还要面对明摆着的自相矛盾的问
题，正如诺洼天在上文中所指出并设法解决的。
本文的目的是呈现出重要因素，证明多马在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 的 惊叹 语被 错 解了 ，因 为 它被 断章 取 义， 还因 为 “主 ” 和
“神”背后的希伯来词语10被普遍地忽略了；而我认为，这些希伯
来词应该是多马在这个情形下所理解的，所说的。这些词也会用
亚兰语进行讨论，尽管犹太人当时所说语言的这种用语在希腊文
新约中没有使用；另外，杰出的犹太学者大卫·弗拉瑟提出理由

9

马太福音（22：37）和路加福音（10：27）中的平行记载略去了施玛
篇的第一句，但马可福音包含了它。路加福音将这一幕呈现得比马可福音和
马太福音早得多。
10 参看约 5：1；20：16；19：13，17，20；启 9：11，16：16=7 节经文；
此外，约 1：41；4：25；比较徒 21：40；徒 22：6；还有徒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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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耶稣和他的门徒讲希伯来语。弗拉瑟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
书，在《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Judaica）中也写了关于
耶稣的文章。11
到 20 世纪前半叶时，现代学者几乎达成一致观点，即在公元
前第 4 世纪，以色列的希腊化时期开始时，亚兰语成为以色列地
的口头语，因此，希伯来语同时就不再被用作口头语。然而，在
20 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尤其是对死海古卷的语
言学分析，已经证明了先前的共同看法。除了亚兰语以外，希伯
来语也是人们使用的活跃的口头语。希伯来语一直活跃至罗马时
期（Roman Period）末，在第 4 世纪的拜占庭时期（Byzantine
Period）［中］继续被用作文学语言……
尽管在希伯来语语言学家当中，希伯来语作为口头语一直存
活到拜占庭时期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在一些不一定跟上语言学
研究，并依赖于过时的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当中，还存在认识的

11

《犹太百科全书》，10：10，Jerusalem，1971。现在也请参看他在希
伯 来 大 学 （ Hebrew University ） 对 观 福 音 研 究 耶 路 撒 冷 学 院 （ Jerusalem
School of Synoptic Research）的学生之一，施姆以勒·萨弗拉以（Shmuel
Safrai）博士在 JerusalemPerspective.com 的文章，“耶稣时代的口头语”
（Spoken Languages in the Time of Jesus）；他在文章中说：“在耶稣时代的以
色列地，人们所讲的主要语言是希伯来语。”这一点与希伯来大学教授 M.H.
塞加尔（M.H. Segal）早在 1909 年就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当时他提出理由
证明，米示拿希伯来语（Mishnaic Hebrew）显示出使用中的语言的特征，而
且耶稣时代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作为他们基本的书写和口头语言
〔参看 M.H.塞加尔，“米示拿希伯来语以及它与圣经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的关
系”（Mishnaic Hebrew and Its Relation to Biblical Hebrew and to Aramaic），
《犹太评论季刊》（Jewish Quarterly Review），旧作系列 20（1908-1909），
647-737 页；另请参看塞加尔，《米示拿希伯来语语法》（A Grammar of
Mishnaic Hebrew），Oxford，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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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性。不过，尽管如此，希伯来语的活力正缓慢而肯定地进入
学术文献中。《死海古卷希伯来语》（The Hebrew of the Dead Sea
Scrolls）辨识了死海古卷希伯来语——它从圣经希伯来语演化而
来——与圣经希伯来语的各种方言的差异：“本书呈现出死海古
卷希伯来语特有的特征，重点强调对古典圣经希伯来语的偏离。”
《牛津基督教教会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在其 1958 年的第 1 版中说，希伯来语“在公元前第 4 世
纪左右不再是口头语”，但在其 1997 年的第 3 版中说，希伯来语
“在新约时期仍然被用作口头语和书面语”。《拉比希伯来语初级
语法》（An Introductory Grammar of Rabbinic Hebrew）说：“人
们普遍相信，死海古卷，尤其是铜古卷（Copper Scroll），还有巴
柯巴信件（Bar Kokhba letters），都为米示拿希伯来语（MH）
［Mishnaic Hebrew］的普遍特征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诸如此类。
以色列的学者现在倾向于毫不怀疑地认为，以色列的罗马时期的
一个特征是，希伯来语为一种口头语。12

约翰福音 20 章中的“主”（o` ku,rioj）

12

Wikipedia.org 的“希伯来语”（Hebrew Language）。耶稣与十二门徒
在以色列地时，在他们的教导中使用希伯来圣经，这一点是普遍认可的事
（参看太 5：17-18，在那里，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
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yod］一画［qots］也不
能废去”，以及 23：35：“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
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
止”，在那里，耶稣间接提到了希伯来圣经的经文和正典。这里顺便提一下，
马太福音的错误“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在路加福音 11 章 51 节中得到了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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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没有哪位精通圣经的人坚称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教
导说，耶稣和他的父神一样，是主神（LORD and God），是雅伟
神（Yahweh and Elohim）？有。雷蒙德·布朗，20 世纪美国最有
名 的 罗 马天 主 教圣 经 学者 ， 他 在他 意 义重 大 的评 注 《 安克 圣
经·约翰福音》（The Anchor Bibl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中说到，“正是多马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使用以色列称呼雅伟
的语言来称呼耶稣”13 ，以此证明，向耶稣祷告以及向父神本身
祷告都是正确的，然而耶稣本人却教导他的门徒惟独向父祷告。14
在《新约基督论导论》中，布朗写道：
在这里，耶稣被称作“神”（带定冠词的主格，具有呼格的
功能）。这一幕旨在表达福音书的高潮：当复活的耶稣站在门徒
面前时，他们其中之一至少表达出对耶稣的同等信仰。他表达的
方法是，将用于旧约的神的两个术语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对
应词（ku,rioj，“主”，译自 YAWH，以及 qeo,j，“神”，译自
Elohim），用在耶稣身上……新约里，在三处比较清楚的例子
［来 1：8-9；约 1：1；20：28］和五处可能的例子［约 1：18；约
一 5：20；罗 9：5；多 2：13；彼后 1：1］中，耶稣被称为［“］
神［”］。已经证明，在第 2 世纪早期［安提阿的伊格那丢的 7 封
亲笔书信中］，“神”被用在耶稣身上，而这种用法是在延续从
新约时代就开始的用法。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惊奇。
“耶稣是主”显然是新约时代一个为大众所用的信仰告白式，在这
个告白式中，基督徒将 ku,rioj这个头衔给了耶稣，而这个头衔正
是七十士译本对 YHWH 的翻译。如果耶稣能得着这个头衔，那他

13

《约翰福音》，1047。
约 15：16；16：23；另请参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他给门徒的祷告
形式，太 6：9-13；路 11：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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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可能被称作“神”（qeo,j ），即七十士译本常常翻译
Elohim 的用词呢？这两个希伯来语单词已经变得差不多可以互换
了，不过实际上 YHWH 这个词更神圣一些。15
在一个脚注中，他补充道：
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七十士译本主要抄本是第 4 世纪和第 5 世
纪的基督徒抄写的。至于更早期的抄本和其他流传于新约时代的
希腊文译本使用 ku,rioj来表示 YHWH 的一致性有多强，我们不确
定。我不是说新约中用 ku,rioj表示耶稣的所有“高基督论”（high
christology）例子都有意识地反映了对 YHWH 的翻译。然而总体来
说，新约作者们意识到耶稣被授予希腊文中用来指以色列的神的
头衔。
那么我想问一问，新约中什么地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呢？
尤其是，第四福音书的什么地方？
单词 o` ku,rio,j mou（我的主）不等于“我的 YHWH”，16因为
上下文所示如此。17早些时候，在 2 节、13 节和 18 节中，抹大拉
的马利亚曾三次称耶稣为 o` ku,rioj：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
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
［to.n ku,rion］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马
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
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

