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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流主义
神力的神格唯 论 又称收养论 否定耶稣的神性神力的神格唯一论，又称收养论，否定耶稣的神性

形相的神格唯一论，是神不是人，否定耶稣的人性

亚流主义 贬 基督的神性 变成半神半 存在亚流主义，贬低基督的神性，变成半神半人的存在

代表人物亚流，

北非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主张耶稣基督
在万古、一切受造之前被生下来，

曾经不存在，像人、又远远高于人；

为了合乎理性 —为了合乎 性

耶稣只是一个人，为什么敬拜他呢？

所以把耶稣提升到远远高过我们人类所以把耶稣提升到远远高过我们人类

像神、又稍微低于神
如果高到跟上帝一样高，又变多神论了，如果高到跟上帝 样高，又变多神论了，

所以他并不是至高神

错误
1 不合圣经的启示1. 不合圣经的启示
2. 为了合乎人的理性，就变成违背神的启示

如果耶稣 是 高神3. 如果耶稣不是至高神，

至高神并没有亲自道成肉身、体恤我们到一个地步 —
亲自来成为人，用人的身分替人受罪的刑罚，

信他的人罪就可以得到了代替、得到救赎

等于把神的爱打折扣了…
4. 如果耶稣只是很像神、远远高过人，根本就不是人啊！

神自己定的规则 — 人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耶稣因为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他用人的身分替人来受死的刑罚，才有救赎的效果
5. 如果基督远远高于人而稍微比神低一些，如果 督 于 而稍微比 低 ，

他就不是至高神，我们拜耶稣，不是等于拜偶像吗？

亚流主义影响了好几十年，结果在第一次、第二次大公会议
制定尼西亚信经来驳斥亚流主义的错误制定尼西亚信经来驳斥亚流主义的错误。

大公会议是很有名望的圣经学者、受敬重的教会领导、

神学家 各 表 起 会产 共神学家，各地代表一起开会产生的共识。

第一次大公会议 325AD 在尼西亚，

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附近一个城市召开，

制定尼西亚信经，肯定耶稣有完全的神性，
他的神性跟圣父是完全相等的

过了五十几年381AD 又召开第二次的大公会议，会 ，

就在君士坦丁堡，为什么还要召开类似的会议呢？

因为亚流主义还是很流行、很嚣张，因为亚流主义还是很流行、很嚣张，

这次会议，再把尼西亚信经拿出来补充、修订，

让它更完整，同样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让它更完整，同样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

也在驳斥亚流主义的错误



关于两次大公会议所制定的尼西亚信经…

1.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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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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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驳斥亚流主义
的错误与父 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3.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
并借着童女马利亚成为肉身，成为人；

的错误

， ；
4.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他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
5.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6.将来必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7.我信圣灵 ─ 赐生命的主，从父而出，灵 ， ，
与父与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藉众先知说话。

