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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爭議

亞流派與尼西亞公會

四大公會



複習：君斯坦丁之前的信仰爭論

教會內的爭議都是經過長期的討論解決：

• 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之間的關係

• 諾斯底派與馬西安派的異端

• 如何處理曾背叛主的信徒（多納圖派）



三位一體的爭議

亞流派與尼西亞公會



希臘哲學 基督教信仰

•有一至高的神

•異教的諸神是人所造的

•至高的神是不可及、不改變的

•神與人之間沒有溝通

•耶和華是獨一的神

•耶和華創造天地萬物

•耶和華是有位格的神

•人可以與神交通

解決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差異方法：
1. 靈意解經：聖經以“擬人”的方式描寫神。
2. “道”（logos）：介於永不改變的神與經常會變的人之間

基督教原來被外邦人看作為無神論者。為了證明基督教是信
神的，於是將我們的信仰與最被推崇的希臘古典哲學相比。



三位一体的意思
• “位”：位格

• “体”：本体，本质

• “位格”（person）：有理性、有感性、有意志，
并且可以用行动完成意志的存在。

• “本体”（nature）： “我 与 父 原 为 “一” 。
(约翰福音10：30）-- 神性的合一。

• 位格是“体”的彰显，体是“位格”的本性。



父神、道、受造界的關係

父神

＜────── 亞流的看法
被造

道

＜────── 亞歷山大的看法
被造

受造界



亞流認為亞歷山大的錯誤之處：

• 違犯獨一真神的信念，有兩位同時存在的神

亞歷山大認為亞流的錯誤之處：

• 否定耶穌基督的神性，因此基督徒不可以敬拜他

亞歷山大以主教的身份開除亞流的長老職位，亞流寫
信給多位主教“申冤”。支持他的信徒在亞歷山大城
示威遊行。



尼西亞公會

• 君斯坦丁為求社會安定而召開（325）

• 318 位（？）主教參加，其中多人曾受迫害，
大多數均為首次見面

• 建立教會規則：

1. 如何處理叛教者

2. 選舉與按立長老與主教的規則

3. 各教會的重要次序排列

4. 處理亞流派的爭議



１。代表亞流派主張：尼科米底亞的優西比烏（亞
流本人僅為長老，不得出席）

２。代表反對亞流主張的：亞歷山大城的亞歷山大
（另有一執事，亞他那修，為他的秘書）

３。聖父受苦派：認為聖父與聖子為一體，所以聖
父在十字架上受苦

４。西方教會的代表：接受特土良的「三個位格，
一個本質」，對所爭議的沒有太大的興趣

５。大多數的與會者：對迫害才剛結束，教會就要
面臨分裂感到不解與傷痛



尼西亞公會的結論

• 亞流派的代表尼科米底亞的優西比烏應用聖經的
經文來辯論，包括“父是比我大的”（約14：28）
及“愛子是萬物的首生”（西1：15）。他滿心
以為用聖經必能說服與會的主教們。

• 但是，當他說到，基督因此是被造的，所以不應
該被敬拜時，與會的主教們紛紛起立反對。因為
從教會開始，信徒都一直敬拜基督。

• 最後，除了兩位主教以外，所有與會的主教都簽
名支持大會的公告。

• 亞流與两位拒簽的主教被判放逐到多瑙河以北。



四大公會

• 尼西亞大會（325）﹕基督具神性（尼西亞信經，381AD）
「耶穌基督，聖而神者，為父所生，並非被造，與父同
質。」

• 康士坦丁堡大會（381）﹕聖靈具神性，「三位一體」的
教義正式確立為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聖靈論﹕聖靈來自父，領受於子，非生、非被造，而是與
父子同質，是父子的中心，從父子而出，聖靈出自靈，因
為神是靈。

• 以弗所公會(431): 判定康士坦丁堡主教聶斯托流將基督的
兩性分開，因此是異端，將其驅逐出教

• 迦克敦公會(451): 訂定迦克敦頓信仰定義,確定有關基督位
格的信念。



使徒信經的不足

• 使徒信經當初可以對付諾斯底派及馬西安派
的異端論點。

• 亞流派雖是異端，卻也可以接受使徒信經。

• 針對亞流派，定出了尼西亞信經。



尼西亞信經
• 我們相信獨一的神，就是全能的父，創造天地以及所有能、
不能見的事物。

• 並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先由父而生，
是真正的神，真正的光，真真實實的神。為父所生，而不是
被造，與父同質(homoousios)。萬物都是藉他所造的。

• 他為我們世人並為我們的救恩從天降下，由聖靈藉童貞女馬
利亞而道成為肉身，取了人的形象。

• 並在本多比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十字架，受難，並被葬，且在
第三天按照經上所記復活，然後升天，坐在父神右邊。