15

《新约基督论导论》，188-189 页。
YHWH 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大约 7000 次，但从未与物主代词连用，
也就是说，从未出现“my YHWH”（我的 YHWH）——A.B.。
17 参看大卫·比文（David Bivin），“‘耶和华’——基督教的误解”
（‘Jehovah’ — A Christian Misunderstanding），JerusalemPerspective.co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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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脚。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
把我主［to.n ku,rio,n mou］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抹
大 拉 的 马 利 亚 就 去 告 诉 门 徒 说 ： “ 我 已 经 看 见 了 主 ［ to.n
ku,rion］。”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在 15 节，她称她以为是看园的人为 ku,rie（“先生”）：“马
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ku,rie］，若是你把他移
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在 20 节 b 句
中，作者说：“门徒看见主［to.n ku,rion］，就喜乐了。”之后，
在 25 节中，“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to.n ku,rion］
了’”。
谁会主张，或谁曾主张过，这段叙述中六次使用的 o` ku,rioj的
意思是 YHWH？在 18 节、20 节和 25 节中，to.n ku,rion（“主”）
这个词指的是复活状态的耶稣。它在这几处的意思不是 YHWH。
那么为什么到了 20 章 28 节的多马的口中时，它的意思就应该如
此呢？
在约翰福音 20 章约翰的复活叙述中，单词 o` ku,rioj总共出现
了 7 次。马利亚用了 4 次（2 节、13 节、15 节和 18 节），作者 1
次（20 节），十个门徒 1 次（25 节），多马 1 次（28 节）。前 4
次的使用中，这个词指的不是 YHWH，接下来的 2 次中，也不是；
特别是在三处指复活状态的耶稣的地方（18 节、20 节和 25 节），
它不等于 YHWH。那么经文中有什么内容暗示说，在第 7 次即 20
章 28 节多马的使用中，o` ku,rio,j mou=“我的 YHWH”这个不可能
的形式呢？
当接下来的经文被仔细考虑时，它们会加强这一点。请注意，
耶稣没有因为多马的这句话而给他祝福。他没说，“多马［‘双
生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
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相反，他温和地责备了多马。“你因［看
见了］我才信［我已从死里复活］；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约 20：29）。此外，作者本人也没有宣称多马的话是证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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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是主，是神”的证据。在这之后，他立即指出，这个故事和书
中所记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证明， 弥赛亚，即神的儿子，
是耶稣（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is Jesus ）：18“耶稣在门徒
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
是要叫你们相信，弥赛亚，即神的儿子，是耶稣 ，并且你们相信
了，就可以通过他的名得生命”（约 20：30-31，英文为本文作者
自译）。因此，作者本人给我们讲出了他写多马的故事的目的。
讲出它，不是为了证明“耶稣是主，是神”，是雅伟神，就像他
的父，他的神一样，而是为了证明弥赛亚，即神的儿子，是耶稣 。
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就在八天前，马利亚说耶稣向他显现，
并且要她告诉十一个门徒，他有一位父，一位神，而且他的父，
他的神就是他们的父，他们的神。“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
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
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20：17）。当马利亚传这个信儿的时候，多马和其他十个门徒在
一起吗？如果在，那他现在怎么会反驳耶稣所说的话，称他为
YHWH 了呢？
在此之前不久，耶稣曾在十一个门徒面前祷告，祷告中有一
部分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17：3）。就在这个场合下，他和多马还互相交谈
过，他们这样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
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
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 14：5-

18

因此，正如 D.A.卡森几年前在《圣经文学期刊》（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中一篇重要文章中所指出的，这段希腊语应该这样用英语表达。
他的文章：“第四福音书的目的：再思约翰福音 20 章 31 节”（The Purpose
of the Fourth Gospel: John 20:31 Reconsidered），JBL 106/4，1987，639-651 页。
现在请参看他近期对约翰福音所做的评注，Apollo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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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紧跟着，在与腓力的对话中，耶稣解释了他所说的“从今以
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是什么意思：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
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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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
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
我 在 父 里面 ， 父在 我 里面 ； 即 或不 信 ，也 当 因我 所 作 的事 信
我……因为父是比我大的”（14：8-11，28）。
“父是比我大的”，“父 在 我里面 ”（in），“在我 里面”，
“父在我里面”。这些话都被那些对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断章取
义的人给忽略了，或者是，即使它们被考虑了，也没有被正确地
理解。约翰福音中的耶稣把“父在我里面”（10：38；14：10-11；
17：21，23）说了 6 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5 章 19 节中也教导了
这一点：“神 在基督里 ”（in）。（我们应该注意，此处希腊文
中的“神”是无冠词的，即没有用冠词的，与约翰福音 1 章 1 节 c
句中的“神”一样。）还有，歌罗西书 2 章 9 节说，“神本性一
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 在基督里面”（英王钦定本，译文引
自钦定本中译本）。
我们可以再往前看。耶稣曾公开地宣告过（约 12：44-50）与
他对多马和腓力所说的几乎相同的内容：“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12：4445）。
这是不是说耶稣自称为神呢？不是，它的意思就是它所说的：
耶稣宣称代表他的父，他的神。第四福音书（12：49；14：9）扩
展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 章 4 节中耶稣是“神的像”（the image of
God）的教导。在歌罗西书 1 章 15 节，耶稣被称为“那不能看见
之神的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新耶路撒冷圣经所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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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神的荣光的反映（the reflection of God’s glory）19，是
神的本质［hypostasis］印出的形像（impress）”〔来 1：3；比较
所罗门智训 7：26：“她［智慧］是永恒之光的反映，是神的大
能的镜子，是他的美善的像（image of his goodness）。”〕。
第四福音书和对观福音书一样，书中耶稣称自己为“人子”。
自 19 世纪末以来，这个词在现代圣经学者当中已经引起了极大的
兴趣和讨论，它在第四福音书前 13 章中出现了 13 次（11 次出自
耶稣之口，2 次出自“犹太人”之口）；而且，在第四福音书中，
耶稣甚至直截了当地称自己为人：“但如今呢、你们却想法子要
杀我这个对你们讲真理的人；这真理又是我从上帝所听见的！”
（8：40，吕振中译本）。
他没有宣称自己是神，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他称神为
“独一的真神”（17：3）。他还在另一处说，神是“独一之神”
（5：44）。这样的话，如果如耶稣所教导的，神是“独一之神”，
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那位神。如果如耶稣所祷告的，神是“独一
的真神”，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或“出于真神
的真神”——这个表述是第 4 世纪时所制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
信经所说的，其依据是对约翰一书 5 章 20 节的错误解读。
约翰福音 21 章中的 o` ku,rioj 和 o` qeo,j
为了能正确理解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尽管就我所知，这
一点还没有做到——我们需要将福音书附加的第二结尾即约翰福
音 21 章的内容考虑进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即便在那里，o`
ku,rioj（“主”）指的也不是 YHWH。在这段附加结尾或第二结
尾中，还有 7 节经文中出现了 o` ku,rioj（主格的“主”），或 ku,rie
（呼格的“主”）。在 21 章 7 节，它出现了 2 次（一次出自耶稣所

19

参看尼西亚 -君士坦丁堡信经（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出于光而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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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匿名的门徒之口，一次出自作者之口）：“耶稣所爱的那门
徒对彼得说：‘是主！’（o` ku,rioj）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
听见是主（o` ku,rioj），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在 21 章 12 节中，作者再次使用了它：“耶稣说：‘你们来
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o`
ku,rioj）。”
在 15、16 和 17 节中，它在彼得口中又出现了 3 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在马太福音 16 章 17 节称“约拿”），你爱我比这些更
深吗？”彼得说：“主啊（(ku,rie)），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ku,rie），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
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ku,rie），你是无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
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21：15-19）。20

20

请注意约翰福音 21 章中的单词“神”只出现在这里（19 节），而且它
指父神，不是耶稣。多马在 20 章 28 节中的所谓的重大宣告没有得以加强、
强化，而且作者没有留意它，即便经文说耶稣这次显现时，多马在场，且作
为在场的 7 个门徒之一，他被罗列在这部分的开头（约 21：2）。约翰福音
21 章没有提到它，经文也没有以任何方式间接提及它，正如读者紧接着在使
徒行传中所读到的：使徒行传对彼得的讲道，和对保罗的讲道的记载中，同
样没有提到它；而彼得是犹太信徒（拿撒勒人）的使徒和领袖，保罗则是外
邦人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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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章 20 节中，ku,rie（“主”）从那匿名的门徒口中又说
了一次：“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
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ku,rie），卖你的是谁’的
那门徒。”
最后，21 章 21 节中从彼得口中再说了一次：“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主啊（ku,rie），这人将来如何？’”
所以，在这 7 节经文中，ku,rioj（“主”）总共出现了 8 次：
5 次是呼格（ku,rie），3 次是主格（o` ku,rioj）。在 20 章 28 节多马
的 惊 叹 语之 后 的这 些 例子 中 ， 这个 词 没有 一 个能 被 解 释为 指
YHWH，即便它指的是复活状态的耶稣。如果多马真的称耶稣为
主，为神的话，这岂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声明在紧
接着的第二结尾或附加结尾中没有被加强，被强化呢？

希伯来语（以及亚兰语）中多马的惊叹语
在解释第四福音书的历史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多马和
耶稣所讲的原语言即希伯来语（约 20：16；徒 26：14）中，21多
马在 20 章 28 节的话应该是：
Adoni ve Eli!（yliae w> ynIdoa），不是 Adonai ve Eli（yliae w> yn"doa）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亚兰语，多马对他说的是：
Mari ve Elahi!（yhilê 'a/ w> yair>m'）
不管是哪种翻译，在第一个头衔（希伯来语的 Adoni和亚兰语
的 Mari）中，耶稣都不等于 YHWH。第二个头衔（希伯来语的
Eli 和亚兰语的 Elahi），则必须依照耶稣在 10 章 33-38 节所教导