第八、第九可以合在一起，都在讲圣会—
教会是被分别为圣的

8.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

教会是被分别为圣的…

 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堂、一个教会而已

是一个宇宙性的 一个无形的

9 我信使罪得赦的独 洗礼

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无形的，

所有神的儿女的总集合，叫做大公的精神

9.我信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教会里面洗礼，使罪得到洁净、得到赦免

10.我盼望死人复活以及来世的生命。

末世论，耶稣再来我们都要复活，

不但现在灵魂得救得到永生，那时肉体也要得救，

有一个永不死亡、永不衰败的一个新的肉体。

尼西亚信经— 针对亚流主义所制定标准的信条。

四、亚波里那流主义，代表人物亚波里那流，

活动年代 左右 老底家教会的主教 主张活动年代380AD 左右，老底家教会的主教。主张 —
耶稣基督是神的灵临到耶稣这个人的身上，

身 来人的灵魂 者人性耶稣身上原来人的灵魂或者人性，

被神的灵所取代，成为新的灵魂。

神 白色 色神性好像是白色的，人性好像是黑色的，

白色跟黑色合成灰色，成为一个新的颜色

神性把耶稣身上的人性综合、取代，

成为一个新的性了

那耶稣变成什么了？按照他这个主张 —
有人体、可是没有人性了，

新的性

有人体 有人
 他认为有人性的话，人性里面有罪性，

就会得到罪的遗传
人性

会得到罪的遗传
实际上在否定基督的人性

人性
神性

亚波里那流错在哪里？

1 不合圣经的启示1. 不合圣经的启示

2. 为了合乎人的理性，就忽略超理性的启示

为什么要否定人性 有神3. 为什么要否定人性？他以为如果有神人二性，

耶稣必然会产生内在的矛盾跟冲突。

稣 我 样
人性 神性

其实耶稣跟我们的人性虽然是一样的人性，

但有一点不一样 — 我们有罪的遗传，耶稣没有。

罪的遗传不是肉体的遗传，如果是肉体的遗传，

那耶稣就有罪了...，但是没有！

因为罪的遗传是一种属灵的遗传
既然没有罪的遗传跟玷污，既然没有罪的遗传跟玷污，

他的人性也是完美的，

跟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冲突跟他的神性没有 毫的冲突

所以他并没有内在的分裂跟矛盾。



亚波里那流错在哪里？

4. 如果基督没有人性、只有人体，

就不叫道成肉身、道成为人，是道成动物了

5. 如果基督不是道成为人，那表示基督并没有用

真正跟人一样人的身分，来替人受罪的刑罚，

基督的救赎就无效了，因为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

第 次大公会议也把亚波里那流加以定罪第二次大公会议也把亚波里那流加以定罪。

后来第五世纪中叶 451AD 第四次大公会议，

迦克墩 墩信经在迦克墩举行，订了迦克墩信经，

 再一次把亚波里那流加以定罪

清楚的说明 — 基督不是只有人体而已，

他跟我们一样百分之百的人类，

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性

五、涅斯多留主义，混合基督的神人二性，

代表人物涅斯多留 第五世纪中叶君士坦丁主教长代表人物涅斯多留，第五世纪中叶君士坦丁主教长。

那时教会界两大领导 — 罗马教宗，西方教会；

东方教会 导 是 教东方教会领导就是君士坦丁主教长。

那时有一个名词「上帝之母」，希腊文 Theotokos，那时有 个名词「上帝之母」，希腊文 Theotokos，
Theo 就是神，tokos 就是生出来，

教会界正统的领导都认为，马利亚的确是上帝的母亲教会界正统的领导都认为，马利亚的确是上帝的母亲
这句话似非而是，一听好像错，实际上没有错误 —

马利亚生下来这一位耶稣是不是上帝呢？马利亚生下来这 位耶稣是不是上帝呢？

 是啊，她生下来这一个人，同时是上帝
 生下来耶稣称马利亚为母亲 生下来耶稣称马利亚为母亲

涅斯多留非常激烈反对这个讲法，

在反对的理论中，显露出他在神学上是有缺失的…

他主张什么呢？

1 马利亚没有生下神 生下来只是神的殿 后来神才住进来1.马利亚没有生下神，生下来只是神的殿，后来神才住进来，

好像是神的器皿，后来水才倒进来，

像是神 是 表 来神才穿好像是神的衣服、只是外表，后来神才穿上，

或者说他才变成神了

稣2. 耶稣身上的人性跟神性是截然不同的位格

他的错在哪里呢?在哪

1. 违背圣经的启示 — 耶稣的确是人，

被生下来的时候，同时有神的身分被生下来的时候，同时有神的身分
2. 强调神性跟人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位格，

有很多人根据这话就以为耶稣身上是有两个位格，有很多人根据这话就以为耶稣身上是有两个位格，

违背正统的「两性一位格」的教义 —
耶稣有真正的神性、真正的人性，只有一个位格耶稣有真正的神性、真正的人性，只有 个位格

照涅斯多留的讲法就有两位格的嫌疑

涅斯多留说：「上帝是那么神圣而伟大，

能住在女人的肚子里面十个月 」不可能住在女人的肚子里面十个月。」

好像有性别歧视— 把女人生殖器官当作不洁净的…
并 是在肉体本身 是属灵的遗传 人的罪并不是在肉体本身，而是属灵的遗传

如果是肉体的遗传，那马利亚有罪，

入耶稣的肉体跟马利亚的肉体连在一起，就被定入有罪了

实际上神是可以住在人的肉体里面的。

他强烈主张上帝不可能住在女人马利亚的肚子里，

所以马利亚生下那个不是上帝！所 马利 下那个不是 帝
3. 如果他不是上帝，

表示上帝并没有那么谦卑的、那么爱我们，表示上帝并没有那么谦卑的、那么爱我们，

亲自道成肉身来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来经历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各种的苦难、试探等等，来经历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各种的苦难、试探等等，

等于把神的爱打折扣了



431AD 第三次大公会议在以弗所召开，把涅斯多留
定罪并且开除 这 完全是教义的争论定罪并且开除，这不完全是教义的争论，

有教会政治、教会的斗争在里面…

很多门徒不服，继续传涅斯多留主义，

到波斯 (后来的伊朗) 发展，( )
跟伊朗传统信仰「祆教」又称为拜火教融合

 传到中国的就是这一派，，

去西安还可以看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很多中国基督徒很怀念唐朝时景教曾经进入中国很多中国基督徒很怀念唐朝时景教曾经进入中国，