• 他將來要在榮耀中再來，審判活人與死人。他的國度將到永
遠。

• 並信聖靈，賜生命的主，由父（子）而來，與父及子同榮同
尊。他並藉先知曉諭我們。

• 我們相信獨一神聖大而公之的使徒教會。
• 我們承認唯一為赦罪而設的洗禮。
• 我們期待死者復活，並生命的時代來臨。
• 阿們！



尼西亞公會結論原附有的“咒詛”：

對那些宣稱他曾不存在的（there was when 

he was not），即宣稱在生之前他不存

在，或他來自「無」，或聖父有不同的性

（hypostasis），或質（ousia），或他是被

造的，或是可變的，這些人都被大公教會所

咒詛。



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

我信神，全能的父，創

造天地的主。

我們相信獨一的神，就
是全能的父，創造天地
以及所有能見、不能見
的事物。

使徒信經與尼西亞信經的比較



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

我信耶穌基督，
神的獨生子，我
們的主

他因聖靈成孕，
從童女馬利亞所
生

並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神
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先由父
而生，是真正的神，真正的
光，真真實實的神。為父所
生，而不是被造，與父同質。
萬物都是藉他所造的。

他為我們世人並為我們的救
恩從天降下，由聖靈藉童貞
女馬利亞而道成為肉身，取
了人的形象。



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

在本丟比拉多手下受

難，被釘在十字架上

，死了，葬了，下到

陰間。第三天從死裡

復活，然後升天，坐
在無所不能的父神右
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

並在本多比拉多手下為
我們釘十字架，受難，
並被葬，且在第三天按
照經上所記復活，然後
升天，坐在父神右邊。

他將來要在榮耀中再來

，審判活人與死人。他

的國度將到永遠。



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

我信聖靈，（是賜生
命的靈）。

我信聖而公之的教會

，聖徒相通。

罪得赦免。

肉身復活。

並得永生。阿們。

並信聖靈，賜生命的主，

由父（子）而來，與父及

子同榮同尊。他並藉先知

曉諭我們。

我們相信獨一神聖大而公

之的使徒教會。

我們承認唯一為赦罪而設

的洗禮。

我們期待死者復活，並生

命的時代來臨。阿們！



羅馬皇帝 羅馬主教 大事記 中國史蹟

君斯坦丁
（305-337）

希維斯特
（314-335）

米蘭諭旨（313）
亞流派出現

尼西亞公會（325）
建立君斯坦丁堡（330）

晉惠帝（290-306）
五胡亂華
東晉元帝建都建
業（317）

君斯坦丁二世
（337-340）

康斯坦丟二世
（337-361）

亞流派盛行

康斯坦斯
（337-350）

猶利安（361-

363）
恢復異教

維冷斯（364-

378）
大馬色
（366-383）

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逝
世（３７３）



羅馬皇帝 羅馬主教 大事記 中國史蹟

維冷提尼安一世
（364-375）

亞他那修逝世（373）

維冷提尼安二世
（375-392）

西利修（384-

399）
巴瑟爾逝世（379）
瑪克琳娜逝世（380）

匈奴入匈牙利 (376)

晉秦淝水之戰 (382),

謝玄大敗苻堅.

提阿多修（379-

395）
康斯坦丁公會（381）

猶金尼（392-394）

阿卡丟（395-408）英諾聖（401-

417）

洪諾理（395-423） 羅馬陷（410）
耶柔米（420）

南北朝起
拓跋珪稱帝,是為北
魏(398).

提阿多修二世
（408-450）

聶斯托流任君斯坦丁堡
主教（428）
奧古斯丁（430）

宋武帝劉裕(420-422)



尼西亞公會後
堅持正統信仰的教父

• 亞歷山大城的亞他那修

• 迦帕多西亞三傑
1 馬克琳娜
2 偉大的巴瑟爾
3 尼撒的貴格利
4 納西安祖貴格利



亞他那修

教父 主要事蹟

亞他那修
Athanasius

出身低，大概是克普特人。尼西亞公會時是亞歷
山大主教的隨身秘書，後接任亞歷山大城主教。

相信基督教信仰（也是人類歷史）的中心是聖子
道成肉身。堅信亞流派的說法是攻擊了基督教信
仰的核心。在尼西亞公會以後的五十年間，長年
與亞流派及羅馬皇帝爭論，多次被放逐。

第一位收集列出現今新約正典書信的教父。

死與373年，在君斯坦丁堡公會前８年。



偉大的迦帕多西亞三傑
教父 主要事蹟

瑪克琳娜
Macrina

是巴瑟爾與尼撒的貴格利的姐姐。在12歲
訂婚後不久，未婚夫突然死亡，自此守獨
身，創立婦女修道會。對其兩個弟弟的
信仰有極大的影響。當時被人尊稱為「那位老師」

偉大的巴
瑟爾
Basil the 

Great

巴瑟爾在雅典求學時與王子猶利安及納西安祖的貴格利同學。
返鄉後教演辯學。因瑪克琳娜的勸導，與納西安祖的貴格利
同組了修道院。後任該撒利亞的主教，與信亞流派的皇帝維
冷斯對抗。終其一生，為修道及尼西亞信念奮鬥。