21

参看布伦顿·明奇（Brenton Minge），“耶稣讲希伯来语：打破亚兰
语之谜”（Jesus Spoke Hebrew: Busting the Aramaic Myth），sharesong.org/JE
SUSSPOKEHEBR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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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阅读，在那里，他宣称为“神的儿子”，不是神，并且神即
“父在我里面”（约 10：38），另外他还说，这不是僭妄，因为
犹太人自己在希伯来圣经中被称为“神”（elohim）。这确实不
是僭妄，而且这也没有让他们等于 YHWH。在多马的情形中，多
马也没有僭妄，他也没有让耶稣是 YHWH 或等于 YHWH。我们
不会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了”（可 2：
6）。耶稣也没说：“你为什么称我是神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
没有神。”我们最好还是记住马可福音中他对那个称他为“良善
的夫子”的年轻人所说的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
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可 10：18；参看 411 页）。此外，
请注意：
（1）说出这话的人是多马，不是耶稣。如果耶稣在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中被称为“神”，那么如此称他的人是多马。没有其他
哪卷福音书对此作见证。对观福音书没有证实这个高潮事件和这
句话，也就是说，不管是马可福音中非马可手笔的那段长结尾
（可 16：9-20），还是马太福音 28 章 1-20 节，还是路加福音 24 章
1-53 节，都没有证实。对于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传统的迦克墩

三位一体解释认为，它是证明耶稣有神性，耶稣是神，是三位一
体神之第二位格的教导的引证经文；这种解释是历史英雄即诸神
论（ euhemerism）。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其一神论和犹太教
的希伯来圣经同样坚定，它这样说（而且谁又能否认这话呢？）：
“妄言真主就是麦尔彦（即马利亚）之子麦西哈（即弥赛亚）的人，
确已不信道了。麦西哈（本人）曾说：‘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
当崇拜真主——我的主，和你们的主’”（古兰经 5：72a，马坚
译本）。
（2）说得再确切一些，记载多马说这话的人是作者。如果耶
稣被称为“神”，那么让他如此的人就是约翰（比较徒 2：36，
那里说是神让耶稣“为主，为弥赛亚”的）。如果耶稣被称为
“神”，那么将他举到极高或升为至高的人就是约翰，通过多马之
口给他“神”的名的人，也是约翰（比较腓立比书 2 章 5-11 节所
谓的基督颂，那里说是神将耶稣“升为至高”，是神给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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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的）。
（3）如果耶稣确实被多马称为“神”，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像
称马利亚为“神的母亲”（theotokos）那样，称多马为“神的弟
兄”，或称彼得，称约翰，或其他任何一个使徒为“神的弟兄”
呢？请别忘了，是耶稣本人称他们为他的弟兄的，不是吗？“你
往我弟兄［另请参看太 28：20；来 2：11-13］那里去，告诉他们
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
的神”（20：17）。有一点必须得承认，那就是“在 圣雅各礼仪
（Liturgy of St James）中，耶稣的弟兄被提升到神的身份，为［真］
神的弟兄（Adelphotheos）”。22但是“现存的圣雅各礼仪已经与
发展成熟的三位一体基督教和东正教相一致……它是安提阿礼仪
（Liturgy of Antioch）的历史基础，现在仍然是一些教会的主要仪
式：以叙利亚语使用的叙利亚正教会（Syriac Orthodox Church）
和与罗马共融的叙利亚礼天主教会（Syrian Catholic Church）；古
印度正教会（ancient Indian Orthodox Church）中，翻译成马拉雅
拉姆语（Malayalam）、印地语（Hindi）和英语使用的叙利亚-马
兰卡拉礼天主教会（Syro-Malankara Catholic Church）”。23
（4）耶稣在第四福音书中没有称自己为主，为神。他只是许
可别人称他为主，为夫子。“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
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 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
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 13：13-14）。在约翰福音 20 章
中，抹大拉的马利亚称他为主（2 节，18 节），我主（15 节），

22

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基督教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第 4 章，第 29 节，转引自 Wikipedia.com 的“义人雅各”
（James the Just）。
23 “圣雅各礼仪”（Liturgy of St. James），Wiki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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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希伯来语的 拉波尼（“我的夫子”，16 节）。24正如犹利安
（Julian）在 363 年所写的：
无论如何，保罗、马太、路加，还有马可都没敢称耶稣为神。
但是值得尊敬的约翰呢，即便他认识到在希腊和意大利的很多城
镇中有很多人已经受到这种恶疾的感染，而且，哪怕他听说，我
估计他听说了，就连彼得和保罗的坟墓都在受人崇拜——暗地里
崇拜，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可是他仍然听说了这件事——结果呢，
他还是做了第一个胆敢称耶稣为神的人〔《驳加利利人》
（Contra Galilaeos）〕。

但是，约翰福音 1 章 1 节是什么情况呢？
约翰福音 1 章 1-3 节，10b（“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
是神……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是第四福音书作者的声明
（比较林前 7：10：“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是依
照希伯来书匿名作者在 1 章 2 节和 1 章 8-12 节的方法，对箴言 8
章 22 节（“雅伟……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创造了我”，新英
语译本中译本）和创世记 1 章 1 节的注释；在希伯来书 1 章 2 节和
1 章 8-12 节中，作者以七十士译本的诗篇 44 篇 7-8 节（45：6-7）
为基础，将“子”（耶稣）称为“神”。 25 另外，希伯来书作者
以七十士译本的诗篇 101 篇 25-27 节（102：25-27）为基础，将

24

请注意“拉波尼”（Rabbouni）在之前的句子中抄写时带有新约的通
用希腊文（koine Greek）的“o”。另外再请注意，这是一个希伯来语单词。
请参看新美国圣经中的注释：“一个希伯来语或亚兰语单词”。
25 顺便讲一下，这是对希伯来语的误译：参看《新犹太译本》（The
Tanakh），New Jewish Society Publication Version；另请参看雷蒙德·布朗，
《新约基督论导论》，186 页，脚注 269：“事实上，七十士译本的译文是对
该诗篇的希伯来（马所拉）文本的误译。”［然而新约认为七十士译本有效，
因此“神啊，你的宝座”就成了可接受的翻译保存了下来——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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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称为“主”；而这篇诗篇原本是写给 YHWH 的（参看希伯
※
来文本），而且他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 正如上文的犹利安就
这节经文所写的：
但是那位摩西信独一的神，即以色列的神，他在申命记中说：
“要使你知道，惟有雅伟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另外他
还说：“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雅伟他是神，除他以外，
再无别神。”还说：“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们的神是独一
的雅伟。”还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惟有我是神，在我以
外并无别神。”这些是摩西坚持宣称只有一位神时所说的话。但
是加利利人可能会说：“可是我们没有主张有两位或三位神啊。”
但是我会证明他们的确如此主张，我请约翰作证；他说：“太初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到了吗？道与神同在。现
在，不管这位是马利亚所生的人还是其他谁——我会同时向阜提
努斯作答——目前这无关紧要；不过我将它留给你们去辩论；但
是它足以提出证据，证明他说“与神同在”以及“太初”。那么
这如何与摩西的教导相一致呢？（《驳加利利人》）

约翰福音 1 章 18 节呢？
在耶路撒冷圣经（1966）和新耶路撒冷圣经（1985）中，约
翰福音 1 章 18 节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与父最亲
密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译者两次拒绝了其他主要译本于 20
世纪后半叶新近引入的经文。 26 依我所见，这样做是对的。一节

26 译者注：“独生子”〔the only Son（ὁ μονογενὴς υἱός）〕，有古卷作
“唯一的神”〔the only God（μονογενὴς θεός）〕。因此，有些现代英语译本
译作“the only begotten God”（独生神）（NAS，1977；NAU，1995）、
“the only God”（唯一的神）（ESV，2001，2007）、“the only son, God”
（唯一的子，神）（NAB，1970，1986，199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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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耶稣为“神”的经文会消失 1500 年，而且没有基督徒知道它，
这可信吗？新修订标准译本于 1989 年才纳入的经文——这节听起
来很奇怪的、诺斯底主义的、似亚流主义的经文，现在应该被认
为是最有力的引证经文之一，同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一起，来证
明历史英雄即诸神论的教导，即被称为“弥赛亚”的耶稣同时也
是神的教导吗？新修订标准译本虽然受普世基督教会协会赞同，
受圣经文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支持，可是，众所
周知的是，修订译本是在 19 世纪末才出版的。在这个问题上，如
果你愿意，尽管称我为多疑的多马吧，不过我是不会接受的。杰
出的经文鉴别学家兼新约学者巴特·埃尔曼也不会接受〔参看他
的书《正统对圣经的改动》，书中的讨论入木三分，富有启发〕。

约翰福音 3 章 13 节呢？
约翰福音 3 章 13 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
人升过天”），《达玛苏书卷》（Tome of Damasus）（382 年）
用作引证经文，以教导基督徒必须相信，耶稣在地上生活的同时，
在天上与父神同在；这节经文是一节改动过的经文，所有新近的
主要新约译本都删去了末尾的关系从句“仍旧在天的”，这个句
子在英王钦定本圣经、杜埃-兰斯-钱勒纳圣经（Douay-RheimsChalloner Bible）（简称杜埃-兰斯圣经或杜埃圣经），甚至新美
国圣经（1970 年，第 1 版）中都有。
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呢？
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是［他］（I
am ［he］）”〕已经被错译了很多世纪〔参新美国圣经今译：
“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是（I AM）”〕。耶路撒冷圣经（1966）
将希腊语 ego eimi 译作“I Am”，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圣经（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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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它改成“I am”，仍然不对。27
约翰福音 10 章 30 节呢？
约翰福音 10 章 30 节（“我与父原为一”）被错解了。三位
一体论者误解了 en（“一”），它在希腊语中是中性，他们将它
理解为阳性形式 eis。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圣经评注中这样说这节
经文：“当古人从这节经文证明基督与父拥有完全相同的本质
〔或称同质（consubstantial）〕时，他们严重扭曲了它，因为耶稣
说的不是实体的一体性，而是他自己与父之间心意的相互一致性，
也就是说，他申明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父的权能所批准的。”

