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父原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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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与概述 

 

圣经的关键真理： 

• 基督的灵是创造之首生、即道─ 不能看见之神的代言人和形象。基督的灵是在众

先知里头的圣灵，祂显现在人子身上。“肉身显现＂只是指在肉身中“揭示出

来＂，正如启示录第 1 章中戏剧性地展示那样，其中基督的灵显现为神的天使、人

子和“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全在同一时间里。 

• 神的灵是首先膏在基督身上的(恩)膏，后来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五旬节以后，

神的灵被称作“圣灵＂，而基督的灵被称作“灵＂。 

• 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主。但在主日，基督将要服于神，神是“首先和末后＂(的

主)，祂在主日透过基督来说话，就如同旧约一样。 

在接下来二十个单元里，我们将来看圣经的解释，和它是如何被改变的。 

1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知道人们只见过神的使者、也就是道。 

 

2   独生神 

基督的灵是创造之首生、和不能看见之神的代言人。 

 

3   道 

犹太人知道过去那灵和神的天使是道，道是看不见之神的形象与代言人。 

 

4   创造的六日 

不能看见之神对祂的形象─ 基督的灵的六次沟通，勾勒出神在人类六千年历史的

救恩的计划。 

 

5   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基督的灵一直都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 

 

6   神的使者 

基督的灵以天使或使者显现，说神的话语，祂把雅各布的名字改为“以色列”，而

雅各布称这使者：“他的神”。 

 

7   使者向摩西显现 

使者的名字在燃烧的荆棘中被透露为“祂将是”，这里神向摩西示范了 ELOHIM

的含义─ 一位替另一位说话；在他们下一次的会面里，使者告诉摩西，祂向亚伯

拉罕、艾萨克、雅各布显现为“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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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YHVH 我们的 ELOHIM 

以色列人过去知道有两位神：一位是使者、是他们的神；另一位是不能看见之神、

祂是至高的神。 

 

9   YHVH 我们的 ELOHIM、YHVH、为一 (ECHAD) 

神的使者不再显现以后，基督的灵在众先知中继续扮演作神的代言人。 

 

10   在先知里面的圣灵 

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基督的灵是在先知里面的圣灵，也就是塔古姆译本所称的

“道”。 

 

11   天使长 

但以理和撒迦利亚预言，基督的灵作为 YHVH 之天使，在基督成为主之后，祂将

会是众天使的统领者。 

  

12   谁在肉身显现？ 

基督的灵并不像拉丁神学思想那样为“化身＂、而是“有人的外貌＂。在启示录

中，我们看到基督的灵同时显现为人子、神的形象、以及天使长。 

 

13   独生子 

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祂成为神的独生子。 

 

14   主就是那灵 

五旬节以后，使徒称神的灵为圣灵；而称基督的灵为灵。 

 

15   启示录的天使 

神告诉我们，祂差遣祂的天使来指引约翰，这天使有三种不同的样子，但所有的线

索都表明，这是基督的灵。过了主日以后，天使吩咐命令约翰不可拜祂，称自己是

约翰的弟兄。 

 

16   我的主和我的神 

使徒彼得和约翰传讲耶稣基督是 ELOHIM、也就是以色列的神，外邦人被基督作为

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弄胡涂了。 

 

17   敌基督的灵 

在圣经中，“人子＂一词有基督不是神的意思。使徒约翰警告不可信形态论，他称

之为“敌基督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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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三位格的「诞生」 

在第二世纪，犹太人试图摧毁神的儿子在天国的信息，说圣灵存在所有的生物中，

首次出现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游斯丁说圣灵诞生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的「众水

上」。 

 

19   交付他手 

公元 193 年，敌基督的灵借着罗马主教来掌控教会，这位主教从公元 190 年到 200

年在罗马倡导型态论，因此，约翰称型态论：“敌基督的灵”。 

 

20   兽的(形)像 

约翰预言，在公元 376 年到 382 年、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撒旦会给兽做一个形象

来迷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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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只有犹太人理解神 
 

耶稣对撒马里亚妇人说：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约 4:22) 

在这段话里，耶稣带给我们两项真理： 

• 只有犹太人对神有正确的理解，以及 

• 我们的救恩需要对神有正确的理解。 

在第四世纪，外邦人创造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神的模型或形象。 

 

对于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耶柔米(Jerome)写道： 

「对三位一体奥秘的真正表白是承认我们并不理解它。」1 

而圣额我略·纳齐安(Gregory of Narzianzus)说： 

「当我想到三位中的任何一位，我认为他就是全体，我的眼睛被充满了，而我所思想的大
部分脱离了我。」2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需要对神有正确的理解。 

我们会发现，这的确是圣经的教导。 

有许多人不会得救，因为他们对神没有正确的信仰。 

那么犹太人对神的理解是什么呢？  

 
1
 De mysterio Trinitatus recta confessio est ignoratio scientiae — “Proem ad 1. xviii in Isai.” 

2
 演说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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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知道在旧约中神是无名的 
 

犹太人了解在旧约中神是无名的。公元 150 年， 游

斯丁写道： 

「所有的犹太人甚至到现在都教导，是无名的神对
摩西说话。」3 

三个世纪后，赛勒斯的主教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Cyrus)写道： 

「犹太人称它作 AIA  (我将是)，撒玛利亚人则称它为雅北(YABE) 。」4 

「我将是｣是神在燃烧的荆棘中给自己取的名字，而「伊瓦、 5祂将是｣是神给祂的使者的

名字。 

我将是我就将是。因此，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将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此

外，…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伊瓦、祂将是你们祖宗的 ELOHIM…，打发我到你们这

里来。」 

伊瓦 ─「祂将是」是犹太人拒绝说出来的名字，以至于今天，许多人都不确定它真正希伯

来语的发音。 

因为希伯来语的书写是没有元音的。 

在十一世纪的《列宁格勒法典》中，马所拉文士添加了元音标记，并在所有神名字的第一

个字母中用一个舍瓦(Sheva)的标记发音。 

子音 (原始)读音 加上舍瓦 (:) 

 伊瓦 耶瓦 יהוה

 亚和 耶和 יהו

 
3
 游斯丁，《第一护教辞》，第 63 章 

4
 赛勒斯的主教狄奥多勒，在出埃及记第 7 章之问题 15。海瑞卡鲁姆法比学汇编(Haereticarum Fabularum 

Compendium)，「现在“撒代＂(Sadda)意味着祂是那充足和有能力的，但“阿亚(AIA)＂才是指“今在＂。这

在希伯来人中也是不能说的，但撒玛利亚人不知道它的意思，称之为“Iabai＂。」这里，狄奥多勒用撒代

押韵亚百。他可能知道神的名字是押韵的，但是在出埃及记第 6 章 3 节中，“撒代＂作为一个名字的发音

是“撒大阿＂(Saddah)，与“伊瓦＂和“亚＂押韵。 
5
 在马所拉文本中，所有第三人称不完全动词以ה结尾的，当他们变成名词、名字时，都用 qamatz、即 

“阿＂(ah)的音来发音的。其他的例子有 ָוה ָפה和ִישְׁ  。因此，伊威变成伊瓦，ִי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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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呼 耶呼 יהוא 

他们把「祂将是」读为「耶瓦」有 6,468 次之多，有 52 次出现「耶和华」这名。6 

但是钦定本英文圣经的翻译者选择了「耶和华」、而不是「伊瓦」。 

十九世纪时，希伯来学者威廉·格泽纽斯(William Gesenius)用主教狄奥多勒所用的名字「雅

威｣，创立了「雅威｣之名的理论。 

诺斯底派用「雅威｣来形容基督是「万军之朱庇特」7。雅威是罗马帝国之首要神明「朱庇

特」的罗马发音。 

犹太人知道人只有见到神的使者─“道” 
 

直到今日，犹太人仍相信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人只有见到神的使

者，祂是「道｣。公元 30 年，犹太神学家─ 斐洛(Philo)描述「道｣，

说： 

「祂的首生─「道｣、也就是祂天使中最年长的，作为有许多名字的

伟大天使长，因为祂被称作权威、和神的名字、和道、和照着神形象

的人...」8 

在出埃及记第 6 和第 7 章中，神的使者─ 道，告诉摩西祂曾向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

布显现为全能的神，然后祂解释复数型 ELOHIM 这字的含义，就如同一位神替另一位说

话。 

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的希腊原文为：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神就是道。 

使徒约翰的信息是，创世记第 1 章 1 节的 ELOHIM 就是耶稣基督。 

 
6
 耶和华被理解为「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意思，但可能是雅呼这个名字的缩写，理解为「今在的

