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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今天，我们将看看新城教理问答的第三个问题。 它是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使基督教的上帝与其他宗
教的神截然不同。 独一的真神永远存在于三个位格中。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和存在本身的丰满。
整个宇宙是三位一体工作的果实。 在创造和救赎中，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总是一起工作。 没有这三个位
格，就没有创造，没有救赎，就没有对未来的盼望。 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恩典、怜悯、公义、爱和其他教义
时，我们应该记住，三位一体是这一切的基础。
现在，我将阅读教理问答的问题，然后让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3：神⾥⾯有多少位格？
回答： 在独一和永生的神中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
它们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在权力和荣耀上是平等的。

当我们谈论三位一体时，记住你在这张图中可以看到的七件事是很有帮助的。
凯文·德扬牧师提醒我们： 
（1）神是独一的：只有一位神。
（2）父是神。
（3）子是神。
（4）圣灵是神。
（5）父不是子。
（6）子不是圣灵。
（7）圣灵不是父。

这三个位格在实质上是一体的，是平等的。 任何一个都不比其他两个更重要。 但是他们每个都以不同的方
式与我们和受造界互动。 父是发起者，是计划者。 子执行并完成父的计划。 圣灵应用并印证这些计划。 对
我们人类来说，这三者可能看起来是分开的，但其实不是。 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协同工作;他们一起工作。 

让我们想想三位音乐家一起演奏的场景。 在一首歌中，我们听到安德鲁弹键盘乐器，克莱门特弹原声吉
他，丹尼尔弹低音吉他。 没有竞争。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能。 我们共同努力，为荣耀神而产生和谐的
声音。 在圣经中，从一开始，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就一直和谐地工作。 的确，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三位一
体”这个词。 然而，这个概念已经在圣经中清楚地教导了。 

我们在创造中看到三位一体，特别是在创世记1：26中人的创造中，当时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
人”。 我们也在救赎中看到三位一体。 父计划了我们的救赎，子通过死在十字架上来执行计划，圣灵通过在



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基督来应用基督的工作。

三位一体教导我们，神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成为神。 神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关系才能成为神。 他不渴望外在的
爱。 這就是為什麼他可以慷慨地、犧牲地去愛。

我们今天要看圣经的不同经文。 但是，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上，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后书
13：14中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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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父、圣子和圣灵，你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畴。 感谢你把我们带入你的爱，一种在你三个完美的位格中存
在于这个世界面前的爱。 求你让我们的心在凝视祢的美丽时得到温暖和启迪。 帮助我们承认我们是受造
物，只有你是创造者和无限的。 给我们一种惊奇感，吸引我们在敬拜中俯伏下拜。 愿祢在我们的生命中得
荣耀，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从小就听哥林多后书13：14，这是每个星期天敬拜结束时的祝福用语。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这是“整个新
约中最丰富的祝福，因为它蕴含着三位一体的公式”。 查尔斯·贺智说：“它包括救赎的所有好处。 有些人把
它比作旧约民数记6：22-27章的祝福，克里斯牧师每个星期天都在这里宣告： 
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25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26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以下是今天信息的三个要点。 它们都来自今天的经文：
第1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第2点：神的爱
第3点：圣灵的团契相交

第1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什么是恩典？ 就是对不配得的人彰显恩惠。 恩典是将怜悯，爱和仁慈给予一个应该受到惩罚的人。 这段经
文谈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只能通过充满恩典的耶稣基督的生与死来获得恩典。 

你可能听说过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子上帝必须降生为人，以消除第一个人亚当对我们灵魂造成的伤害。

罗马书 5：12，15
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15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
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作为人类，我们生来就有从亚当那里继承的罪的本性。 我们从出生起就是罪人。 神是圣洁的。 他不能让有
罪的罪人逍遥法外。 但神爱他的儿女。 那么，怎么做才能拯救我们呢？ 人类的救主必须取代我们的位置，
以解决由我们人类的父亲亚当引发的问题。

中保是能够在冲突中的两个人之间站立的人。 但是，谁能站在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之间呢？ 所有普通人都
被取消资格，因为他们都是罪人。 要站在神和人之间，这位中保必须既是神又是人。 牧师阿利斯泰尔·贝格
说得好， “如果神要拯救，那么这位救主一定是神才行。 如果人必须承受惩罚，因为是人犯了罪，那么这位
救主也必须是人。 如果承受罪的惩罚的人自己必须是无罪的，那么除了耶稣之外，还有谁符合这些资格
呢？ 朋友们，耶稣是唯一有资格完成神救赎计划的人。 这是我们唯独靠着恩典才能得到的救恩。

弟兄姊妹們，我們领受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是因為祂願意代替我們流血。 在十字架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也看清了神的爱。

第2点：神的爱
朋友们，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他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东西。 乃是因为神是永恒和完美的，他的爱也是
永恒完美的爱。 我们是有限的人类，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例如，我不能同时在美国和刚果。 我一次
只能在一个地方。 但神的爱是普世的、永恒的，因为爱人的神就是这样。

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一直完美地相爱，从时间开始之前就已经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神从未对爱感到绝
望。 上帝不需要任何受造物来感受爱，因为他已经在三位一体的爱的关系中得到了满足。 這就是為什麼神
可以在不使用或不操縱任何人的情況下去愛。 上帝爱我们，没有隐藏的目的。

我们谁会接受一个只想利用我们的人的爱呢？ 真爱是真诚的。 真正爱我们的人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
我们。