（5）如果耶稣在这里确实被称为“神”，即如迦克墩三位一
体论者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那么为什么他自己要在拔摩海岛上向
约翰显现，并且在第一节就宣称，神已经赐给他启示，叫他将
“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启 1：1）呢？在启示录 5 章 114 节，经文甚至给我们展示了耶稣从“坐宝座的”那里得到这些
未来之事的确切时间的异象，这些事是他之前不知道的，而且他
命令约翰在爱琴海的拔摩海岛上写下雅伟的日子（Lord’s Day）的
情形：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
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
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
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

27

参看安东尼·巴泽德和查尔斯·亨廷，《三位一体教义：基督教的自
伤》，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218-223 页。关于约翰福音 3 章 13
节，参看同上，205-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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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
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
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
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
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
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
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6）还有，如果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中耶稣确实被多马称为
“神”，其含义与希伯来圣经诗篇 82 篇 6 节的含义不同，那么为
什么当耶稣从天上降下并在拔摩海岛上与约翰讲话时，他仍然称
神为“我父”和“我神”，就像约翰福音 20 章 17 节所记载的，
在他从死里复活后，在耶路撒冷的园子里向抹大拉的马利亚讲话
时所做的那样呢？请注意耶稣这些话中“我父”（3 次）和“我神”
（5 次）的使用：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
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牧”），将他们如同窑户
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
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 2：
26-29；在 2 章 7 节中，很多抄本写的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我神乐园中生命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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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赐给他吃。”）
“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
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启 3：
2）。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 3：5）。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
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
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启
3：12）。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为阿们的，为诚信真
实的见证人，为神所造万物之起始者的，这样说……”〔启 3：
14，英文为本文作者自译；参看希伯来圣经箴言 8 章 22 节，以及
《大创世记》（Bereshit Rabbah）中对它的注解〕。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
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3：21）。
（7）如果耶稣确实因为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而被称为“神”，
也就是按照迦克墩的意思来讲的神，那么约翰怎么会在同一卷书，
即耶稣基督之启示（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的书信训令中说，
耶稣有神，有父呢？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
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
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与你们！他爱
我 们 ， 用自 己 的血 使 我们 脱 离 罪恶 （ “脱 离 ”有 古 卷 作“ 洗
去”），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his God and Father）的
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8）新约最后一卷书更适合称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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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含有 22 章的书包含了关于未来的信息，耶稣宣称他是在升天
之后，在天上从他的神、他的父那里得来的，而且很清楚，他先
前并不知道——这一事实与迦克墩三位一体论极不一致。
（9）耶稣在第四福音书正文中从未说过他的名字是道——这
是序言作者于第 1 世纪晚期所作的（约 1：1，14）。28
（10）类似地，在第四福音书中，耶稣从未说过他是神的独生
子（only-begotten/only son of God）（参看新美国圣经和新修订
标准译本的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18 节，在那里，这些话是第四福
音书作者的话，不是耶稣的话）。29

混淆“Lord”和“LORD”的原因
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和使用希腊语并引用七十士译本的新约作
者，没有像希伯来语马所拉文本那样，对指称雅伟的 ku,rioj和指
称人的 ku,rioj做了区分。30因此，所有人，尤其是三位一体论者，

28

正如杜埃-兰斯圣经和 KJV 之前所有译本对序言的翻译所写的，约翰说
万物都是藉着“道”，即藉着“它”开始存在的——A.B.
29 但它们肯定是圣经的话，因此是权威的——A.B.
30 这一点在外邦基督徒头脑中所引起的混淆，从抄本传统中能够看出来：
约 12：41；徒 10：36b〔“他是神，万有之主”，希坡律陀（Hippolytus），
《反驳挪威都》（Against Noetus），13〕；13：48；15：40；20：28 和 32；
罗 10：16-17；14：10-11；林前 2：16；10：9（RSV 写的是“主”；NRSV
写的是“基督”；NJB 写的是“主”；NAB 写的是“基督”）；彼前 3：1415；5：1（抄本 P72 写的是“神受苦”；其他所有译本写的是“基督受
苦”）；彼后 1：2（大部分抄本写的是“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神和
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抄本 P72 删除了“和”，写成“神我们的
主耶稣”）；犹大书 4 节和 5 节〔武加大译本（Vulgate）和杜埃-兰斯译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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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到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的时候，就困惑不解了，正如我们在
前面序言里 R.布朗的陈述中所看到的。（我称这为第四福音书学
术研究的盲点——哎，是几个盲点之一啊。）但是多马和耶稣知
道 Adoni 和 Adonai（带了 kamets31）之间的区别。这是破解谜题
的钥匙，即环绕在第四福音书中多马那原本令人困惑的话语周围
的谜题的钥匙。如果我们将这句话逆推为希伯来语（约 20：16）
或亚兰语，我们就会看出，多马所说的话，与这句话之前 3 次和
之后 8 次使用的 ku,rioj是一致的；之前 3 次的 ku,rioj指复活状态的
耶稣（约 20：18，20，25），之后 8 次的 ku,rioj出现在第二结尾
或附加结尾的 7 节经文中（约 21：7，12，15，16，17，20，21）。
如果多马说话的对象确实是耶稣，而不是在耶稣里的父——这是
更精确的理解，也能够是更精确的理解——那么他说的就不是
“我的 YHWH”的对等词，而是“Adoni ve Eli”〔“我的主，我的
神！”（my lord and my God!）〕。
这正是大约 40 天之后，彼得在五旬节（Shavuoth/Pentecost）
那天引用希伯来圣经诗篇 110 篇 1 节时所教导的〔“YHWH 对我
主（adoni）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在这之后，他总结道：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 Elohim ］ 已经立他为主［ Adon/Mar］ 、为 弥赛亚［ Meshicha］
了”（徒 2：36）。
正如著名的牛津大学犹太学者格扎·维尔梅斯在他的新著
《耶稣变换的面容》（The Changing Faces of Jesus）中所说：
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他们的宗教语言中，用“主”作为神的
同义词。神的各种名称——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读出来的 YHWH

的是“耶稣”；抄本 P72 写的是“神基督”；其他所有译本写的是“主”〕；
启 1：8（KJV 写的是“主”；所有现代译本是“主神”）。
31 译者注：kamets 为希伯来语的长元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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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希伯来语的 Adon（“主”）和 Adonay，或是亚
兰语的 Mar（“主”），全都被翻译成同一个希腊语单词，Kurios
（“主”）。我们能够肯定，不管犹太人讲什么语言，他们在区分
表示神的“主”和表示人的“主”上，毫无困难。而希腊化的外
邦基督徒，如约翰的教会的成员，所要跨越的障碍要高得多。32

结语
约翰·加尔文，一个迦克墩三位一体论者，同时也是宗教改
革的重要人物，他指出，教父们错误地使用了约翰福音 10 章 30
节。安东尼·巴泽德准男爵在他的著作《三位一体教义：基督教
的自伤》中，讲明了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如何被错误地解读。现在
应该指出，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作为证明耶稣是 YHWH 的引证经
文，同样地也被错误解读了。它是一个释经错误，应该被放弃，
就像许多已经被放弃的——但还没有全部放弃的——迦克墩三位
一体论者所用的希伯来圣经三位一体“证据”一样，例如：创 1：
1，26；16：9（雅伟的天使，他是预先化身为人的基督）；18：1
及其后（来见亚伯拉罕的三个人——一个被称作雅伟，另外两个
为“天使”）；19：24〔“主（LORD）将硫磺与火，从天上、
从主（LORD）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KJV〕；出 4：2
及其后（雅伟的天使，他在西奈山，即“神的山”何烈山上，在
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出 3：14-15）；奇妙策
略的天使（赛 9：6，七十士译本）；神的道（在启示录 19 章 11
节中使徒约翰给耶稣的名字）；箴言 8 章中作为一位女士出现的、
智慧的拟人形式=所谓的预先化身为人的基督！还有，同但以理的
三个犹太朋友一起，在巴比伦的烈火的窑中的“神之子”（the
Son of God ） （ 但 3 ： 25 ， KJV ）= 耶 稣 ！这 里的 “ 神 之 子”
（KJV），是“最令人遗憾的一处翻译”（亚当·克拉克）。关于