祂」，这两个名字都没有希伯来语语法的支持。在列宁格勒抄本中，YHVH 出现了 6,828 次，它的发音是

「他将是」─ “耶瓦＂6,468 次；306 次用 ELOHIM 的元音来提醒读者读成“主神＂、而不是“主主＂；有

52 次为“耶和华＂以及二个抄写(者)的错误。 
7
伊皮法纽(Epiphanius)在他的《驳异端》乙书中告诉我们，某些邪教使用雅北的名字。Ιαβεζεβυθ 被发现在古

代碑文中，并被认为是一个短语，因为它总是以那种形式出现。Ιαβεζεβυθ 字面的意思是(星球之)“万军之

朱庇特＂。  
8
 《变乱口音》(On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第 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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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己描述了「道｣的意思，祂说：「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太 11:27)；「你们从

来没有听见祂的声音，也没有看见祂的形像。」(约 5:37) 

「道｣是看得见的神，旧约中祂代表不能看见之神说话。 

 

我们敬拜基督为我们的主 
 

神在圣经的第一章中说了祂对我们的计划：「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创 1:26) 

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证明了祂自己就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完美形象。因为祂存心顺服，以

至于死，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立祂为我们的主，叫一切无不屈膝、并敬拜祂。(腓 2:8-

10) 

  

https://biblia.com/bible/esv/Gen%201.26
https://biblia.com/bible/esv/Phil%202.8-10
https://biblia.com/bible/esv/Phil%202.8-10
https://biblia.com/bible/esv/Phil%20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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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生神 
 

约翰福音第 1 章 18 节的真实文本 
 

所有最早的手抄本都记载约翰福音第 1 章 18 节

为：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
神将祂表明出来。」 

耶稣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相信

我是从父出来的。」(约 16:27-28) 这是描述从父 

「出来｣的基督的灵。我们在约翰福音第 8 章 59

节中发现相同的希腊字(ἐξῆλθον ἐκ τοῦ)： 「耶

稣却…，从殿里『出去』了。」 

 

创造之首生 
 

在歌罗西书第 1 章 15 节，使徒保罗称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但，使徒保罗并不是第一个称基督是创造之首生的人。 

犹太人早已了解「道｣是首生的。 

公元 30 年，犹太神学家─ 斐洛描述「道｣为首生。 

 

斐洛，《变乱口音》，第 28 章 

祂的首生─“道”、也就是祂的天使中最年长的，作为有许多名字的伟大天使长….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神再使首生的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祂。』」(来 1:6) 

请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 「再｣─使首生的来到世上，他用的是「首生｣、而非

「长子｣，因为人子耶稣基督是直到受洗才被称为神的儿子，但祂的灵是创造之首生。 

使徒约翰称基督是「神创造的开始，｣ (启 3:14)因为，神是万有之父，从胎中祂就造就了

我们所有人。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6:27-28&version=NKJV&src=tools#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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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都藉由祂创造 
 

在歌罗西书第 1 章 16 节，保罗说万有都是由基督造的。 

然而，在同一节保罗也告诉我们，一概都是「借着基督｣造的。 

约翰在约翰福音第 1 章 3 节也说同样的话： 

「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 

父是独一真神，而基督的灵是道、父的代言人。 

耶稣基督是「独生神｣，神藉由祂创造世界，祂是那位向人显现、以及按着祂的形象来造

人的神。 

 

希伯来文 ELOHIM 的意思是很多神 
 

创世记第 1 章中的两位神，以及不能看见之神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都藉由希伯来文

ELOHIM 这一字表明出来。这是复数型的字，字尾 HIM 就像英文字母“S”一样。 

复数型的 ELOHIM 揭示有两位神创造天地：至高神的独一真神以及独生神，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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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 
 

道是创世记第 1 章的造物主  
 

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的希腊原文中：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神就是道。 

使徒约翰的信息是：在创世记第 1 章 1 节的“ELOHIM”就是耶稣基督。 

「道｣是看得见的神，在旧约中祂代表不能看见之神发言。 

诗篇第 33 篇 6 节称「道｣为造物主：「诸天藉祂将是的道而造。」 

 

 

旧约圣经中的道 
 

祂将是的道是神的使者。 

塞缪尔记上第 3 章 21 节中，我们读到：「祂

将是又在示罗显现，因为祂将是借着『祂将

是的道』在示罗显现。」 

祂将是是不能看见之神与祂的形象─「道｣所

共享的名字。 

祂将是的道是在示罗向塞缪尔显现的祂将

是，代表不能看见之祂将是。 

塞缪尔记上第 15 章 10 节中记着：「『祂将是的道』临到塞缪尔说。」这里，「道｣是对

塞缪尔说话的那位。 

创世记第 15 章 4 节中，祂将是的「道」临到亚伯拉罕，「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

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创 15:5) 

列王纪上第 19 章 9 节中，我们读到：在洞中「祂将是的道临到伊莱贾」，「并对他说，

『伊莱贾啊，你在这里作甚么？』」 

整本先知书中称祂将是的「道」为说话者。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enesis%2015:5&version=NKJV&src=tools#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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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时代亚兰语的翻译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说亚兰语，读亚兰语译本的旧约圣经，这些称作「塔古姆」，就是

「翻译」的意思。 

 「道」作为神发言人的意思，的确活生生地呈现在亚兰语塔古姆译本里。 

塔古姆译本解释「道」是那代表神说话、同时作为「使者」或「天使」、以看得见的形态

来向人显现的神之灵。 

 

摩西五经的塔古姆译本 
 

我们有四种不同翻译摩西五经的塔古姆译本。 

 

从翁克鲁斯塔古姆译本，我们读到： 

「雅各布发誓说，『祂将是的道若扶持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
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祂将是的道为我的神。』」 (创 28:20,21) 

塔古姆译本称「道」是旧约中以色列人的帮助者，因此，在耶稣离开门徒之前，祂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也就是帮助者)。」(约 14:16)  

 

在伪乔纳单的塔古姆译本，我们读到： 

「在主面前，会幕门口，我要在那里指派我的
道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出 29:42, 
30:36, 33:9, 利 1:1, 民 17:4) 

道是雅各布的神。在使徒行传第 7 章，司提反

告诉我们，所罗门为雅各布的神造了殿宇，但

至高者其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房屋。 

 

在耶路撒冷残卷，我们读到： 

「祂将是的道照着自己的模样造人，乃是照着祂将是的模样，祂将是所创造的有男有
女。」(创 1:27) 

「主的道将硫磺与火从天上主那里降于所多玛和蛾摩拉人身上。」 (创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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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道说出这一切荣耀的话(就是『十诫』)。」 (出 20:1) 

尼奥菲特塔古姆译本在创世记第 1 章确认，道就是发言人： 

「到第七日，主的道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主的荣耀赐福给第七日。」(创 2:2-3) 

这些只是几十个在摩西五经塔古姆译本中对道的引用。当我们研读，很快就会知道，道是

代表不能看见之神说话、向人显现的神。 

 

以赛亚塔古姆译本 
 

最著名的塔古姆译本是以赛亚塔古姆译本，由乔纳单．本．优兹尔(Jonathan Ben Uziel)在

公元前 30 年所写。在耶稣时代，它被奉为神的启示，犹太人会在会堂里大声诵读。 

它包含 90 个对道的引用。 

在我们的圣经中，以赛亚看见万军之祂将是对他说：「谁为我们去呢？」(赛 6:8) 

以赛亚书第 48 章 16 节将「我们」解释为「主神和祂的灵差遣我来。」 

但塔古姆译本把这节翻成：「主神、和祂的道，差遣我。」 

在我们的圣经中，以赛亚书第 63 章 10 节读作：「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但塔

古姆译本把这翻译为「但他们却悖逆祂圣先知们的话语，而且亵渎，祂的道成了他们的仇
敌。」 

犹太人了解道是旧约的圣灵。 

在塔古姆译本的以赛亚书第 42 章 1 节，我们发现有另一个圣灵： 

「看哪，我的仆人─ 弥赛亚，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至于我的道，我要将
我的圣灵赐给祂。」 

这里，我们学到： 

• 道是即将要来的弥赛亚 

• 降在弥赛亚身上的圣灵是神的灵；以及 

• 在圣经中有两个圣灵，即道的基督的灵、和首先赐给基督的神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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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造的六日 

 

六日当作六千年 
主看一日如千年 

彼得后书第 3 章 8 节 

公元 100 年，《巴拿巴书》预言世界会在六千年后毁灭。 

孩子们，你们要留意这是什么意思─ 祂在六日内结束了？他的意思是，六千年内主必使

万事止息，因为祂看一日如千年…而「祂在第七日休息」，他的意思是，当祂的儿子来的

时候，就是除去不法之人的时候。 

《巴拿巴书》，公元 100 年 

在第一世纪，基督徒已经明白这创造的六日是代表六千年救赎的计划。 

头一日  –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公元前 4 , 000  年 )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 」这句话是神对基督显示祂救赎计划六个陈述句