满有爱的神差遣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有东西可以给他。 除了我们的罪，我们一无所有。 神差遣耶稣来担
当我们的惩罚，并赐给我们恩典。 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而是为了赐给我们恩
典。 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15：13中读到的，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父神为你和我献上了自己的儿子，甚至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罗马书5：8）。 这就是真爱。 除非我们经历
从神而来的这种舍己牺牲之爱，否则我们就不能好好地爱任何人。 我们必须首先接受来自三一上帝的爱。

這就是可以讓我自由地去愛自己而不自私的原因。 我也可以爱别人，却不操纵别人，也不对别人抱有天真
的幻想。 真爱不是等着得到爱才去爱。 神没有等我们去爱他。 他径直向我们走来。 真是多么奇妙的爱！
父母们，你为什么爱你的小孩子？ 因为你期望他们为你做点什么吗？ 当然不是。 你无条件地爱他们，就因
为他们是你的孩子。 當我們相信基督時，我們就会像兒女一樣被愛。 没有人能把这爱从我们身边夺走，甚
至连我们自己也不能。

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我们与圣灵的团契，找到了爱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点。

第3点：圣灵的团契
来自北非的圣徒奥古斯丁提供了一个类比，帮助我们理解三位一体中的爱的关系。 他说，父给予爱，子被
爱，圣灵就是爱本身。 这个类比不能完全解释三位一体的位格。 但它帮助我们明白保罗所说的“圣灵的团
契”是什么意思。 圣灵是三位一体关系中的粘合剂。 例如，当扫罗王违反上帝的律法时，他就打破了与上帝
的关系。 结果，神把他的灵从扫罗身上收走。 圣灵印证并保守我们与神的相交。

我们所有人都渴望以爱为中心的关系。 我们在人身上，在自然界中，甚至在宠物身上寻找它。 但地球上没



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关系。 我们需要圣灵通过重生带我们进入与神的正确关系中。

约翰福音3：5-8说： 
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7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 
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所以，它与每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同在。

神的灵通过我们对子耶稣的信心，带我们进入与父神团契相交的境地。 在耶稣里，我们作为儿女与“阿爸
父”团契相交。 （罗马书 8：15;加拉太书4：6）。 父神以他对耶稣那样的爱来爱我们。 通过圣灵，我们也
学会爱别人，特别是信徒同胞。

作为信徒，我们互相鼓励，在与彼此和与神相交的团契中成长。 三一真神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圣灵通
过我们在敬拜、祷告和圣礼上的团契将恩典应用到我们身上。 我们的教会被称为一个声音团契，因为作为
信徒，我们乃是通过圣灵进入同一个团契相交。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一起更清楚地看到耶稣。 耶稣向我们
揭示了他慈爱的父的荣耀，正如他在死前一天晚上所应许的那样。

我有一个个人问题要问：你有没有把你的信心和信靠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有没有经历过他的恩典，天父
的爱，圣灵的团契相交？ 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心，我只能遗憾地说，哥林多后书13：14中的祝福并不适用于
你。 但对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说，这个奇妙的祝福就是适用于你的。

最后，我有几个最后的想法。 首先，三一上帝的所有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也参与了对我们的再创造。
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成员都参与了我们的救恩，从头到尾。 父在他的爱中计划了我们的救恩。 子执行了计
划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 圣灵将完成的计划应用到我们身上，用印印了我们，叫我们与神相交，成为他的
儿女。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祷告中提到这三个位格。 因为它们对整个救恩过程同样重要。

其次，我们已经知道爱超越了我们自身。 它是永恒的，正如神是永恒的一样。 为了让我们去爱，我们需要
依靠神在基督里的爱，他向我们保证了永生。 当然，我们不能像神爱我们一样爱神。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
天都要禱告。 如果我们想爱上帝和他人，我们就需要从他的爱中汲取力量。

第三，三位一体是一个伟大的奥秘，就像爱本身一样。 上帝必须教导我们何为爱，并为我们树立榜样。 他
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必须在所有人际关系上寻求他的帮助。

第四，记住，神知道你作为罪人的方方面面，但无论如何他都在基督里爱你。 我们可以接受那些只了解我
们一点点的人的爱。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来自完美慈爱之上帝的爱，我们无论生死他都知道我们的真
相？ 因此，我们可以无所畏惧地爱神，愿意为深爱我们的这一位做出牺牲。

最后，我有两句邀请的话。 首先，对于那些还不相信耶稣是你的主的人。 神的爱是你心中所渴望的完美的
爱。 事实上，圣灵在约翰一书4：16中启示了这些话，“神就是爱”。 这意味着“爱的丰盛存在于神里面”。 我
的朋友，今天神的恩典已经赐给你了。 如果你接受耶稣，那么圣灵就会用印印你，让你进入与父永恒的关
系中。 你将发现与三一上帝的所有三个位格的团契相交，你将无论生与死都能在神的爱中安息。 多么美妙
的礼物！

第二，是给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要彼此相爱，我的兄弟姐妹们。 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或为
了得到一些回报。 相反，我们以被爱的方式去爱。
约翰在约翰一书4：10-11，19中写道： 
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11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19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的爱是我们爱的基础。 朋友们，神的爱足以让我们相信满有恩典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奉耶稣的名，藉着
圣灵感恩，因为在他里面，我们体验到与我们天上永恒的父永远相交的喜乐。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在创造和救赎中显明自己是父、子和圣灵的三一上帝。 感谢你，在我们远离你的时
候，就藉着信心凭着恩典，将你的爱在基督耶稣里临到我们。 我们赞美你的圣灵，因他继续在我们的生命
中荣耀你的儿子，并带领我们与他相交。 帮助我们每时每刻都与你团契相交。 求祢帮助我们谦卑地敬拜
祢，并呼召别人也这样做。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从现在直
到永远。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