32

格扎·维尔梅斯，《耶稣变换的面容》，Penguin，2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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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众人皆知的翻译错误，耶路撒冷塔木德（Jerusalem Talmud）
记录到，一个拉比说：“当尼布甲尼撒说‘神的儿子’（但 3：
25）的时候，一个天使前来，重击他的脸，说：‘神有一个儿子
吗？’”（耶路撒冷塔木德 安息日 vi. 8d）。另外也请注意但以理
书 12 章 8 节中“lord”一词上错误使用的大写字母“L”（KJV）。
总结
在单词 o` ku,rioj的 14 处使用中（6 次在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之
前，8 次在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之后，即附加结尾约翰福音 21 章
中），它的含义都不是 YHWH。因此，这个上下文证据非常清楚
地表明，长达 2000 年的、说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的 o` ku,rio,j mou等
于“我的 YHWH”的解释，是不正确的。而且 o` qeo,j mou中的
theos 应该理解为比喻含义，就和它在诗篇 82 篇 6 节中的比喻含义
一样，正如耶稣在第四福音书正文中所教导的（约 10：34-36）。
当我们考虑到多马的惊叹语，即 o` ku,rio,j mou kai. o` qeo,j mou（约
20：28）中的两个用词背后的希伯来语，也就是这话的原语言时，
对它们的这种理解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序言中使用的 qeo,j（约 1：
1）是作者的声明，不是耶稣的，而且它与希伯来书的匿名作者的
用法相似；在希伯来书 1 章 8-12 节中，“神”（o` qeo,j，1：8）和
“主”（ku,rie，1：10）的头衔，是通过引用希伯来圣经的希腊语
译本即七十士译本的诗篇 44 篇 7-8 节（45：6-7），和诗篇 101 篇
25-27 节（102：25-27），用在“子”的身上的（1：1 及其后），
而且在希伯来书中，（新）世界的创造之工归给了他。爱任纽在
他的《使徒宣讲的明证》（The Proof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中做了同样的事，他使用了诗篇 44 篇 7-8 节，并加上了创世记 1
章 1 节 被篡改的 希伯来经文的 错误译法 〔Baresith bara Elowin
basan benuam samenthares：“起初，子，神，创立天地”〕。但
是爱任纽所用的三处经文——诗篇 44 篇 7-8 节，诗篇 101 篇 25-27
节，以及创世记 1 章 1 节，其希伯来经文和希腊文译文都与希伯
来圣经的马所拉文本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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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主
只有一位神
“让以色列形成以色列的命令，是施玛篇。它读出来的形式为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ynu Adonai Echad（申 6：4）。逐字翻译
过来的话，它的意思是：‘听啊，以色列，我［主］（LORD）
我们的神我［主］（LORD）一。’这些词听起来很奇怪，但是
它 们 却 把握 着 打开 犹 太人 对 神 的理 解 的、 至 关重 要 的 钥匙 。
‘Adonai’的意思是‘我的［主］（LORD）’，33 但是那个单词
并没有真正地出现在希伯来文本中。经文中它的写法为四个字母
YHWH （ 被 称 为 “ 四 字 母 词 ” （ Tetragrammaton ） ，
Tetragrammaton 源 于 希 腊 语 ， 意 思 是 “ 有 四 个 字 母 的 ” ） 。
YHWH 是神启示给摩西的名字，但是，因为它承载着神的圣洁，
所以除了大祭司在赎罪日那天将它读出来以外，再没有人这样做。
很多犹太人会说 haShem，意思是‘那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可
能是‘永恒者’（the Eternal）；当 YHWH 这四个字母在圣经经
文中出现的时候，Adonai 的元音符号就加插到其中，以提醒读者
不要读出这个名字，而要说 Adonai。这就是在基督徒所称的旧约
的英语译本中，神的名字被译成‘the LORD’的原因。古老的译
本在翻译这个名字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即就是将 Adonai 的元音
放到 YHWH 中，结果制造出 Jehovah（耶和华）这种不可能的形
式。在学术界，将神的这个名字表示为 Yahweh，已经成了约定俗
成的事。因此，这一点揭示出关于神的自我启示的重要一面：神
的圣洁性甚至延伸到神的名字上，人们必须满怀敬畏地对待他的
名字。单词 eloheynu 是在单词 elohim 即‘神’的末尾添加了一个
代词，因此，它的意思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

33

Adonai 可能远远不止“the LORD”（主）——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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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雅伟是我们的神，雅伟是一’；或者‘雅伟我们的神，雅伟
是一’；或者‘雅伟是我们的神，惟独雅伟’。”34

关于马太福音 19 章 17 节及其平行经文的注释35
常常有人声称，新约的文本能够通过早期教父的引文重建。
例如——太 19：17/可 10：18/路 18：19：
 游斯丁，一位早期教父，于 140-160 年之间，在他的《与

特来弗对话录》的 101.2 中写道：“一位是良善的，我在天上的
父。”这个非常早的引文并不是我们今天在圣经中所读到的。
 厄 弗 冷 （ Ephrem ） ： 《 四 福 音 协 调 本 注 释 》

（Commentary on the Diatessaron），XV.9，其原叙利亚抄本和亚美
尼亚抄本（2 个抄本）中写的都是：“一位是良善的，在天上的父
/我的父。”厄弗冷于 373 年去世，但注释的叙利亚抄本是第 5 世
纪的。
 他提安（Tatian），约 172 年，以当时通行的福音文本为

基础，编著了《四福音协调本》（Diatessaron）（厄弗冷所注释
的福音合参本）。这段引文与游斯丁的引文完全一致。
 爱任纽：《驳异端》（Adversus Haereses），V.7.25（185

年之前）：“一位是良善的，在天上的父/我的父。”第 2 世纪另
一资料确认了马太福音 19 章 17 节的“错误”版本。
 希坡律陀（Hippolytus）：《反驳所有异端》（Refutatio

34

约翰·鲍克（John Bowker），《神：简史》（GOD: A Brief History），
DK Publishers，2003，178 页。
35 来自“新约的改动”（New Testament Alterations），http://essenes.net/
gop31nt.htm——做了微小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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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um Haeresium），V.7.25（222 年之前）：“一位是良善的，
在天上的父/我的父。”另一位早期基督教教父拥有这个“错误”
版本。
 亚历 山太的革 利免：《杂篇 》（ Stromateis） ，V.10.63

（约 207 年著）：“一位是良善的，父/我的父。”
 《托革利免名讲道集》（Pseudo-Clementine Homilies）：

XVI.3.4，约 260 年。“因为一位是良善的，在天上的父/我的父。”
 《古拉丁文译本抄本 e》（Vetus Latina MS e）（依据马太

福音，第 5 世纪）：“Unus est bonus, pater.”这是第二古老的抄
本，它也有“父”。
 《古拉丁文译本抄本 d》（Vetus Latina MS d）（依据路加

福音，第 5 世纪）：“Nemo bonus nisi unus Deus pater.”也出现了
“父”。
杜埃-兰斯-钱勒纳圣经和英王钦定本圣经（1611）写的是，
“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这是从更早的“除了父以外，
没有一个良善的”改变而来的，为的是与演变的概念，即“耶稣
就像父一样，也是神”的概念相一致。近来，在所有主要的现代
译本中，马太福音中的这句话再一次被改变了；译本中这样写：
“你为什么问我什么是良善的？”（Why do you ask me about what
is good?）而且对耶稣说话的那个人没有称呼他为“良善的夫子”，
而是简单的“夫子”！