的其中一句。  

这里，神揭示了祂藉由基督、使人有祂形像的计划。 

使徒保罗提到神的计划，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 (弗 1:4) ，「预先定

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罗 8:29) 

第二日  –  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 (公元前 4 , 000 -  2 , 000 年 )  

创世记第 3 章 22 节中，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道善恶。」这

里，祂表明人需要救恩。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20Peter%203:8&version=NKJV&src=tools#_blank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2%20Peter%203:8&version=NKJV&src=tools#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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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公元前 2 , 000 年 )  

在创世记第 11 章 7 节，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藉此，神把这个

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族群，产生选民带出祂救赎的信息来。(创 12:1-2) 

许多人主张神是在对天使说话、不是对基督，但除

了是「道」的基督的灵，并没有使者。祂是那位通

常用单数动词和形容词说话的 “ELOHIM”，然

而，在这些情况中，祂以复数的动词和形容词说

话，因为祂、作为道是代表不能看见之神在说祂自

己。  

第四日– 谁能为我们去呢？(公元前 1 , 000 年 )  

关于「我们」陈述句最有力的是在以赛亚书第 6 章 8 节，其中以赛亚被奉命作为弥赛亚的

先知。在此，以赛亚看着基督的灵，这不能看见之神的形像以及即将来到的弥赛亚，替神

说话，说：「谁能为我们去呢？」 

在使徒行传第 28 章 25 节，使徒保罗说，这些话是圣灵说的。这就是基督的灵，祂以看得

见的样子显现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形像」。 

第五日  –  你是我的爱子  (公元 30 年 )  

神与基督最后两次谈话是在新约。 

路加福音中，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 3:22) 显示救赎的方式是藉由基督

的榜样。  

第六日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公元 1900 年 )  

耶稣名字的意思是「神拯救」。 

当耶稣求神在十字架上荣耀祂的名时，神揭示了靠着一个名我们必可得救。神回答：「我

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约 12:28) 因为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刑，神就立祂为

我们的主，叫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使荣耀归于父神。 

在二十世纪，神的名字在祂的圣灵第二次降临时、通过奉耶稣的名受洗，再次得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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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 
 

不能看见之神就是至高的神 
 

至高的神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 

撒旦在心里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赛 14:14) 

当然，至高的神并没有真的住在云上，只单纯表示祂是人所看不见的。 

保罗说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 (提前 6:16) 

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约 1:18) 

又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祂的声音，也没有看见祂的形像。」(约 5:37) 

 

创世记第 1 章 26 节证明基督为不能看见之神代言 
 

创世记第 1 章 26 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在语法上证明了基督是道，是不

能看见之神的代言人。 

三位一体的教义教导说，神是一个包含三个不同位格、以一位来说话的神。因此，每当神

说什么，是父、子和圣灵全都在讲话，而「我」指的是一个共同体的神。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词在「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里，逻辑上应该是

指第「四」个位格，因为那三个照理总是以一个个体来说话。 

但是圣经形容基督与神是两个属灵的个体、两位 「神」：独一的真神、与独生神。一位

替另一位说话，使人以为只有一位在说话。只有当基督作为代言人，却又必须提到祂自己

的时候，才会出现复数型！  

下一节，创世记第 1 章 27 节，也在语法上证明基督从前是 ELOHIM，这节希伯来原文读

作： 

「ELOHIM 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男造女。」 

第一句「ELOHIM 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指的是造人有 ELOHIM 外表的形像，祂显

现为人，作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形像。  

第二句「乃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男造女」，一定是指不能看见之神属灵的形像，因神既非男

也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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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洗德─ 至高神的祭司 
 

我们最先读到至高神的介绍是在创世记第 14 章，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希伯来书

的作者说连麦基洗德也是基督，他形容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

命之终」的王。(来 7:3) 

麦基洗德之后，我们在创世记第 19 章 24 节再次找到了不能看见之神：  

「当时，祂将是将硫磺与火从天上祂将是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 

在这一节里，第一位祂将是是以人的身分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位神，祂警告亚伯拉罕神要

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而第二位祂将是是居住在「天上」的不能看见之神。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阿摩司书里，神以祂自己的角度来纪念这件事，「我倾覆你们中间的

城邑，如同 ELOHIM 从前倾覆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摩 4:11) 

这里，不能看见之神称基督的灵“ELOHIM”，这是在许多经文里，神称基督为

“ELOHIM”的其中之一。 

 

神称基督 “ELOHIM” 
 

在诗篇第 45 篇 6 节，神也称基督 ELOHIM。 

「ELOHIM 啊，祢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何西阿书第 1 章 7 节： 

「我会使他们靠祂将是他们的 ELOHIM 得救。」 

撒迦利亚书第 12 章 8 节： 

「戴维的家，必如 ELOHIM，如行在他们前面之祂将是的使者。」 

以及出埃及记第 3 章 16 节： 

「对他们说，祂将是你们祖宗的 ELOHIM…向我显现。」 

 

看得见之神是基督 
 

在创世记第 12 章 7 节、17 章 1 节、18 章 1 节、26 章 2 节、26 章 24 节、以及 35 章 9 节里

的「显现」这一词，确认了基督的灵就是那位向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显现的神，

不是那从来没有向人显现过的「不能看见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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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作为神，大多数的显现相对来说是没有描述的，但也有神以人的形象来显示祂自己极

为生动的例子，如和亚当在伊甸园行走、以人的样子向亚伯拉罕显现、向摩西显现祂的

背、以及坐在七十个长老前面。 

神的多次显现都是异象的形态，但即使是这些异象也被认定是基督的灵的显现。基督的灵

以神的身分对以赛亚说话，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但以理所看到的亘古常在者，从启

示录第 1 章 14 节看出是基督的灵。在以西结书第 1 章和启示录第 4 章神在宝座上、头上

有虹的异象，在启示录第 10 章 1 节确认为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一直都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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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的使者 
 

神的使者如何是神呢？ 
 

使徒说基督在旧约就存在的信息或许对基督徒很有吸引力，但

对于犹太人呢？如果不提到新约、或塔古姆译本，他们看得到

基督吗？ 

可以的。 

这是公元 135 年游斯丁一本有名的书《与一个犹太人─ 特来弗

对话录》得出的结果。  

到了第二世纪，犹太拉比已经压制在塔古姆译本发现的道的意

义，巴比伦犹太法典 (塔木德经) 记录着，拉比把诗篇第 33 篇 6

节「诸天藉祂将是的道而造」解释为「说话等于行动」。(论安

息日，第 16 章) 

所以，游斯丁向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质疑：为什么把向雅各布

显现的使者称之为神呢？怎么一个奉差遣的、真的是神呢？因

为差遣祂的一定要大过于祂？  

这也是基督给犹太人的信息：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父是比我大的。」 

约 13:16; 14:28 

 

 

神的使者以神和以天使的身分说话 
 

神的使者可以用希伯来文“Malak”一字来判定。 

祂有时会代表神说话，有时是以祂自己的身分说话。  

使者的第一次显现是对夏甲，在创世记第 16 章 7 至 13 节，那里第一次称天使作「神」。

我们读到：  

「夏甲就称那对她说话的祂将是为『看顾人的 ELOHIM』。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

看顾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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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记第 21 章 17 节，使者先以自己的身分呼叫夏甲，说「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

了」，然后祂再代表神说话：「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成为大国。」 

在创世记第 22 章 12 节，使者以神的身分对亚伯拉罕说话，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

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当然，最戏剧性的证据是，神的使者自己并不是在撒迦利亚书里的独一真神，在撒迦利亚

书里我们看到祂将是的天使向神祷告。(亚 1:12)  

 

称使者为祂将是和 ELOHIM 
 

在游斯丁时代的犹太人理解使者不是独一的真神，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祂将是和祂将是

的使者在云柱和火柱里是等同为一的，如我们在出埃及记第 13 章 21 节和 14 章 19 节所读

到的： 

「日间，祂将是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祂将是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

立住。」 

犹太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位巴兰遇见的，要不被描述为祂将是的天使、或 ELOHIM 、

或祂将是 ： 

 「但祂将是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民 22:35) 

「ELOHIM 迎见巴兰。」(民 23:4) 

「祂将是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民 23:16) 

 

雅各布的神 
 

今天，犹太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使者就是他们的神这个事实。  

 

在创世记第 31 章 13 节，神的天使对雅各布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

子。」这节在希腊语七十士译本翻译成： 

 

「我是代表神向你显现的那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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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记第 35 章 1 节，神告诉雅各布「回到伯特利，去筑一座坛给向你显现的那位

神」。这里，神实际上用单数形式的神─ “EL＂来识别那使者是雅各布的神。 

 

