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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論 (Christology) 

 

試想想： 

1. 耶穌基督如何又是神又是人？ 

 

2. 耶穌基督為何要死？基督的死、復活、升天對信徒的意義如何？  

 

簡介 

    「基督論」是基督信仰的中心教義。藉著基督,我們可以了解神是怎樣的神,因為基督將

神顯明(約 1:18) ;藉著基督,我們們也可以了解人應該是怎樣的人,因為基督是人的模範。再

者, 基督為人類成就救恩:藉著基督,人可以與神和好,並且得到永生(約 3:16)。 

     基督論可分兩部分來討論:基督的位格(耶穌是誰?)和基督的工作(耶穌做了甚麼?)。1基督

的位格及其工作可以區分卻不可分開(distinct but not separate),因為基督的位格往往藉著

的工作顯明，而基督的工作以祂的位格為基礎。 

 

一、 基督的位格 

「你們說我是誰?」(太 16:15)是所有面對耶穌的人都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毋容置疑,拿撒勒

人耶穌是人類歷史上具影響力的人物。今天,約二十億的人相信祂不僅是人,也是神。他是

真正的歷史人物,祂在第一世紀(約公元 30 年)被猶太人交給羅馬人十字架是歷史的事實。

不但新約聖經和早期基督教文獻記載祂的事蹟,早期羅馬帝國和猶太非基督徒的文獻中,也

找到祂的踪跡。 

1. 耶穌的神性 

(1) 經文的證據 

聖經作者從以下五方面來描繪耶穌的神性。要注意,單單擁有一兩方面不能證明耶穌是神,

但在人類歷史中,除了耶穌,沒有歷史證據證明另一個人擁有這五方面特點。 

A. 耶穌施行許多神蹟 

 
1 「耶穌」是兩千年前在猶太地常見的人名，本意為「上帝的拯救」，也就是舊約中約書亞（Joshua）的希

臘文翻譯。而「基督」一詞來自於舊約的「彌賽亞」，本意是指受膏者，後來成為專有名詞，單指耶和華

上帝所應許的救世主。也就是說，雖然「受膏者」仍是一個人，但已經是上帝永恆計畫的一部分，成為祂

在世間神性臨在的代表。因此，彼得在五旬節是這樣宣告的：「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

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彌賽亞)了。」（使徒行傳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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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能勝過疾病,比如祂使癱瘓病人立刻起來行走(可 2:1~12) 。 

2. 使手殘廢的人立刻得醫治(可 3:1~6) 。 

3. 祂能勝過自然界的力量,比如使狂風巨浪立刻平靜(可 4:35~41) 。 

4. 把邪靈從人身上趕出(可 5:1~20)。 

在第一世紀,好些關乎耶穌言行的主要記述,都充滿了神蹟性的描述。這些記述不但成為四

福音書引用的基礎資料,也出現在猶太非基督徒的文獻,比如約瑟夫(Josephus)提到耶穌是

「行超然奇事者」 ;非基督徒如克理索  (Celsus)的作品和拉比的傳統 (b. Sanh 43a) 也承認

耶穌有超自然能力耶穌有超自然能力。 

當然,單單行神蹟不能證明耶穌是神,因為聖經描繪邪靈也能夠行奇事;但如果耶穌是神,他就

必定能夠行神蹟。聖經多處記做耶稣靠父神和聖靈的能力來行神蹟(父神:約 5:19、

30,7:28-29, 8:28~29;聖靈:太 12:28 ;路 4:14,5:17;徒 2:22,10:38)。然而,有些經文沒提及耶穌

靠父神或聖靈的能力來行神蹟(例如:可 4:35~41)。這意味耶穌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運用自己

神性的能力來行神蹟,尤其是約翰福音裡耶穌的第一個神蹟,因為祂藉這神蹟「顯出了自己

的榮耀」(約 2:11)。聖經讓我們看見,耶穌本身擁有至高的神性。 

B. 耶穌給人偉大的道德教導,把神的計劃和心意告訴人 

耶穌說:「不可判斷人,免得你們門被判斷。你們怎樣判斷人,也必怎樣被判斷;你們用甚麼標

準衡量人,也必照樣被衡量看見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卻不理會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

有梁木,怎能對弟兄說: 「讓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偽君子啊!先為基麼除掉你眼中的梁

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太 7:1~5)耶穌這句話非常有智慧。我們常

看到別人的缺點,對別人吹毛求疵,喜歡論斷人、批評人,卻看不見自己的缺點。耶穌教導我

們要先檢討自己,把自己的問題解決,才能看得清楚,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耶稣也說:「只是我告訴你們聽道的人:當愛你們的仇敵,善待恨你們的人。咒詛你們的,要為