近期教宗文献中对“主”的混淆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致天主教教会主教、
神职人员及信友的‘主的日子’牧函——论主的日子的圣化”
（Apostolic Letter Dies Domini of the Holy Father John Paul II to the
Bishops, Clergy and Faithful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Keep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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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s Day Holy）中，我们发现这句话：“当基督徒讲到‘主’
的日子时，他们赋予这个术语复活节宣告的全部意义；这宣告就
是‘耶稣基督是主’（腓 2：11；比较徒 2：36；林前 12：3）。
因此，七十士译本在翻译旧约启示中神不可直呼的名字 YHWH 时
所用的同一头衔，已经赐给基督了。”然而，在使徒行传 2 章 36
节中，单词“主”指的是一个人，因为它是矶法（彼得）在五旬
节那天从诗篇 110 篇 1 节的引文（“YHWH 对 adoni 说”）中得
出来的结论。在矶法所引用的希伯来圣经中，那篇诗篇开头的两
个个体之间是做了区分的。YHWH（在别处为 Adonai）指主神，
而 adoni 指弥赛亚。七十士译本给这两个角色都用了“主”的头
衔，因此就造成这种普遍的混淆情况，正如我们在教皇的信件和
雷蒙德·布朗的《新约基督论导论》中所见的。
结尾了，顺便提一下，请注意，这种混淆也出现在耶路撒冷
圣经的整个注释中，这部圣经是欧洲天主教教徒中最流行的圣经
（例如，请参看 1691e：“因此他是所等候的弥赛亚，但是他将会
是‘主’——旧约一丝不苟地保留给神的一个头衔。”另外再请
参看更早的 1689x。同样地，1801x：“基督徒称自己是‘求告主
之名的人’，9：14，21；22：16；林前 1：2；提后 2：22；‘主’
这个头衔不再指雅伟，而是指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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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世纪以来，约翰福音 1 章 1-3 节、10b，以及希伯来书 1 章 2 节和 1
章 8-12 节已经让每个人都困惑不已。而最近在伊斯坦布尔，我在第 2 世纪的
爱任纽的著作中发现了解释它们的关键之处；我所发现的是《使徒宣讲的明
证》，43-45 页，其中有一段释经内容，解释的经文为创 1：1；创 19：24；
诗 44：7-8 七十士译本（45：6-7）；诗 109：1，3 七十士译本（110：1，3）；
箴 8：22；以七十士译本为依据的赛 7：14；9：6，而且这些经文被用来证明
耶稣是主，是神，并且他创造了世界。但是，在这些内容中，创世记 1 章 1
节 是 从 被 篡 改 的 希 伯 来 经 文 而 错 译 的 经 文 〔 Baresith bara Elowin basan
benuam samenthares，“起初，子（the Son），神（God），创立天地”〕，
而用这些经文证明耶稣是主神且他创造了世界的论证过程（“所以父是主，
子是主，且父是神，子是神；因此，从神而生的就是神”），与殉道者游斯
丁在《与特来弗对话录》中的论证非常相似〔参看迪米特里厄斯·克里斯
特·特拉卡特里斯（Demetrios Christ Trakatellis），《殉道者游斯丁著作中的
基督的先存性：对降卑与升高基督论的释经研究》（The Pre-Existence of
Christ in Justin Martyr: An Exegetical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the Humiliation and
Exaltation Christology），哈佛论文系列 8（Harvard Dissertation Series 8），
Missoula, Montana: Scholars Press ， 1976 ； 另请 参 阅冈 瑟·雷 姆 （ Günther
Reim），“第四福音书中作为神的耶稣：旧约背景”（Jesus as God in the
Fourth Gospel: The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 ， 《 新 约 研 究 》 （ New
Testament Studies）30，1984，58-60 页，文章简略地研究了殉道者游斯丁使
用诗篇 44：7-8 七十士译本，作为引证经文来证明耶稣是“神”的情况〕。
爱任纽是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而坡旅甲是使徒约翰在小亚细亚的以
弗所，即今日的土耳其的学生（请访问 tertullian.org/fathers 参看他的著作）。
爱任纽的这部著作被亚美尼亚神职人员中最有学问的学者之一，卡拉佩
特·特-麦科特施安（Karapet Ter-Mekerttshian）博士，于 1904 年 12 月，在亚
美尼亚首都埃里温（Eriwan）的圣母玛利亚教会（Church of the Blessed Virgin）
发现。1907 年，他与埃尔温德·特-米纳西阿茨（Erwand Ter-Minassiantz）博
士 合 作 ， 将 其 翻 译 为 德 语 ， 编 辑 到 《 文 本 与 研 究 》 （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xxxi. 1）中。阿道夫·哈纳克博士加了一篇简短的论文和
一些注释。1912 年，布莱斯高（ Breisgau）的弗莱堡大学（ University of
Frieburg）天主教神学院的西蒙·韦伯（Simon Weber）博士在一些亚美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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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帮助下出版了另一个译本。1920 年，威尔斯（Wells）的教长亚米蒂
奇·罗宾森（Armitage Robinson）博士出版了英语译本。优西比乌在他的
《教会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提到，爱任纽除了他的伟大作品
《 驳 异 端 》 （ Against Heresies ） 之 外 ， 还 写 了 《 使 徒 宣讲 的 明 证 》 （ In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第 5 卷，第 26 章）。正如罗宾森
博士所说，“这部作品完全被遗忘了：似乎它的一个字都不曾有人引用过”。
自 20 世纪早期被发现并被翻译以来，它还没有普遍地为人所知。2003 年，
英国伊普斯威奇（Ipswich）的罗杰·皮尔斯（Roger Pearse）将它放到互联
网上。这个星期，也就是 2006 年 6 月 14 日我在为这篇文章做研究的时候，
碰巧发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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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基督的犹太人否认历史的耶稣有资格成为以色列的弥赛
亚，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弄错了。布鲁斯·詹姆斯
说，弥赛亚的必要条件有以下这些：
1) 他必须是犹太人（参看申 17：15；民 24：17）；
2) 他必须为犹大的后裔（创 49：10），以及所罗门的后裔

（经文极多，但请参看代上 22：9-10）；
3) 随着弥赛亚的到来，犹大人将会从地的四方再次聚集（赛

11：12；27：12-13）；
4) 随着弥赛亚的到来，圣殿也会被重建（弥 4：1）；
5) 此外，弥赛亚时代将会是世界和平的时代（赛 2：4；11：

6；弥 4：3）；还有，最后一点，
6) 在弥赛亚时代，整个世界都将信神（赛 11：9；40：5；番

3：9）。1
新约书卷一致地期盼第 3 点至第 6 点在耶稣回来开创神的国
时成为现实，而这个前景正是耶稣自己的神国救赎福音的核心
（路 4：43 等等，保罗的福音也是如此，徒 19：8；28：23，31）。
至于耶稣是犹大的后裔这一点，犹太人反驳说，从家谱上看，

1

布鲁斯·詹姆斯，“为什么犹太人无法信耶稣？”http://judaism.about.c
om/od/jewishviewofjesus/a/jesus_onegod.htm。

488

附录二：犹太反对理由的瓦解
耶稣不具备弥赛亚的资格。亚瑟·赫维（Arthur Hervey）勋爵是
一位英国神职人员，他的著作《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
（The Genealogies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2证明，耶稣
是大卫的直系后裔，而且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提供的家谱有非
常合理的一致性。这两个不同的耶稣家谱指明耶稣是所罗门的合
法后裔（太 1：6-7），也是拿单的亲生后裔（路 3：31），拿单
是大卫的另一个儿子。圣经中其他地方也有同一个人的双重家谱
的例子。
马太福音将约瑟的谱系向上追溯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而路
加福音则将耶稣的血统追溯到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出现这种
情况，是有清楚的原因的。旧约记载，所罗门的直系后裔约雅斤
王3因为犯罪，所以被永远取消生下大卫的后裔即王位继承人的资
格：“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耶 22：30）。
当出自所罗门的这支家系在约雅斤处被宣告丧失资格时，从
大卫的另一支家系就出现了合法的代替人。撒拉铁和所罗巴伯就
从拿单这一支家系（路 3：27）被过继到所罗门那一支（太 1：
12），以提供必不可少的合法继承人。这两个通过拿单而生的大
卫的血亲，本身就是正统的王位继承人。赫维勋爵论证说，最终，
从拿单和所罗门而来的两支家系在马但身上交集〔太 1：15；路
加福音 3 章 24 节中的玛塔〕，他既是约瑟的祖父，也是马利亚的
祖父。
马但的儿子雅各，将他的女儿马利亚嫁给了他的侄子约瑟，

2

Macmillan，1853，再版，Kessinger，2007。史密斯的《简明圣经词典》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对赫维的著作做了有助益的概括。《简明圣
经词典》，John Murray，1865，“耶稣基督的家谱”（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条目，283-285 页。
3 他也称为耶哥尼雅和哥尼雅。关于他的家系的终结，请参看耶 2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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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能够证明，耶稣有权继承大卫的王位。因此，马利亚和
约瑟是堂兄妹，而且他们俩都是大卫王室家族的成员：一方面通
过“合法”家系追溯到所罗门，另一方面通过自然血缘关系追溯
到拿单。耶稣因此通过约瑟拥有了弥赛亚王位的合法继承权，并
且通过马利亚成了直系后裔，因而也拥有这个权利；马利亚和约
瑟一样，也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马太福音记载了约瑟的合
乎法律的家系，将其追溯至所罗门，而所罗门的血缘家系在约雅
斤身上终止。约瑟事实上是雅各的女婿，但是，因为他是王位的
一个合法继承人，所以就被列为他的儿子（太 1：16）。4
马利亚的合法家系和血缘家系也都可追溯到大卫，而通过与
她的婚姻，约瑟就使耶稣拥有了合法的王位继承权，虽然他和大
卫的血缘关系通过马利亚就已经确定了。耶稣确实是大卫的王位
的继承人。他就是诗篇 132 篇 11 节中所应许的那一位：“雅伟向
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
宝座上。’”

满足标准：家谱问题
犹太人的反对理由如下：
即使基督徒能证明（a）耶稣存在，（b）耶稣是犹太人，他
们在证明（c）耶稣是犹大和所罗门的后裔上，也会存在困难。马

4

所罗巴伯获得了合法的儿子身份，因而说他是撒拉铁的儿子。他事实
上是撒拉铁的侄子，而他的父亲是撒拉铁的兄弟毗大雅（代上 3：16-19）。
赫维认为历代志上 3 章 19 节的哈拿尼雅是路加福音 3 章 27 节的约亚拿，而
历代志上 3 章 24 节的何大雅是路加福音的犹大（3：26），和马太福音的亚
比玉（1：13）。这种对等关系的可能性，读者可通过比较以斯拉记 3 章 9 节、
尼希米记 11 章 9 节、以斯拉记 2 章 40 节和历代志上 9 章 7 节加以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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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两份详细的家谱都将约瑟的宗系追溯到大卫
王，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因为马太福音 1 章 16 节说一个名叫雅各
的人是约瑟的父亲，而路加福音 3 章 23 节告诉我们约瑟是希里的
儿子。（似乎那个家庭在确定谁是父亲上有不少问题。）但这两
份家谱是假造的，因为马太告诉我们，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但
是在他通过“圣灵”被怀上之后，马利亚仍然是一个童贞女！马
太福音 1 章 18 节。既然我们知道，家谱是按照父亲来记载的（民
1：18；2：2），那么耶稣就不可能自称为犹大的后裔。5
这些问题在上文所概述的赫维勋爵之研究的论文中已经解决
了。圣经揭示出，在马利亚通过神迹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她和
约瑟还有其他孩子（太 1：25；可 6：3）。
没有弥赛亚时代吗？
“即使这样，基督徒还有一个难题，因为他们仍然无法证明上
文的 3、4、5、6 点内容。说那些事会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发生，这
充其量是循环论证，而且与启示录 22 章 20 节相矛盾（“是了，
我必快来”）。”6
耶稣早早回来以建立神的国这个应许在我们所有的新约著作
中是很常见的。甚至在耶稣出生前几个世纪时，以色列的先知就
都曾宣告，“雅伟的日子临近了”（赛 13：6）。7耶稣采取了相