因此，雅各布死之前祝福约瑟的儿子，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

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 (创 48:15-16) 

但最显著的是，在出埃及记第 3 章神和摩西会面中，称使者「雅各布的神」，神叫那使者

「祂将是你的 ELO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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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摩西显现的使者 
 

我是你父亲的神(Gods) 
 

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遇见天使这事，透露了在旧约中基督与神之

间的关系。 

在出埃及记第 3 章 2 至 6 节，我们读到天使、也就是使者从荆棘

里向摩西显现，ELOHIM 从荆棘里呼叫他，但摩西蒙上脸， 因

为怕看到 ELOHIM 。 

在创世记第 16 章 13 节、 31 章 13 节、32 章 28 节、和 48 章 15

节，都已经称使者为 ELOHIM 了。  

使者说：「我是你父亲的 ELOHIM、是亚伯拉罕的 ELOHIM、艾

萨克的 ELOHIM、雅各布的 ELOHIM。」(出 3:6) 

祂用复数型态的 ELOHIM 来自我介绍，从字面上看，祂说的

是：「我是你父亲的神(复数型的神) 。」 

 

祂叫什么名字？ 
 

然后摩西问：「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 ELOHIM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

来，他们若问我说: 『祂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在神的回答中，介绍了两位神： 祂自己以及祂的使者，这使者就是祂的形象。 

要了解神的回答，我们需要知道，第 14 节中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其实是「我将

是」；而在第 15 节的「耶和华」 或「主」一词，实际上是 YHVH，意思为「祂将是」。 

这是非常基本的希伯来文语法，经文被更改的原因是不明白它真正的含义。 

神透过这天使说话，说： 

「我将是我就将是，因此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将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然后祂以第三人称的「他」来介绍 ELOHIM 的名字：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祂将是』你们祖宗的 ELOHIM，…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

来。」(出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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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神再以第一人称的「我」说：「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里，神以「祂将是」

作为祂自己的名字，与使者的名字「祂将是」作一个对比， 因为当基督成为人的时候，

使者就会变成「我是」。 

祂将是…向我显现 
 

最后，神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祂将是』你们祖宗的 ELOHIM，向

我显现。」(出 3:16) 

希伯来文的「看」 RRA-AH 这个动词，把看得见之神与不能看见之神区分出来。基督的

灵 ─ 这看得见之神向摩西显现。神差派祂的使者，就是称为道的基督来代表祂说话。 

 

我显现为「全能的神」 
 

摩西离开了法老以后，再次遇见了神的使者，祂对摩西说：「我，祂将是，从前向亚伯拉

罕、艾萨克、雅各布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祂将是，他们未曾知道。」(出 6:3) 

使者解释说祂曾经以全能的神向人显现，但祂不过是一个使者。 

我们知道使者是在说祂自己，因为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的确知道神的名字是祂将

是，亚伯拉罕为他献上艾萨克的那地方起名叫「祂将是必预备」。 

 

神解释 ELOHIM 的含义 
 

最后，神为摩西和亚伦安排了一出短剧，好让他们明白 ELOHIM 的意思。 

神差派摩西去见法老，说：「我也要与你的口同在，…他要以你当作神(ELOHIM)。」 (出 

4:12;16)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好像 ELOHIM 一样，你的哥哥亚伦要作你的先知。」(出 7:2) 

神晓谕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 (出 

8:16) 

这里， 摩西扮演 ELOHIM 的角色，而亚伦则是他的先知。 

摩西变成了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代言人，好比「神」在对法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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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个经历，摩西和亚伦了解了 ELOHIM 的含义。一位神替另一位说话。 

8. 祂将是、我们的 ELOHIM 
 

两位 ELOHIM 与金牛犊 

 

早期的以色列人了解在创世记里「我们」陈述句的原因，以及在第 19 章 24 节里的两位祂

将是。 

他们知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说出了使者祂将是的名字，他们也知道使者是他们的祖先雅各

布的神。 

当摩西迟延从西乃山回去，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用复数型态来称呼这个金牛犊，

叫它为他们的 ELOHIM！ 

在原文圣经里是这么说的，「这些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 ELOHIM！」  (出 32:4) 

神甚至对摩西重复讲这句话，像是要强调它似的。 

这整个故事在耶罗波安王铸造两个金牛犊时又重复了一遍。耶罗波安王对众民说，「你们

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 ELOHIM。」(王上 12:28) 

 

祂将是之天使在士师记中是以色列人的 ELOHIM 
 

早期以色列人的理解在士师记中也是显而易见。士师记第 2 章 1 节，天使说：「我使你们

从埃及上来。」当祂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时，基甸认出祂就是对摩西说话的那位

ELOHIM。 (士 6:16，出 3:12) 

使者对参孙的父亲玛挪亚说：「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祂将是。」(士 13:16) 

玛挪亚在认出是神的使者以后，对他妻子说：「我们必要死， 因为看见了 ELOHIM。」 

(士 13:22) 

这些记述让我们知道，早期的以色列人明白有两位祂将是，且他们的 ELOHIM 是不能看

见之祂将是的代言人。 

 

ELOHIM 在圣经里一直都有复数的含义 
 

在士师记和列王纪下中，以色列人称其他国家有名字的神明为：“ELOHIMs”，就好比

他们也是使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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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祂将是与摩押人的 ELOHIM 基抹相比(士 11:24)； 

• 把祂将是与非利士人的 ELOHIM 大衮相比(士 16:23)；  

• 把祂将是与以革伦的 ELOHIM 巴力西卜相比；以及(王下 1:2-3) 

• 把祂将是与亚述的 ELOHIM 尼斯洛相比。(王下 19:37) 

 

复数型的 ELOHIM 形容与不能看见之神说话如同一人的「祂将是的使者」、替不能看见

之神说话的摩西、及其他国家有名字的神明。 

否则，ELOHIM 这字在旧约只带着一个真正复数型的意思，作为复数的「神」，出现计有

235 次。  

在圣经中没有未经说明的例外，ELOHIM 这字一直都有「复数」的含义。 

 

他们列祖因巴力(主)忘记我的名 
 

最终，以色列人对于在燃烧的荆棘中揭示使者的名字这事感到很困惑。 

因此当他们翻译旧约圣经成希腊文时，忽略了神在燃烧的荆棘中给他们的两个名字，他们

把「我将是」用「我是今在的祂」取代，并且把「祂将是」改成了「主」。 

在启示录，神改进了他们所说的「我是今在的祂」，说：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ο ων)、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 1:8) 

神对于他们忘记了使者的名字和祂的名字开了几个玩笑： 

对杰里迈亚先知，神说：「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的名。」(耶 23:27) 巴力意思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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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西阿书，神预言祂将与以色列人立新约： 

「我…会使他们靠『祂将是』他们的 ELOHIM 得救…。」  

 

然后祂说： 

「我也不作你们的『我将是』。」意思是我不再作你们的主。(何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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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祂将是我们的 ELOHIM、祂将是、为一  
 

耶稣自称是「祂将是 ELOHIM」 
 

耶稣在仿效最大的诫命「祂将是我们的 ELOHIM (我)，祂将是(父)， ECHAD(为一)」(申 

6:4)时，表明了祂是祂将是 ELOHIM ，说：「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 

当犹太人拿石头要打他时，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

吗？」(约 10:31-34) 

 

祂将是我们的 ELOHIM、祂将是、为一的意思 
 

为了了解祂将是我们的 ELOHIM 、祂将是、为一的意思，我们必须回到申命记第 4 章，

其中神晓谕以色列民不要敬拜天使。这呈现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在伯特利于梦中向雅

各布显现的神的天使，是雅各布的神 ─以色列的神。 

但是摩西安慰的话语出现在申命记第 6 章 4

节：  

「以色列啊(雅各布)，你要听！祂将是我们

的 ELOHIM、祂将是、ECHAD (为一)， (因

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祂将是你的

ELOHIM。」 

摩西解释，至高的神 ─ 祂将是与祂的使

者、也就是祂将是他们的神，是 ECHAD，

意思是祂们合而为一。 

我们可以从创世记第 1 章 5 节、1 章 9 节、

2 章 24 节、及 11 章 6 节，来了解希伯来文

ECHAD 这个字，这是“ECHAD”头四次被

使用的经节：  

•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 二人成为「一」体; 

•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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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神一个名字 
 

因为那不能看见之神与祂的使者共享祂将是这个名字，所以以色列人很容易能了解这两位

神必须合而为一。 

这两位祂将是成为「一」的理解，让以色列人称他们的神为「父」、「全能者」 和「至

高者」。  

最终，当使者不再显现，那不能看见之神与祂的形象就变得难以分辨，因为祂们共享祂将

是这个名字，甚至共享：「万军(之天使)之祂将是」这名！ 

 