尼撒的貴
格利
Gregory 

of Nyssa

早年個性羞澀，在他的妻子病逝後進修道院，常懷念妻子，
著書認為未婚者有福，因為不需要承受喪偶的傷痛。在巴瑟
爾過世後，成為尼西亞信念的主要代言人。在381年的康斯
坦丁公會中為尼西亞信念的陳述，是該公會再次肯定尼西亞
信念的重要因素。晚年回歸修道生活，他的過世日期不詳。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int_Macrina_the_Young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sil_the_Gre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gory_of_Nyssa


堅持正統信仰的教父－偉大的迦帕多西亞三傑

教父 主要事蹟

納西安祖的
貴格利
Gregory of 

Nazianzus

巴瑟爾的同學與同工。後因被巴瑟爾按立為一小城的主
教而交惡。當巴瑟爾逝世的消息傳來，他甚震驚。
379年到亞流派盛行的君斯坦丁堡，他的聚會常被亞
流派攪擾。380年提阿多修將軍攻克君堡，成為皇帝。
數日後，提阿多修邀貴格利同至聖索菲亞教堂聚會。
時為一陰天，但有一束陽光照在貴格利身上，會眾認為
是神的揀選，要求立他為主教。皇帝也應允。貴格利
於是成為君斯坦丁堡的主教長。次年，康斯坦丁公會
由貴格利主持。但半途時，有出席者指出他是一小城的
主教，所以不可能是君堡的主教。他立時辭職。但此次
公會不但重申尼西亞的信念，更確認聖靈也同受尊崇，
確定三位一體的信念。貴格利在會後回到家鄉，以牧會
及寫聖詩終其一生。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gory_of_Nazianz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gory_of_Nazianzus


381年君士坦丁堡公會

• 羅馬皇帝提阿多修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召開，
有東方約150位主教出席。

• 君士坦丁堡大會確認聖靈具神性，「三位一
體」的教義正式確立為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 聖靈論﹕聖靈來自父，領受於子，非生、非
被造，而是與父子同質，是父子的中心，從
父子而出，聖靈出自靈，因為神是靈。



451年 迦克敦公會

• 449年，東方教會的主教在以弗所召開一次公會，強
調基督兩性的基本合一性（fundamental unity）。

• 在羅馬的教皇利奧一世代表西方的教會，正式譴責
以弗所的結論，而在451年召開了迦克敦公會。西方
教會強調基督兩性之間的差異。這個看法在迦克敦
公會得到勝利。

• 迦克敦公會發表“迦克敦信仰定義”，否定基督的
一性論，而宣告基督是兩性（神性與人性）同存於
一個位格。並肯定基督神性與人性的完全。



迦克敦信仰定義
Chalcedon Definition of Faith

承續眾聖教父的教導，我們同聲教導、共同承認：

那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
的人性。是真神，也是真人。有其理性的魂與體。在其神性
上，與父同質。在其人性上，於我們同質。除無罪外，在萬事皆於我們
相同。在神性上，於萬世之前由父而生。在人性上，在末世之時，為我
們及我們的救恩，由神母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我們也教導：這唯一的基督、聖子、主、獨生子，其兩性無所混淆、無
所相混、無所分裂、無所分別。兩性的差異並未因其合一而受損。其屬
性各自保全，而同時存在於其位格中，並為同體。他的屬性並而非分為
兩個位格，乃是那唯一的獨生子、神聖的道、主耶穌基督。

這是古時先知所說，並且主耶穌基督親自教導，與眾教父所傳給我們的
。



Following, then, the holy Fathers, we all unanimously teach that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to us

One and the same Son, the Self-same Perfect in Godhead, the Self-same 

Perfect in Manhood; truly God and truly Man; the Self-same of a rational soul 

and body; co-essential with the Father according to the Godhead, the Self-same 

co-essential with us according to the Manhood; like us in all things, sin apart; 

before the ages begotten of the Father as to the Godhead, but in the last days, 

the Self-same, for us and for our salvation (born) of Mary the Virgin Theotokos

as to the Manhood; 

(We also teach that) One and the Same Christ, Son, Lord, Only-begotten; 

acknowledged in Two Natures unconfusedly, unchangeably, indivisibly, 

inseparably; the difference of the Natures being in no way removed because of 

the Union, but rather the properties of each Nature being preserved, and (both) 

concurring into One Person and One Hypostasis; not as though He were parted 

or divided into Two Persons, but One and the Self-same Son and Only-begotten 

God, Word, Lord, Jesus Christ; 

even a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prophets have taught concerning Him, and as 

the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hath taught us, and as the Symbol of the Fathers 

hath handed down to us.



拒絕接受迦克敦信仰定義的教會

下列的東方（Oriental) 教會認為迦克敦信仰定
義將基督的兩性過於分割而拒絕接受迦克敦公會
的基督論。這些教會基本上在羅馬帝國以外：

• 亞美尼亞教會
• 埃及的科普特教會
• 敘利亞的東方亞述教會
• 伊索比亞（埃塞俄比亞）教會

• 這些教會都自稱是“東方正教”（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但有別於後來的東正
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