5

布鲁斯·詹姆斯，“为什么犹太人无法信耶稣？”http://judaism.about.c
om/od/jewishviewofjesus/a/jesus_onegod.htm。
6 同上。
7 认为耶稣预言他将在一代人期间回来的概念是错误的。他讲过“这世
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可 13：30），而他讲的“这世代”

491

附录二：犹太反对理由的瓦解
同的预言式警告，用了完全相同的语言，迫切地呼召人悔改，
“因为神的国近了”（可 1：15）。既然我们当中没人知道自己会
活多久，那么因为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而催人悔改的呼召，就始
终都是最迫切的。新约也讲了耶稣两次的到来之间会间隔很长一
段时间（太 25：19；路 20：9）。在耶稣回来之前，神国的福音
要向全世界呈现，这件事已经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警告被预见了。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 末期才来到”
（太 24：14）。
圣经形式的基督教根本没有不一致或矛盾之处。它呈现的救
主是大卫通过拿单和所罗门的合法后裔。马太福音中的家系的末
尾很可能是马利亚的家系，而她的丈夫约瑟以合法的男性后裔出
现。路加记载了约瑟从大卫的儿子拿单接续下来的祖先（路 3：
31），而约瑟被公众“看成”耶稣的父（路 3：23）。
在赫维的著作中，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撒拉铁和所罗
巴伯在两个清单中都出现了。这是因为从所罗门而来的这支家系
在约雅斤身上终止了。他的后裔永远不准成为大卫王位的合法继
承人。因而尼利的儿子撒拉铁（路 3：27）就从拿单的家系被挪
过来，以给所罗门的家系提供“合法的”后裔，而不是血亲上的
后裔。马利亚和约瑟是堂兄妹，其祖父是同一个人即玛塔（马
但），这是完全合理的。8因此，耶稣通过马利亚而与大卫有了血

（this generation）指的是他回来之前普遍的邪恶社会。Genea 的意思比 70 年
时间期限的意思宽泛（例如，请参看路 16：8，“今世之子”；比较箴 30：
11-14；诗 24：6）。在使徒行传 1 章 7 节，如果他确实说过这种事情，那他
也可能说：“我告诉你们，几年后我要回来。”然而他解释说，没人知道他
再次降临是什么时候（可 13：32）。“这世代”肯定不是指未来一个有限的
时间段，因为现在离耶稣已经将近 2000 年了。
8 史密斯的《简明圣经词典》注意到，约瑟的祖父马但可能与玛塔是同
一人（285 页，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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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关系，因为马利亚是大卫通过拿单的后裔。所以雅各（太 1：
16）应该是马利亚的父亲，她丈夫约瑟的岳父。
耶稣符合所应许的大卫之子孙的身份。他的父是神，而且他
也是大卫的亲生后裔（罗 1：3）。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既成宗
教体系喧嚷的反对之中，宣告了神的国的福音，以及他自己的弥
赛亚身份。他应许要回来，以执行他必然要实现的神的计划的那
部分——在神的国这个复兴的伊甸园中，在他先祖大卫的、恢复
了的王位上，成功地统治世界（比较徒 1：6）。9新约以确定耶稣
为大卫的子孙为开始（太 1：1），以祷告这位“大卫的后裔，明
亮的晨星”回来为结尾（启 22：16）。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相
当于信他是大卫的、以超自然方式所生的后裔。

9

对于弥赛亚计划的全面讲述，请参阅安东尼·巴泽德，《我们不在天
堂的先祖们》，恢复团契，1995，以及《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国度：解开新约
之谜》，恢复团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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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1 章 10 节讲到神的儿子时说，他立了天地的根基。
在希伯来书 1 章 8-13 节中，有三处对子讲话的“引证经文”。
经文中没有迹象表明它们指的是除了子以外的其他对象。8 节这样
开始：“但是论到子，他［神］却说……”接下来是三个不同的
引文。这一系列引文在 13 节结束，经文证明耶稣不是一个天使：
“所有的天使，他［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因此，诗篇 110 篇
1 节被引用，指的是子，即耶稣。
希伯来书 1 章的很多内容都将神的儿子和天使做了比较，同
时表明子从来不是天使，而且他比天使级别高。这证明子不可能
是神！证明神比天使级别高是没必要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同
样清楚的是，子不可能像耶和华见证人所坚称的那样，是天使或
天使长。天使和天使长都是天使！耶稣从来不是天使，因为大祭
司是“从人间挑选的”（来 5：1）。圣天使是不死的（路 20：
36），这样的话，神的儿子耶稣的死亡就是不可能的。
那么希伯来书 1 章 10 节怎么解释呢？子从什么意义上来讲，
是天地的创立者？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耶稣从未宣称是创造
主，而且在第七日歇了工的，不是耶稣，而是神（来 4：4）。
“神［不是耶稣］造人是造男造女”（可 10：6），而且“雅伟神
［不是耶稣］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 2：7）。有 50 处经文说父
神创造了天地。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马太福音 1 章 18 节、20 节，
以及约翰一书 5 章 18 节（非 KJV）说，子在马利亚身体里被创造
/被生以前，是不存在的。难道耶稣既比施洗约翰小六个月，也比
他大亿万年吗？耶稣开始公开传道时既是 30 岁，但其实是亿万岁
再加 30 岁吗？耶稣的哪一部分是 30 岁，哪一部分是亿万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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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不能被这样分割，被劈成两半。马利亚生了一个人。她没有
生天使。她没有生神。她没有像三位一体论所说的那样，生了
“无位格的人性”。马利亚生下的是大卫的直系子孙，血亲子孙。
否则的话，耶稣就不具备弥赛亚的资格。
神不可能被生，而神的儿子被生了。不死的神（提前 6：16）
不可能死。而神的儿子死了。神不可能被试探（雅 1：13），而
神的儿子被试探了。观察不到这两个类别的差异，就相当于抛弃
了宝贵的圣经教导。
希伯来书 1 章 1-2 节说，神在旧约时代没有藉着儿子讲话。2
节还说，神藉着耶稣创造了众世代（新译本）。这可能指未来的
时代，也可能指耶稣是神创造万物的缘由。希伯来书 1 章 5 节引
用了诗篇 2 篇 7 节的预言，借此讲到子，也就是耶稣开始存在于
世的情况：“我今日生你。”这节经文还讲到撒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耶稣出生前 1000 年就许下的，内容是神
“要作他的父，他要作子”。那个应许是许给大卫的，它指的是将
要到来的弥赛亚。弥赛亚存在的起点，就是神成为弥赛亚的父的
那一刻。使徒行传 13 章 33 节指的也是耶稣存在的起始点，指他
的兴起〔不是“再次（again）兴起”，如 KJV 的这种错误译法〕，
而 34 节指他的复活。子的这个起始点正是我们在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和马太福音 1 章 20 节中所看到的（“所生在她身里的是从圣灵
而来的”，吕振中译本）。
以赛亚书 44 章 24 节说，神创造创世记里的天地时没有伙伴，
没有协助。他完全地独自行事。“谁与我同在呢？”在创世记创
造世界时，没有子与他同在（比较来 1：1-2）。
在新约之前神没有在子里面说话。因此，是谁说“要有光”
的呢？如果说是子，那么它与希伯来书 1 章 1-2 节是全然矛盾的。
旧约的神与他独一无二的儿子是迥然不同的。后者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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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记载在马太福音 1 章 18 节中（“耶稣降生的事1记在下
面”）。如果神在将他的儿子生到世界上以前，他就有了这个儿
子的话，那么圣经就变成一本无法理解的谜语书。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描述了神的儿子如何开始存在。他是被生的。圣经中和英语
中的生（beget），都是所有单词中指示出时间上的之前（before）
和之后（after）的一个单词。因此，子是有起始点的。在他被生
之前，在他是他之前，是有时间存在的。如果他已经存在的话，
那么马太福音 1 章和路加福音 1 章的这些见证就是一堆废话。马
利亚生的是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天使。人类母亲所生的是人
类。马利亚肯定不只是生了“人性”，而作为马利亚之子的“人
性”也不会是大卫的后裔，因而也不会是弥赛亚。
“神的儿子其实是神”的概念，会让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作救
主，作我们的榜样，并竭力顺服神的整个努力都成了一场表演。
大祭司的要点在于他必须是“从人间挑选的”（来 5：1）。同他
的父相比，他是“为人的弥赛亚耶稣”（提前 2：5）。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中的父是“独一的真神”。如果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
除了父以外就再没有神，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8 章复述信条
时所宣告的内容：“神只有一位，就是父，此外再没有别的神”
（结合 4 节和 6 节）。
如果子是神，那么就有两位神。称耶稣为神，也称父为神，
这不是一神论，不管这个标签贴得力度有多大。圣经使用“神”
的时候，其含义从来都不是三位一体神或二位一体神。
在希伯来书 1 章 10 节中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作者引用
的诗篇 102 篇来自希腊语圣经译本（七十士译本），而不是希伯
来圣经。七十士译本中，诗篇 102 篇 23-25 节的意思完全不同。它
引入了希伯来文本所没有的思想。七十士译本说：“他［神］回
答他［祈求者］……告诉我［神对祈求者说］……你，主［神对
另外一位称为‘主’的说］。”但希伯来经文是：“他［神］使