基督与神的关系显示在先知书 
 

但是，两位祂将是的关系依旧可以从先知的话语里看出。 

这些预言中最有名的是在戴维的诗篇，被耶稣和彼得所引用： 

「祂将是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诗 110:1 

以赛亚看见对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赛 6:8) 之万军之祂将是。这里的「我们」在

以赛亚书第 48 章 16 节中解释为「主神和祂的灵差遣我来」，塔古姆译本把它翻译成：

「主神、和祂的道差遣我来」。 

塔古姆译本的以赛亚书第 43 章 10 节说： 

「祂将是和我的仆人─ 我所喜悦的弥赛亚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在这节里，有两个说话者被指出：祂将是和祂的仆人─ 弥赛亚。 

指出基督为道的，最有名的经节是以赛亚书第 44 章 6 节： 

「祂将是以色列的君，和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军之祂将是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犹太人的王”是彼拉多在十字架上为“救赎主”安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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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当他们看见祂在十字架上，就会知道祂是「我是」(那应许的「祂将

是」)，「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约 8:28) 

 

以赛亚书第 44 章事实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 2 节开始：「从你出胎造就你如此

说」，指的是父；第二部分从第 6 节开始：「以色列的救赎主如此说」，指的是基督；第

三部分在 24 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和你的救赎主，如此说」，「我、祂将是是创造

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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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众先知里面的圣灵 

 

使者成为了「道」 
 

女先知底波拉说：「祂将是的使者说，『应当咒诅

米罗斯。』」(士 5:23) 在这句话里，她预言式地说

出祂将是之天使的信息。 

 

但使者不再出现以后，从塞缪尔先知开始，使者成

为了人所知的「道」。道被认定为和伊莱贾以及所

有先知说话的灵。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说亚兰语。犹太会堂的官方

亚兰语旧约译本─ 塔古姆译本，称在众先知里面

的圣灵为「道」。 

例如，撒迦利亚书第 4 章 6 节读作：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道。」 

还有撒迦利亚书第 7 章 12 节读作： 

「免得他们听见律法和万军之主派祂的道所说的话。」 

在我们的圣经中，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 63 章 10-11 节写着：「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
担忧。…将祂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 

 

而塔古姆译本把这经节翻译成：「他们竟悖逆祂圣先知的道，而且亵渎…。使圣先知的道
住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 

在乔布记第 32 章 8 节，以利户把灵等同于「气」：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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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古姆译者认定「气」意指「道」，所以把乔布记第 32 章 8 节翻译成： 

「这是在人里面的预言的灵， 

全能者的道使他们有聪明。」 

 

使徒告诉我们基督的灵在先知里面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道。 

彼得告诉我们，基督的灵在众先知里面。(彼前 1:10-11) 

 

在民数记第 11 章 25 节，神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塔古姆译本把这个灵

称作「圣灵。」 

 

犹太人相信在旧约里只有一个圣灵。 

 

保罗把基督描述为旧约的圣灵，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那盘石就是基督。」(林前 10:4) 

 

 

阳性代名词分别出神自己为祂将是的灵 
 

你可能想知道基督的灵是如何与神本身作区别的。 

ELOHIM 的灵总是用阴性的代名词和形容词来描述。 

但神自己则一直被称作祂将是的灵，且只用阳性的形容词和代名词来形容。 

塞缪尔记下第 23 章 2 节读作： 

「祂将是的灵，他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口中。」 

 

还有以赛亚书第 40 章 13 节说： 

「谁曾指示祂将是的灵，或作他的谋士、知会他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 2 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祂将是的灵在这节里是神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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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在施洗约翰里面 
 

最后一位被基督的灵感动的先知是施洗约翰。 

关于约翰，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

大。」(路 7:28) 

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中最大的，因为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有「伊莱贾的灵」(路 

1:17) ，也就是在众先知里面的圣灵。 

但那些在神国里领受神的灵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 

临到马里亚身上的圣灵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肉身显现的意义对许

多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基督的灵怎么能在

施洗约翰身上、也能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

出来，叫人不可思议。 

他们开始相信神的灵在施洗约翰里头，也

临到马里亚身上。 

因此，在解释路加福音第 1 章 35 节圣灵临

到马里亚身上，游斯丁写道： 

「因此，把灵和神的能力理解成道
以外的事物，是错误的，而这道也

是神的首生。」 

三位一体的神学家凯利(J.N.D. Kelly)在他的书《早期基督教教义》中说，在公元 325 年的

尼西亚信经以前，这是对路加福音第 1 章 35 节「几乎是一致」的解释。 

  

https://biblia.com/bible/esv/Luke%201.17
https://biblia.com/bible/esv/Luke%201.17
https://biblia.com/bible/esv/Luke%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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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使长 
 

 
 

当基督成为主时基督的灵成为天使长 

 
在但以理书和撒迦利亚书中，我们发现了祂将是之天使作为未来天使长的预言。 

 
在圣经里只有一位天使长。当基督的灵将撒旦和牠的天使从天上摔下去，祂成为管理天使

的天使长，这是在但以理书第 8 章所预言、并且在启示录第 12 章记录了它的成就。当基

督被立为天地的主时，基督的灵把撒旦摔下去。作为人子，基督成了我们的主和教会的

头；作为神的天使，祂成了「天使长」，祂的名字叫米迦勒，意思是「那位像神的」9，

就是那位向乔舒亚显现的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9
 米迦勒中מ 的 (米)不是以一个问句的形式(如谁？哪位？)出现，而其意思是“那位”，旧约中有很多例

子，如出埃及记第 24 章 14 节、士师记第 7 章 3 节、以斯拉记第 1 章 3 节、箴言第 9 章 4 节、以赛亚书第

50 章 8 节、54 章 15 节、何西阿书第 1 章 9 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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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中作为天使统管者的神的天使 
 

撒迦利亚书前六章主要是末日的预言，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又重复了这些预言。 

在撒迦利亚书中，诸灵以马来表示，骑在这些马上的、是那些作为天使的诸灵看得见的显

现。在撒迦利亚书第 1 章，我们看到马或灵在遍地走来走去、并向祂将是之天使报告。撒

迦利亚书第 4 章 10 节，这些祂将是眼睛的七灵遍察全地，因为这些灵向祂将是之天使报

告，所以我们知道祂是天使长。七这个完全的数目代表所有神的天使。 

这些七灵的描述也出现在启示录第 5 章 6 节，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 

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都证明祂将是之天使是天使长，与基督是同一位。我们在启示录第 1

章、第 2 章 1 节和 3 章 1 节，看到拿着七灵和七星的基督的灵。祂将是之天使现在是天使

长，祂的右手拿着七星，右手代表一个人的权力。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天使米迦勒─“那位像神的” 
 

基督的灵作为未来的天使长，最直接的启

示是来自但以理，他在主日看见意思是那

位像神的天使长米迦勒的异象。但以理书

第 10 章的异象，在第 10 章到第 12 章中解

释，在第 12 章里，我们终于看到米迦勒、

就是那位像神的在主日显现。当然，这是

启示录第 1 章 14 节中我们在主日所见的天

使的异象，也就是启示录第 1 章 1 节里所

介绍的那位天使。 

 

使徒们的信息 
 

基督作为天使长的信息是使徒们的信息。 

使徒犹大告诉我们，名叫“那位像神的＂天使长对撒旦说话，说「主责备你吧！」(犹

9)，这是祂将是之天使在撒迦利亚书(亚 3:2)所说的话。 

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在主日，主必亲自以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降临。(帖前 4:16) 

我们只是约略将基督的灵是天使长在圣经中的证据勾勒出来，这些在整个启示录到处可

见，例如：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在第 10 章描述那位像神的米迦勒天使的样子；以及基

督的灵称作明亮的晨星等等，这全都告诉我们基督的灵变成了天使的统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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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谁在肉身显现？  
 

理解灵 
 

很多人不能理解基督的灵怎么能成为天使长和作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保

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16 节和腓立比书第 2 章 8 节所解释的「在肉身显现」的含义。  

首先，我们须要了解一个灵可以同一时间于不只一个地方存在。在列王纪上，米该雅讲述

一个灵的异象，那灵同意在亚哈的众先知口中作谎言的灵(王上 22:22)。彼得说基督的灵

在以色列众先知里面(彼前 1:10-11)；保罗称基督是以色列人所喝的「灵水」(林前 10:4)；

而耶稣自己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太 18:20)  

灵也可以以不同的形象来显现，在旧约，基督的灵显现成一个天使和神的样式。 

 

以人的样子呈现 
 

在腓立比书第 2 章 8 节，使徒保罗解释基督的灵「以人的样子呈现」；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16 节，保罗说基督「在肉身显现」，「显现」一词单纯是以肉身「显示」的意思。 