其实不必这么怀念，因为是不纯正的，

是上帝让它消失了是上帝让它消失了。

后来第四次大公会议 451AD 在迦克墩召开，

迦克墩信经也是加以定罪。

六、优提克斯主义，跟亚波里那流类似，也是人性消失了。

代表人物优提克斯 传道年代是第五世纪中叶代表人物优提克斯，传道年代是第五世纪中叶，

担心如果基督有神人二性，

会有 个意志 个就会有两个意志、两个位格，

所以主张基督的人性后来完全

所 所被神性所主导、所取代，最后只剩下一性。

 有限的人性像一瓢水，在神性的大海洋里就不见了

 有限的人性像一支蜡烛，神性像太阳一样，

蜡烛的光就消失在阳光之下了

听起来好像很对，其实是错的…

真正的神跟真正的人在耶稣里面，可以奇妙合为一个位格，真正的神跟真正的人在耶稣里面，可以奇妙合为 个位格，

 不要以为神人二性就必然产生天人交战、神人冲突

耶稣的人性是没有堕落 跟神性是完全和谐一致的耶稣的人性是没有堕落，跟神性是完全和谐 致的，

只有一个位格，才是正统的教义

优提克斯主义的错误…
1 违背基督有完整的神人二性1. 违背基督有完整的神人二性

大公会议的结论、正统教义

以为两性就会变两个位格2. 以为两性就会变两个位格，

其实上帝成为人，的确有人的肉身、

也有人性，是一个真正的人；

既然人性消失了，就否定基督的人性，

违背正统两性一位格的标准教义

3. 否定救恩论，

如果他的人性消失，他就不是人！

就没有用人的身分替人受死的刑罚就没有用 的身分替 受死的刑罚

表示罪还没有受到审判、受到刑罚，

基督就没有为我们完成代赎、救赎的任务，基督就没有为我们完成代赎、救赎的任务，

那罪就还在我们身上，救恩就无效了！

总归纳这六派，都是对基督的身分
每 产生某些方 的偏差每一派产生某些方面的偏差…

神格唯 神只有 个位格神格唯一

1.神力的神格唯一论

形相的神格唯 论

神只有一个位格

否认基督的神性

基 人性2.形相的神格唯一论

3.亚流主义

否认基督的人性

否定基督

同时有神人二性，

把基督变成半神半人

4.亚波里那流主义

6 优提克斯主义

人性消失，

否定基督的人性6.优提克斯主义

5.涅斯多留主义，

(传到中国景教)

否定基督的人性

把神人二性分得太开，

造成两位格的嫌疑(传到中国景教) 造成两位格的嫌疑



经过这六派，两、三百年的争辩之后，产生「迦克墩信经」，

是第 次大公会 对两 年的问题 个总的归纳是第四次大公会议对两、三百年的问题一个总的归纳…

我们跟随圣教父，那时候教会的领导我们跟随圣教父，那时候教会的领导
同心合意宣认独一且同一的圣子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
他真正是上帝，也真正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

驳亚波里那流主义，认为人的灵魂后来消失了驳亚波里那流主义，认为人的灵魂后来消失了

也具有身体，
驳诺斯底主义，认为灵魂才是好的、身体不好的，驳诺斯底主义，认为灵魂才是好的、身体不好的，

把人的身体加以否定
有些基督徒以为只有灵魂得救、不朽而已有些基督徒以为只有灵魂得救、不朽而已

按神性说，他的本体与圣父相同。
驳斥收养论，圣子耶稣本来只是一个人驳斥收养论，圣子耶稣本来只是 个人
驳斥亚流主义，把耶稣变成半神半人

按人性说，他的本体与我们相同，
驳诺斯底主义与优提克斯主义 否定人性驳诺斯底主义与优提克斯主义 — 否定人性

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
驳亚流主义
在受造之前第一个被造的，曾经不存在
耶稣在永恒里被生的，不像我们有生日

按人性说，在此末期，为了拯救我们，

由「生神者、上帝之母」童女马利亚所生，由「生神者、上帝之母」童女马利亚所生，
驳涅斯多留主义 — 否认马利亚把神生产到人间

独一而同一的基督是圣子，独 而同 的基督是圣子，
没有分裂成两位，神人二性合成一个位格

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
驳优提克斯主义 — 把神人二性混在一起

不能分开，不能离散，
驳涅斯多留主义 把神人二性讲成截然不同驳涅斯多留主义 — 把神人二性讲成截然不同，

产生分裂的感觉

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 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
驳优提克斯主义 — 人性是消失的

会合于 个位格 个实质(位格)之内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位格)之内，
而并非分开或分割成两个位格，

驳涅斯多留主义驳涅斯多留主义…
却是独一且同一的圣子，是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

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
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

以及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迦克墩信经对那时各派的异端做了清楚的驳斥，克墩
也对于正面的基督论做了简明而完整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