他們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們禱告。」(路 6:27~28) 歷史學家相信,第一世紀基督徒的一

些偉大道德教導,例如要愛仇敵並善待他們(羅 12:14、17~20;林前 4:12;帖前 5:15 :彼前 3:9)

是來自耶穌本人的;這也是四福音書引用的更早資料所記載的。當然,單單作出偉大的道德

教導,不能證明耶穌是神,因為所羅門、孔子等人也作出偉大的教導。但如果耶穌是神,必定

能給人偉大的道德教導。 

C. 耶穌活出聖潔無罪的生命 

人內心的思想意念是別人看不見的,但活出來的生命是周圍的人都能看見的。聖經記載,耶

穌問反對祂的猶太人: 「你們中間有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 8:46)最早期的基督徒相信耶

穌從沒有犯錯 (例如:「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有罪的,使我們門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林後 5:21),並把他們的得救和永恆生命的歸宿建立在這信念之上。 

D. 耶穌從死裡復活,戰勝那困擾人類的最大問題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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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在耶穌死後原本非常膽法,但後來看見復活的耶穌,就完全改變過來,放膽無懼地傳揚耶

穌(太 28 章;可 16 章;路 24 章:約 20 章;徒 1 章)。最早期的基督徒認為,耶穌從死裡復活(例

如:羅 8:11;林前 15:3~11;林後 5:15;加 1:1 ;腓 3:10、21;帖前 4:14)並有真正的神性(例如:林前

1:2;腓 2:6~11) 。眾多希臘原文古抄本和不同語言的早期譯本的經文均與以上的經文一致,

因此歷史證據顯示這些經文不是後來的人加上的,而是第一世紀已經流傳的。 

E. 耶穌自稱為創造宇宙的真神 

(a)「我的主! 我的神!」 

多馬對耶穌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說:「你因為看見我才信嗎?那些沒有看見就信的人,

是有福的。」(約 20:28~29) 這裡的「主」(kyrios)和「神」(theos) 正是《七十士譯本》用

來翻譯舊約聖經「耶和華」(kyrios) 和「神」(theos)的詞彙（參：詩篇 35:23）。 

(b)「我是」 

在約翰福音,耶穌所說的「我是」(I AM),是耶和華用來稱呼自己的方式(參出 3:14~15 ;賽

43:10),意味耶穌與耶和華有同等的神性。約翰福音八章 58 至 59 節是明顯的例子:「耶穌

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亞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經存在了(直譯:我是)。』於是他們拿起

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起來,從殿裡出去了。」猶太人的反應表明,他們聽懂耶穌自稱有至

高的神性,只是他們不願意相信。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 節也意味耶穌與父神和聖靈有同等

的神性。聖經也描述耶穌有神的屬性,比如無所不在(太 28:20;西 1:17)和無所不知(約 16:30, 

21:17) 

 (c) 「人子」 

在福音書,「人子」是耶穌最常用的自稱(例如:太 20:28;路 19:10)。在第一世紀,「人子」有

不同的意思,比如按照以西結書的用法,可指「人」或「人的後裔」。然而,耶穌在大祭司面

前自稱「人子」:「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可 14:62) 應

按照但以理書七章 13 至 14 節來理解,那裡的「人子」有神性的特徵,駕著天雲而來,他的國

度是永不毀滅的,而且各國、各族和說各種語言的人都事奉祂,而這些特徵是用來形容耶和

華的(參但 7:27)。所以,耶穌在這裡承認自己的神性。難怪大祭司有那麼激烈的反應:斯開

衣服,指耶穌說了褻瀆的話(可 14:63-64) 。 

(d)「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是耶穌在福音書中的另一個自稱，但神是靈(約 4:24) ,不可能生兒子。「神

的兒子」是隱喻,用來表達個體與神親密的關係。因此,「神的兒子」可用於天使(創 6:2~4;

伯 1:6)、以色列的王(撒下 7:14)、以色列(何 11:1)、以法蓮支派(耶 31:9)、彌賽亞(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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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子」也可以用於三一神的其中一個位格(太 28:19) 。根據這個意思,耶穌是神獨一

無二的兒子一一約翰福音一章 14 節,三章 16、18 節,及約翰壹書四章 9 節中的希臘文

monogenis 應該翻譯為「獨特的」(one and only) 而不是「獨生的」。 

(e)「生」與「造」 

新約聖經有三處經文稱耶穌是「生」的(gennao,徒 13:33;來 1:5,5:5)。這三節經文都引用了

詩篇二篇 7 節:「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詩篇第二篇用於以色列君王登基,公開表明