当基督的灵以人子显现之时，在别处仍旧存在；相同的灵也在施洗约翰身上，且在马里亚

怀有婴孩耶稣时，以主的天使向约瑟显现。 

按希腊语法，马太福音第 1 章 20 节、使徒行传第 5 章 19 节、第 8 章 26 节和第 12 章 7 节

应该翻译成「主的天使」，与旧约的意思相同。使徒行传第 8 章 26 节的「主的使者」在

使徒行传第 8 章 29 节称为「灵」，在使徒行传第 8 章 39 节称为「主的灵」。 

 

灵的不同显现 
 

在启示录第 1 章里，基督的灵以神的天使、人子、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和基督的身体显

现。 

但，或许最发人省思是那些基督与神一起出现的经节。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5.9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5.9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11.28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5.9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5.9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11.28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5.9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5.9
https://biblia.com/bible/esv/Acts%2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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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记载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的异象(但

7:13)，我们会以为有两个不同的人，但在启示录

第 1 章，基督的灵以亘古常在者、和人子的身分

出现，证明基督的灵也以亘古常在者、和人子这

两者出现在但以理的异象中。 

在启示录第 4 和第 5 章，约翰看见在神的头上有

虹，神的羔羊从祂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的异象。但

在启示录第 10 章，基督的灵、作为神的天使，

出现时在祂的头上也有虹，这再次证明，在启示

录第 4 章中，祂作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以及人

子显现。  

这些全都是早期教会所理解的。 

 

早期教会的理解 
 

《巴拿巴书》和《黑马牧人书》这两本是公元 100 年左右写成的书，且收纳在最古老的完

整新约抄本─《西乃抄本》里。 

《巴拿巴书》使用了「在肉身显现」一词七次，并且写道：「从那些主的灵所预见的…，

因为祂即将要在肉身显现。」(6 章 14 节) 

《黑马牧人书》形容以一个教会的样式来说话的灵，说：「那以教会的形式与你们说话的

圣灵，…那灵是神的儿子。」(第 9 章 1[1]节) 

 

 

真理的失落 
 

在三位一体的教义创设后，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16 节被改成「神在肉身显现」，于是对基

督的灵真正的理解便失落了。 

专家都同意在第五世纪的亚历山大抄本是被人改过的，抄本上可以看出希腊字母「小写的

O」有墨水晕开，有一条线画在「小写的 O」”和类似 C 的希腊字母「西格马」上，把关

系代名词 WHO 改成了 「神」。  

今天，我们大约有 13 种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16 节的译本和抄本，全都是在七世纪以前写成

的，而且都读作「那位或那个在肉身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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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独生子 
 

基督的灵没有性别 
 

保罗用没有性别的关系代名词 WHO 来描述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16 节和腓立比书第 2 章 6

节的基督，因为基督的灵在旧约是没有性别的。 

事实上，在旧约只用阴性的动词和代名词来形容基督的灵。 

耶稣在旧约并不是「子」，当我们读遍约翰福音，就看得出当耶稣提到差祂来的神时，从

未用「我父」这样的措辞。 

 

首次称基督为「子」是在祂受洗时 
 

第一次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是在祂受洗

时。神的灵降在祂身上，并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祢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祢。」 

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被灵称义」，称义单纯

是有权利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意思。通常我们说

一个新受洗的人是「被灵成圣」，但基督早已

经是旧约成圣的圣灵了。 

 

 

 

「独生子」一词是一个期待式的表达 
 

 「独生子」一词把亚伯拉罕与神相比；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他所爱的独生子，而神留下亚

伯拉罕的独生子，却没有留下祂自己的。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因此，约翰说耶稣是：「从

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启 13:8) 

耶稣自己也把这个计划描述得好像已经实现了，祂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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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活时成为「独生子」 
 

当「立为子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或许都能成为神的儿子，但耶稣基督始终都是

神的独生子。 

保罗告诉我们，当神使耶稣复活为新的灵体时，耶稣成了神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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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3:33 和罗 1:4) 

诗篇第 89 篇 27 节也预言基督要复活、成为首生的和我们的主：「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

世上最高的君王。」 

因此，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 1 章 5 节称耶稣基督：「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

首。」 

启示录第 21 章 7 节，神保证如果我们也得胜，也可以成为真正神的儿子。 

「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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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就是那灵 

 

叫人活的灵 
 

在五旬节之后，新约圣经使用「灵」一词来指基督的灵超过 80 次；而“圣灵＂一词用作

神的灵只有 30 次。 

在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 45 节，保罗称基督是「叫人活的灵」；在哥林多后书第 3 章 6 节，

他写着：「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 

他总结了哥林多后书第 3 章说：「主就是那灵。」(林后 3:17) 

基督的灵为我们代求 
 

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提前 2:5) 

罗马书第 2 章 26 节中，保罗写道：「灵亲自…替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 8 章之前的经

节，第 7 章 25 节中，保罗也描述基督的代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 

当我们把保罗在罗马书第 8 章 26-27 节所写的「灵」用「基督的灵」来读时就很容易理解

了。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基督的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基督的灵亲自用说
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基督的灵的意思，因为基督的灵照着
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灵的凭据─ 保证 
 

从哥林多后书第 1 章 22 节开始，保罗解释神为我们盖了印记，并赐灵在我们心里作凭

据。 

以弗所书第 1 章 13-14 节就字面上来读是： 

「在你相信你受了印记以后，这应许的灵─ 那圣者，是我们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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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把基督的灵比作保证或凭据，就像书卷是由神的灵所封印的。 

收养的灵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形容基督的灵为「收养的灵」或称「立为子的灵」。 

「神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加 4:6) 

他在罗马书第 8 章 15 节重复了这点。 

在罗马书第 8 章 9 节，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的灵作成神的居所 
 

使徒约翰说基督是众先知里面的圣灵，这信息开始于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那里他称耶稣

为「道」。 

在约翰福音第 10 章 36 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你

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 

在约翰福音第 14 章中，耶稣形容自己是做成神居所的灵，「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 14:2) 

https://biblia.com/bible/esv/John%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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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遵守祂的诫命，

神就会在教会里建立祂的家，「耶稣回

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

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约 14:23) 

塔古姆译本的撒迦利亚书描述基督的灵

如同围绕神殿的城墙， 

「我的道将是一道火墙围绕。」(亚 2:5) 

 
而且保罗把主等同于灵，他说： 

「在主里的圣殿」 

「神在灵里居住的所在」 

(弗 2:21－22) 

 

灵的果子 
在约翰福音第 15 章中，耶稣称自己为葡萄树，

说「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约

15:5) 

因此，保罗写道：「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

平…。」(西 5:22-23) 

 

领受圣灵 
约翰说基督是众先知里面的圣灵，这信息在约翰

福音第 20 章，当耶稣对门徒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

了。」达到了高潮。 

  

https://biblia.com/bible/esv/John%2014.2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Zechariah%202:5&version=NASB&src=tools#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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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启示录的天使 
 

神差遣祂的天使晓谕约翰 
 

启示录是了解基督的最佳之处：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 1 章第 1 节告诉我们，神差遣祂的使者晓谕约翰，祂的使者就是「祂将是之天使」。 

我们实际上被告知有三次神差遣祂的天使，而且对天使有三种不同的描述，但从线索得

知，他们全都是祂将是之天使。这就像撒迦利亚书的拼图一样，在那里祂将是之天使判定

是「与我说话的天使」。 

 

启示录第 1-9 章中神的天使 
 

天使第一次显现是在第 1 章。 

这里，祂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启 1:11) 

天使出现在主日基督的灵所有的显现里，祂显现作为人子、和作为天使长，也就是但以理

书第 12 章所解释的「那位像神的」(米迦勒)；祂显现作为在但以理书第 7 章的「亘古常

在者」、就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以及作为基督的身体，骑在白马上的那位。 

天使也从这些所有的显现说话。首先，祂以天使长的身分说话，如吹号般的大声；然后作

为基督身体的身分，以众水的声音说话；还有作为道，成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代言人，

说：「我是初，我是终」；最后，祂作为人子说话，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

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第 10-16 章中神的天使 
 

在第 10 章，神的天使再次出现，脸面发光如日头，就如同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云柱

和火柱。天使吩咐约翰吃小书卷，约翰从小书卷说出预言，直到第 16 章末了。 

 

启示录第 17-22 章中神的天使 
 

第 17 章把这天使描述为拿着大怒的七碗的众天使之一，祂束着金带。我们推测这是第七

位天使、也就是天使长，祂的碗从宝座里发出大声音，说：「成了！」。祂向约翰显示巴

比伦受到君王、骑白马的、和殉道者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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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和 21 章，是在主日以后，那时基督将服在神之下；基督的灵以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