1

译者注：“降生的事”原文为 γένεσις，即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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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力量衰弱……我［祈求者］说：‘我的神啊……’”
因此，七十士译本引入了第二位主，神对这位主说：“你起
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25 节）。在希伯来书作
者面前摊开的是七十士译本，不是希伯来圣经（很像今天的读者
可能引用 NIV 而不是 KJV 那样）。F.F.布鲁斯在《新国际注释》
中论到希伯来书时解释道：
在七十士译本中，这些话［“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的对
象被明确地称呼为“主”；而且是神这样称呼他的。在希伯来文
本中，祈求者在诗篇里从头至尾都是讲话者，然而在希腊文本中，
他的祷告在 22 节结束，接下来的经文是这样的：“他［神］按着
他的力量回答他：‘向我宣告我的年日短少：不要在我日子的中
途将我带走。你的［祈求者的］年数世世无穷。你，主［祈求者，
希伯来书将其看作弥赛亚］，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2这是神
对祈求者的回答；他（神）吩咐他，要他承认神所预定的时间
（复兴耶路撒冷的时间，见 13 节）是短少的，而不是当那预定的

2

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之间出现完全不同的翻译，原因在于希伯来语的
元音标点。如果元音标点改变了，含义就能改变，而且有时候不清楚哪一种
可能的含义是正确的。因此，希伯来圣经用了 innah，意思是“他［神］
使……受苦”（23 节），而七十士译本将相同的希伯来辅音字母重新标点为
anah，意思是“他［神］回答［他］”。所以，在七十士译本中，神对发出
祷告的那一位做出回答，并称他为“主”。七十士译本在 25 节增加了“主”。
接下来，希伯来圣经用了 omar eli（“我说，‘我的神啊’，24 节”）。但
是七十士译本将这些辅音字母读作 emor elai（“对我说”，23b；即神命令祷
告的人告诉神）。意思是神被请求缩短神的国到来之前必须经历的那段日子
（比较太 24：22）。诗篇 102 篇主要讲的是未来的时代，以及未来神国中以
色列的复兴，因此它完全适合做希伯来书 1 章的引证经文，来讲论子在未来
必定要行的事，其实是讲论他在新的创造，而非创世记的创造中的角色。当
它被用来支持耶稣是创世记中的创造主这个非圣经概念时，这个意思就被颠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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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才过了一半时就召唤他［神］行动，同时他［神］确定地告
诉他［祈求者］，他和他仆人的子孙都会长存……
培根提出，这篇诗篇的希伯来文本，还有希腊文本，都形成
了弥赛亚式末世论的基础，尤其是它讲到了神的日子是“短少
的”，即在他的目标［未来弥赛亚国度终必在全地到来］圆满实
现之前，必定要经历的那段时期是“短少的”；他在这里找到了
马太福音 24 章 22 节、马可福音 13 章 20 节以及《巴拿巴书信》4
章 3 节（“如以诺书里记着的，‘因为为此，主［神］已缩短时
日，为了叫他所爱的［耶稣］能快快地进入他的基业’”）的旧
约背景……
但是，（阅读七十士译本的基督徒读者可能会问）神能对谁
以这样的话来讲话呢？神又会称谁为“主”，为天地的创造者
［创立者］呢？3
在阅读七十士译本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不但看到它明显地
指未来国度中的新天新地，他还看到神对弥赛亚主讲话，论及诗
篇 102 篇其余内容中的预言，那些预言讲到“后代/将来的那一代”
（18 节），以及所预定的，雅伟建立锡安，并在他的荣耀中显现的
时间。
B.W.培根这篇重要的文章（布鲁斯在上文中提到）强调说：
“‘主’这个词在诗篇 102 篇 25 节的希伯来［和英文］经文中完
全没有出现。”但是它出现在希伯来书所引用的七十士译本中。
［由于七十士译本中的译文“他回答他”］一直到诗篇结尾的
整个这段经文成了雅伟对祈求者的 回答，而祈求者相应地被称为

3

F.F. 布 鲁 斯 ， 《 新 国 际 新 约 注 释 · 希 伯 来 书 》 〔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Eerdmans，
1990，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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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ie［主］和天地的创造者……七十士译本和武加大译本没有将
这节经文理解为诗篇作者因为年日缩短而吐露苦情， 而是理解为
雅伟对诗篇作者之恳求的回答：他将介入以拯救锡安，因为“现
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13 节）。他（祈求者）受
吩咐承认（或指示？）雅伟所预定的时间缩短了，而不是当时间
才过去一半的时候就召唤他。另一方面，他［作为弥赛亚的主］
得到应许，他自己将要长存，他仆人的子孙也要长存。4
这正是要点所在，而且只有当我们看出以下这两点的时候，
这个要点才能变得清晰明朗。这两点是：1）希伯来书作者阅读的
是七十士译本，不是希伯来圣经，并且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关于
未来时代（神的国，以色列的复兴）的、奇妙的预言，而且这个
预言完全契合他的上下文；2）经文中有一位作为弥赛亚的主，这
“弥赛亚主”是被雅伟说出的，而且雅伟还邀请他创立天地的根基，
建立巴勒斯坦的新政治秩序，正如以赛亚书 51 章 16 节所说。这
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想要传递的关于耶稣高过天使的信息。耶稣是
即将到来的神国新秩序的创立者。希伯来书作者在 2 章 5 节明确
地告诉我们，它关乎“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新译本）。
当七十士译本中的这个差异被解释清楚后，这就根本没有那
么难了。诗篇 102 篇和希伯来书 2 章 5 节，其实还有整个希伯来书
1 章，都是指耶稣所创立的万物新秩序，不管我们把这新秩序看作
他升天时创立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 28：
18），还是他再次降临时创立的。
诗篇 102 篇讲的全是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以及千禧年中耶
路撒冷的重建（参看 13-22 节）。作者盼望着神在他荣耀里显现时

4

B.W.培根，“希伯来书 1 章 10-12 节与七十士译本对诗篇 102 篇 23 节
的翻译”（Heb. 1:10-12 and the Septuagint Rendering of Ps. 102:23），《新约
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3，1902，280285 页。

499

附录三：希伯来书 1 章 10 节
（16 节），那座城的重建。这篇诗篇是写给“后代”的（18 节），
写给未来地上神国中新创造的人的。希伯来书讲的不是创世记的
创造之工，而是“将来的世界”（2：5）的创造之工。
以赛亚书 51 章 16 节证实了这种解释。它讲到神的一个代理
者，神将他的话传给他，神使用他“栽定诸天，立定地基”。
《真道圣经注释》说：
如果它指起初的［创世记］创造之工，那么它是毫无意义
的……在其他例证中，神独自行事，没有使用代理者。而这里，
他用他的手影所遮蔽的这一位是他的代理者。此处的诸天和地必
然是以比喻手法指巴勒斯坦的秩序总体，其中 诸天指帝国更加宽
广的综合体系，而地则是巴勒斯坦本身的政治秩序。5
因此，在诗篇 102 篇（七十士译本）和以赛亚书中，弥赛亚
都是神将会使用的代理者，用他来建立将来时代的新政治秩序。
希伯来书 1 章 10 节是一个预言，虽然用的是过去式（和众预言通
常所用的时态一样），但是它指“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
（来 2：5，新译本）。这是希伯来书 1 章 10 节的主旨所在。耶稣
是“未来时代的父”（赛 9：6，七十士译本）。
最后，在希伯来书 9 章 11 节中，作者讲到“将来的美事”是
“不属于这被创造之世的”（吕振中译本）。他这样说的意思是，
将来的事属于新的、未来的创造（参看来 2：5）。那个创造正在
进行之中，因为耶稣被提升到神的右边，他现在是新创造的共同
创造者，听命于父，并且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太 28：
18）。甚至将来那一千年也会被将来的新天新地所取代（启 20：
11；21：1）。
我们再说一次，末世论是真理启示中的重要因素。神在耶稣

5《真道圣经注释：以赛亚书

34-66》（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Isaiah
34-66），Word Books，1987，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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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一个新创造，而我们会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林后 5：17）。
世界将会重生，并且它将处于耶稣和他的跟从者的管理之下（太
19：28 等等）。整卷希伯来书都吩咐我们向前看，去看“将来的
世界”（来 2：5），所以我们必须抵制诱惑，不要回头去看创世
记。请注意，希伯来书在好几处讲到永远的救赎/赎罪、基业/产业、
约、审判、救恩，以 及“［未来］时代”（ aionios） 的灵 6 。
Aionios 指未来的神国时代，而不仅仅指永恒。基督徒现在接受的
是“所应许的圣灵”（弗 1：13，NJB）。

6

译者注：和合本译作“永远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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