其君王身份並開始運用王權。這三節經文也同時提到耶穌的復活升高(exaltation),而耶穌的

復活表明祂的君王身份,並開始運用他的王權。（「生」也是隱喻,表示一個開始。） 

有些異端(例如:耶和華見證人)認為耶穌是受造的,其理由如下： 

(i) 他們將耶穌等同箴言的「智慧」又根據箴言八章 22 節把「智慧」理解為受造之物,因而

推論耶穌也是受造的。正確來說耶穌擁有神的智慧(祂與「智慧」有許多類似之處),於是新

的作者用舊約聖經形容神智慧的的話來描繪基督,但這不意味基督等同神的智慧。況且,箴

言第八章用人格化的寫作技巧來表達神滿有智慧地創造,不意味「智慧」真是有位格的女

人(耶穌也不是女性) 

(ii) 他們也把歌羅西書一章 15 節「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解釋為耶穌是受造的、但這是不正確的。耶和華見證人的《聖經新世界譯本》翻

譯為「在受造的萬物中,他是頭生子」,因為他們將希臘文的屬格(genitive,即英文 of)理解為

表示部分:耶穌屬於受造物的一部分,是第一個受造的。但這樣翻譯忽略了屬格也可表示擁

有。比如,inheritor of the land 指某人是承受地土者,不是說他是地土的一部分。 按照猶太

人的背景來理解,屬格在此應理解為表示擁有的意思,而「首生」是隱喻,意味耶穌在本位上

要承受一切 

此外,要注意歌羅西書一章 16 節「因為天上地上的萬有: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無論是坐王

位的,或是作主的,或是執政的,或是掌權的,都是本著他造的;萬有都是藉著他,又是為著他而

造的。」耶和華見證人認為這段經文表示,耶和華造了耶穌,然後藉耶穌造其他一切受造物:

他們更在第 16 至 17 節的三個「萬有」之前添加「其餘的」成為「其餘的萬物」。但他

們這種理解不符合聖經作者的思想背景,比如「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我是獨自展開諸天,

鋪張大地的」(賽 44:24),可見當耶和華創造的時候,沒有別的事物與祂同在。因此,「萬有…

都是本著他(耶穌)造的」(西 1:16)意味耶穌不是受造物,而是至高的創造主耶和華裡面的一

個位格。耶和華見證人忽略了這個思想背景,將他們錯誤的想法放進聖經的翻譯。 

(f) 小結 

有人可能會問:為何耶穌不直接表明祂是神?為何不常見新約聖經直接表達耶穌是神?原因

如下: 「神」(theos)在新約聖經通常指聖父,而新約作者避免人把聖子與聖父混淆。新約作

者要避免當時的猶太人誤會基督徒接受多神論。但要讓猶太人相信一個人也是神,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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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因此耶穌沒有一開始就宣稱自己是神,而是用神蹟來引導人漸漸發現祂的神性。當

人觀察到耶穌神蹟性的事工,就會想到並提出「這人到底是誰?」的問題。 

 

(2) 與耶穌神性相關的難解經文 

對於耶穌的神性,有些人提出以下的質疑: 

(i) 有人會問: 如果耶穌是神,為何當祂被稱為「良善的老師」的時候,否認自己是良善的:

「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以外,沒有良善的。」(可 10:18)？ 

 

>> 其實,耶穌並非否認祂是良善的,而是希望那人檢驗自己對良善的標準。耶穌要他認識到,

只有神才是良善的(那人卻不是良善的,所以需要救恩),並且稱耶穌為良善的就等同承認耶

穌是神,就應當服從耶穌的命令(包括舊約律法以外的命令)一賣掉一切,跟從耶穌(可

10:21 )。我們可以說,耶穌正在引領那人認識祂就是神。另有懷疑者認為馬太福音的平行

經文:「為甚麼問我關於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太 19:17),和馬可福音有差異,因為馬

太認為馬可否定耶穌的良善,就修改了馬可福音的字句。其實,馬太很可能想避免讀者誤會

馬可的意思也想強調那人的問題所在(只關注「如何得救」而不理會「基督是誰」),以及想

保持「耶穌強調神的善良」這重點。 

(ii) 另有人可能會問:如果耶穌是神,為何祂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離棄

我?」(可 15:34)？ 

 