显现，从宝座上说话，但祂以天使的身分说话，

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当约翰要拜祂时，

祂说：「我和你同是弟兄，你要敬拜神！」。

(启 19:9,10; 21:5) 

然后，在第 21 章，拿着大怒的七碗之一的天

使，请约翰来看在新天新地里的主的新妇。在第

15 节，我们猜测这位天使应该就是为以西结先知

丈量圣殿的祂将是。在第 22 章 7 节，这天使说

话彷如耶稣，说：「我必快来！」当约翰听到，

就想要拜祂，祂再一次责备约翰，说：「我和你

同是弟兄，你要敬拜神！」。这里，我们了解在

主日以后，基督已不再是我们的主了，我们将只

敬拜神。 

最后，基督的灵提醒我们，神差遣祂的天使把这

些事指给约翰看(启 22:6)，然后祂以神来说话，

说：「我是初，我是终」(启 22:13)，接着，天使

再一次替神说话，说：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启 22:16) 

这里，神直接显示祂的名字是耶稣，这是证明撒迦利亚书第 14 章 9 节的话：「那日，主

必为一，祂的名也是为一的。」在主日以后，基督将顺服于神，且祂们将共享耶稣这个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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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的主和我的神  
 

为犹太读者所写的经文 
 

圣经对基督与神的解释很简单，基督的

灵是首生的灵，是不能看见之神的代言

人和形象。 

那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外邦人为

什么对于基督的身分混淆不清呢？ 

在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的原文里，我们

读到「太初，神就是道。」 

约翰福音第 20 章 28 节，多马称耶稣：

「我的主！我的神！」 

还有彼得后书第 1 章 1 节，彼得称耶稣

基督「我们的神和救主！」。 

这些由彼得和约翰所写称耶稣是神的经

节，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大部分的学者都会承认，不可能从保罗

的书信去相信耶稣是神。保罗所说的，

像「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及「一

神，就是众人之父」，读了这些书信

后，没有人会得出耶稣就是神的结论。 

但为什么约翰和彼得的信息与保罗的不

同呢？ 

因为，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 2 章 7 至 9 节所解释的，保罗被托负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而

约翰和彼得则奉派去对犹太人传福音。 

 

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 
 

在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约翰告诉犹太人，基督是以色列的神，就是那位在创世记第 1 章

1 节出现说话的、可以看得见之神。 

基督是以色列的神，这启示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其中包含了几个「我是」的陈述，证明了

神的应许：「我会使他们靠祂将是他们的 ELOHIM 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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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 20 章 28 节 
 

在耶稣复活后，祂显现给多马看，并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许多人把多马的响应：「我的主！我的神！」视为约翰福音的高潮。 

在约翰福音第 20 章 17 节，耶稣称父祂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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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第 28 节，多马称耶稣为他的主和他的神，因为祂是以色列的神、是那位雅各布称

为他的神的天使。 

 

彼得后书第 1 章第 1 节 
 

如同约翰，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寄居的信徒」，就是散居各地的犹太圣徒。 

彼得在他第二封书信是这样开始的：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有些人相信彼得真正的意思是「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指的是两个人。但

事实上，在彼得后书第 1 章 1 节，他是在模仿约翰福音第 1 章 1 节的开场白，告诉他的犹

太弟兄们，神已经实现祂的应许了，使他们靠他们的神、也就是雅各布的神得救。 

 

使徒行传第 2 章 39 节 
 

还有一句叫人惊奇的话是彼得说的，就是使徒行传第 2 章 39 节：「主我们神所召来

的。」 

在新约里， 「主」一词在基督复活以后大约使用过 500 次，且在所有的例子中，除非是

引述旧约的经文、或称神为主宰和创造之主，否则在主日以前，只有基督被称作主。 

那么使徒行传第 2 章 39 节可能是那 500 个例子中的一个例外吗？ 

不可能的，因为就在前三节经节，第 36 节，彼得才解释过神立基督为「主」，所以怎么

会在两节之后就忘记呢？ 

彼得给犹太人的信息推断是：「就是主我们的神、雅各布的神所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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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敌基督者的灵 
 

谁是说谎话的呢？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约壹 1:3） 

在约翰时代，有些人把基督的

灵与神的灵混淆了。约翰称之

为「敌基督的灵」。公元 150

年，游斯丁在他的《第一护教

辞》描述了这种混乱。在解释

圣灵临到马里亚身上，游斯丁

写道：「因此，把灵和神的能

力理解成道以外的事物，是错

误的，而这道也是神的首

生。」(《第一护教辞》，第 33

章) 。有些人相信耶稣的灵就是

神的灵，这使耶稣成为神自

己。 

 

但是，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祂的声音，也没有看见祂的形像。」(约 5:37) 

 

对于这句话的回答，这些人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壹 4:2；约贰 7）。祂不是

「基督」（约壹 2:22）–「受膏者」。 

 

对这点，约翰写道：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受膏者)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

的。」  

 (约壹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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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二封书信作了最后的警告：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

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

恶行上有分。」 

(约贰 1:7,9-11) 

 

这些话得到了游斯丁的呼应：「因为那些断言子是父者，表示既不熟悉父、也不知道宇宙

之父有一个子。」(《第一护教辞》，第 63 章) 

 

人子在马可福音第 2 章作为基督的灵 
 

「人子」一词指的是基督作为人、以及作为在肉身显现的灵的双重本性，这是马可福音第

2 章中所强调的。 

当文士质疑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人赦罪的时候，耶稣在他们面前医治了瘫子，说：「但要叫

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 2:10) 

基督的灵、也就是祂将是之天使，有赦罪和不赦罪的权柄，因为神说：「看哪，我差遣使

者在你前面…，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出 23:20-23) 

在马可福音同一章，耶稣对文士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可 2:27-28) 因为耶稣基

督是祂将是 ELOHIM，安息日为祂而设，就如十诫的第四诫所解释的：「第七日是祂将是

你的 ELOHM 的安息日。」 (出 20:10) 

 

「人子」一词强调了基督不是神 
 

「人子」一词也强调了基督不是神，首先是用在民数记：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 

(民 23:19) 

耶稣自己说：「只有神是美善的。」(可 10:18) 意思是只有神天性美善，全然不会说谎。

但耶稣基督经由顺服和效法天父使自己成为完全。 

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神，所以祂给我们立下了伟大的榜样。祂示范了一个真实的人，借着依

靠神，就有可能过着无罪的生活。祂必须凭着信心生活，就和我们一样。当祂向神祈祷

时，是真的在向神祷告，并不是在对自己祷告，祂不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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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自己并没有为我们的罪而死 
 

人子不可能是神，因为神自己不能为我们的罪而死。神在十字架上离开了耶稣基督，因为

祂背负了人的罪。神不能使人的罪归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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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三位格的「誔生」 

 

耶稣时代对创世记第 1 章 2 节的理解 

 
希伯来文 RUAH 一字可以翻译成风、气息或灵。 

诗人写道：「你发出你的 RUAH ，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诗 104:30) 这是描

写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和第 8 章 1 节神的 RUAH 创造和使地面更新，塔古姆译本称这作

慈悲的风或气息吹过水面。 

公元 30 年，犹太神学家斐洛写道： 

「为什么？当他说『且神的灵运行在众水的表面上时』，他既然知道灵的名字，那么他现

在所说的应是气息、而不是灵。」10 

旧约中一直都认定神是祂将是的灵，这就是斐洛所说的「灵的名字」。 

 

以利户把神的灵等同于神的气 
 

在乔布记第 32 章 8 节，以利户把神的

灵等同于「神的气」：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这里，塔古姆译者看出「气」意指神的

灵，祂是「道」。 

把乔布记第 32 章 8 节翻译成： 

「这是在人里面预言的灵， 

全能者的道使他们明白。」 

在乔布记第 33 章 4 节和第 34 章 14-15

节，以利户再次把神的「灵」与神的

「气」视为同等，在乔布记第 34 章 14-

15 节，他描述了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之

神的 RUAH：  

 
10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XIII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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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 

 

诗篇第 33 篇 6 节解释了创世记第 1 章 2 节之神的 RUAH 

解释创世记第 1 章 2 节之神的 RUAH，最有名的经节是诗篇第 33 篇 6 节： 

「诸天藉祂将是的道而造， 

万象藉祂口中的 RUAH 而成。」 

 

诗人描述创造是借着「道」说话，以及借着 RUAH、也就是从神口中发出的气或灵而成

的。 

 

《光明篇》说所有的生物都有圣灵 

 
以赛亚用阴性代名词来形容圣灵，也就是那降在弥赛亚身上之祂将是的灵，弥赛亚成为神

许多儿子中的第一位。 

犹太人想要摧毁这个神国的信息，关此保罗告诉我们，这会惹动他们的嫉妒(罗 10:19)。

第二世纪时， 拉比西门.本.乔柴 (Simeon ben Jochai) 的《光明篇》说：所有的生物都有圣

灵、也就是第一次出现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的灵。 

 

游斯丁说预言的灵誔生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里的众水上 

 

公元 150 年，游斯丁写《第一护教辞》呈给罗马皇帝，

用柏拉图的著作来证明圣灵、也就是「预言的灵」在

创世记第 1 章 2 节的「众水上誔生」。他说所有的好天

使、包括「预言的灵」都应该受敬拜，并把预言的灵

列为在「道」之后的「第三位」。 

游斯丁认为预言的灵是在创世记第 1 章中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灵，俄利根(Origen)在公元 229 年解释了这个

想法，「我们相信… 只有父不是被生出来的…所有的

一切都是透过『道』而产生的。」由此而来的拉丁语

“filioque”，也就是「从父和子」一词，分裂了东方与

西方的教会。 

 

https://biblia.com/bible/esv/Rom%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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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第三位格 
 

保罗告诉我们，每个人就像神一样都有一个灵，但当然，他们的灵不是另一个位格或人。 

今日，了解希腊文的三位一体的神学家，都会赞同在圣经里没有证据表明有称作「圣灵」

的第三位格。真理的灵在约翰福音中像是在描述一个人，但在约翰壹书里是解释为「凡事

上教训你们的恩膏」(约壹 2:27)。 

 

「从父出来」(约 15:26) 的圣灵，没有比在但以理书第 7 章 10 节更好的描述了，其中我们

看到从亘古常在者前面「有火，像河发出」，从此，神的灵在整个新约圣经中被形容成

「河」与「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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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交付他手 

 

这是最后的一小时 
 

公元 100 年，使徒保罗警告圣徒那敌基督的要来，说：「这是最后的时辰了。」(约壹

2:18) 

从启示录，我们了解到一个小时的含义，就是 500 年，是六千年人类时钟的十二分之一。

公元 150 年，游斯丁说敌基督者已经在门口了。 

圣民被交付他手 
 

基督升天以后，约翰称作「古蛇」的敌基督的灵，被摔在地上，牠三分之一的使者也一同

被摔下去。 

但以理说撒旦有像人的眼和口。 

藉由罗马主教的权力，圣民被交付在撒旦之手一载、二载、半载

(但 7:25)，就是三年半、或 1278 日，我们从但以理的预言得知，

日是当作年来看。 

公元 193 年，罗马主教高抬自己使与万军之元帅同等，也就是与

基督一样高，那时他写信将亚细亚的教会除名，因为他们不同意

他复活节的教义。天主教的神学家称此为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证

明，正如天使预言的那样，圣徒们在他的控制下整整有 1278 年。

公元 1471 年，摩拉维亚教会摆脱了教皇的权力。 

祂的圣所被毁坏 

但以理告诉我们，当撒旦吹捧自己像基督一样的时候，他的圣所会被扔在地上。公元 180

年，爱任纽为说方言真正的证据做了最后的见证。 

真理的灵从教会中被取走，既然教会不再由圣灵成圣，就不再有证据证明教会有基督的权

柄来为人赦罪。基督之血的「常献祭」，也就是但以理所称的“the hattimad”被除掉了，

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 

但以理说有军队交给了撒旦，来「玷污力量之圣所」(但 11:31)。希伯来文的“maoz” 一

字，只用来形容神的避难所，好比「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一样。但以理的意思很清楚，就

是在圣灵里敬拜神必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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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主教推动「形态论」 ，就是约翰所称的敌基督的灵 

同一位罗马主教在罗马倡导「形态论」，就是约翰所称的「敌基督的灵」。 

特土良叫这位主教「帕克西亚」(Praxea)，在他的文章《驳帕克西亚》中，他描述了主教

「不安分的性格」 「膨胀着骄傲」，用主教除名亚细亚教会的和平之信来作为左证。

(《驳帕克西亚》, 第 1 章) 

然后他抨击形态论，说： 

「帕克西亚在罗马为魔鬼做了两件事：他驱逐预言，带来了异端；他迫使圣灵离开，又把
父钉死在十字架上。」(《驳帕克西亚》, 第 1 章) 

 

特土良提议三位一体 

特土良解释了一个三位一体来取代形态论。被主教驱逐的预言就是孟他努派的预言，孟他

努派很可能就是三位一体真正的发明人。 

特土良曾经是孟他努主义的大力支持者，他称孟他努主义为「新预言运动」。 

他相信圣经充满着「异端的奥秘」，而保惠师现在正透过「新预言」来解释这整个奥秘。

(《关于肉体的复活》，第 63 章) 

特土良是第一位： 

▪ 说用什么样的水(活水或不是活水)来洗礼并没有差别， 

▪ 提议在星期天休息，以及 

▪ 主张三位一体的教义。 

主流派的教会认为孟他努派被邪灵附身。它的创始人孟他努及马克西米拉，据说都「死于

一种异常的死法，一种摧毁人精神的灵使他们分别都自杀了。」(优西

比乌, 《教会历史》5:16) 

保罗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

切虚假的奇事。」(帖后 2:9) 

约翰说假先知能行大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兽作个像。

(启 13:14) 

因为特土良曾经与孟他努派有关连，所以他从未被立为神父，但他成了

「拉丁神学之父」。 

在他之前才不过二十年，爱任纽辨识出 Lateinos，也就是拉丁人「很有

可能就是(兽的数目的答案)，拉丁人是但以理预言的第四只兽。」(《驳

异端》，第 5 册第 30 章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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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兽的像 
 

大亵渎 
 

在尼西亚信经以前，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基督的灵是旧约里的道，而神的灵是圣灵，是基

督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的。 

 

尼西亚信经以后，三位一体的哲学家创设了一个神的模型，说基督的灵和神的灵都是相同

的圣灵，圣灵在圣经里是第三位格。 

但这是大亵渎。(启 13:5)  

基督的灵是首生的灵，当祂成了神的第一个儿子时，就远超过了天使。(来 1:4-5)  

 

约翰预言兽的印记和形象与罗马帝国的灭亡同时发生 

 

在启示录第 13 章 1 节中，由冠冕所代表的兽的权力，从七头移到十角，十角是欧洲的十

个国家。第 3 节解释说，兽的其中一个头被压碎了，这当然指的是公元 376 年到 382 年的

哥特战争导致罗马帝国灭亡。 

 

 

 

在第 14 节到 17 节，约翰描述在这段时间里强制实施了两个极大的亵渎：将安息日改成星

期日，以及三位一体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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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解释兽的印记和像(形象)  

 

这两个大亵渎在但以理书中有预表。在第 6 章，我们读到禁令不能更改，连国王也不能；

但到了第 7 章，我们知道兽却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 

兽使众人在右手或额上都受一个印记；那些没有受印记的，不得买卖 (启 13:16-17) 。这个

含义要回到出埃及记第 13 章 9 节：「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纪念，使主的律

法常在你口中。」 

公元 382 年以后，那些遵行神的诫命守安息日的人，都要忍受教会和国家各种经济的制

裁，他们「不得买卖」，除非受了兽的印记。 

在但以理书第 3 章里，后来在第 4 章变成兽的尼布甲尼撒王，强迫每个人去敬拜一个金

像，否则都要被杀。 

 

叫所有不拜兽像(形象)的人都被杀害 
 

假先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告诉他们要给受伤还活着的兽作一个像，…又叫所有不拜兽

像的人都被杀害。」(启 13:14-15) 约翰形容这兽为一个豹、熊和狮子的组合体。这三种动

物组合成为一只兽，是三位一体的三一神再好不过的代表了。 

三位一体的教义从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位起，借着死刑来强迫推行。 

在第六世纪，三位一体以刀剑来鼓吹并攻击那些信仰亚流派的地区。 

在第七世纪，穆罕默德指控背离了圣经的基督徒，东方的基督教国家改信伊斯兰教，因为

教皇派遣军队去攻打他们，所以死亡仍然持续着。 

但以理说北方王「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

(但 11:37, 39) 伊斯兰的堡垒曾经是世界上最坚固的。 

约翰预言了四匹马：白、红、黑和绿色，伊斯兰教的四种颜色，会把恐怖带给地上四分之

一、就是欧洲之神的子民。 

公元 1198 年，教宗诺森三世宣告： 

「任何人尝试要诠释与(天主教)教会的教义冲突的个人神观，都必须被火烧死，没有怜
悯。」(Papal 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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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杀戮延续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时反对三位一体的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在他自己的书堆上被新教徒活活烧死。 

十八世纪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估计，从公元 325 年至 1707 年，由三一神造成的死亡计

有五千万人。 

但是，这个三一神最可怕的真相是，它完全是由哲学家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人造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