>> 其實,這段經文可以從耶穌人性的角色和地位來理解:祂與神之間也存著一份關係;祂的神

即是三一神的聖父(參約 20:17)。耶穌站在人的地位,那麼祂與聖父之間的關係,為人類如何

順服神樹立了美好的榜樣(「順服至死」,腓 2:5、8)。另外，「離棄」不意味三一神在本質

上分裂為二體,而是指聖父和聖子在位格關係上的團契,因聖子作了「許多人的贖價」(可

10:45)而受到破壞。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喊,象徵聖子與罪人認同;這份認同從耶穌接受洗

禮(可 1:9);象徵祂與以色列人認同)的一刻就已經開始了。而耶穌呼喊「為甚麼」不意味耶

穌不知道祂被離棄的原因,而是表達他遭受了不應該受的痛苦,因為他是全然無罪的義人。 

(iii) 在教會歷史中,有些異端(例如:第四世紀的亞流主義和今日的耶和華見證人)認為,雖然按

照約翰福音一章 1 至 3 節,耶穌基督是神,但祂是比聖父低一等的神,因為「認識你是獨一的

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 17:3) 和「父是比我大的」(約 14:28) 

意味聖父是獨一的真神而耶穌不是？ 

 

>> 我們必須從整本約翰福音來看這些經文。約翰福音一開始就說明,基督是萬物的創造者

(約 1:1~3、14),結尾就宣告祂和耶和華有同等神性的地位(約 20:28~29)。亞流的說法忽略

了約翰福音開始和結尾的框架;據此,十七章 3 節不應解釋為「耶穌擁有的神性,比聖父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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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耶穌說「獨一的真神」,不是將聖父跟自己作對比,乃是將聖父與外族人發明和敬拜

的假神作對比。這解釋與「真神」在聖經的用法一致,因為「真神」通常用來把耶和華跟

外族偶像作對比(例如:帖前 1:9)。這解釋也符合上下文,即耶穌的權柄高過所有人,包括外邦

人(約 17:2),並且認識聖父和耶穌基督(有別於認識外邦假神)就是永生(約 17:3)。 

雖然耶穌與聖父有同等的神性,但祂選擇順服聖父,約束自己而取了人的形象(約 1:14)。站

在人的地位,他在許多場合選擇不運用神性的能力,而是依靠聖父和聖靈一這是「功能下

級」(functional subordination )"的概念(參約 5:19、26、30,6:57,7:16)一為人類如何依靠神,

樹立美好的榜樣。從耶穌自我約束的角度來看,聖父比耶穌大(約 14:28),但這不否定耶穌和

聖父擁有同樣的神性本質(約 20:28~29)。 

最早期的猶太基督徒承認耶穌是神 

哥林多前書一章 2 節:「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已被分別為聖,蒙召為

聖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

主」。這裡的「呼求」(希臘文 epikaleo) 有特殊的意思,在《七十士譯本》用來描述神的子

民向真神耶和華呼求(參創 13:4, 21:33, 26:26;詩 78:6, 79:18, 104:1, 118:4;賽 64:6)。這顯明

最早期的基督徒認為耶穌是神。哥林多前書八章 6 節「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

都是從他而來,我們也為了他而活。我們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而有

的,我們也是藉著他而有的」也意味耶穌有至高的神性。 

腓立比書二章 6 至 11 節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段經文引用了更早期的資料,歌頌耶穌基

督:「他本來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

為人的樣;既然有人的樣子,就自甘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為至

高,並且賜給他超過萬名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著耶穌的名,都要居膝,

並且口裡承認耶穌基督為在這使榮耀歸給父神。」「神的形象」的希臘原文 en morphe 

theou,在這裡可理解為「擁有真正神性素質的特點而表現出來的形象」。這個解釋在下文

「一切…都要屈膝,並且口裡承認耶穌基督為主」得到肯定。這句話引用以賽亞書裡耶和華

的話:「萬膝都必向我脆拜,萬口都要指著我起誓」(賽 45:21~23),早期基督徒將之應用在耶

穌基督身上,意味他們認為耶穌與耶和華同等,即是耶穌有真正的神性,不是只有神的形象,而

是因有神的本質而有神的形象。 

(iv) 雖然猶大基督徒接受耶穌的地位,但為何當時仍有許多猶太人拒絕相信耶穌是神呢? 

 

>> 這是因為當時的猶太人盼望神能拯救他們脱離羅馬帝國的統治,為他們建立強大的猶大

國,但耶穌並沒有實現他們的夢想,反而被羅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對很多猶太人來說,這是

難以接受的事,因為猶太人從小就接受嚴格的「獨一真神」觀念,怎能相信一個血肉之驅也

擁有神性,更何況一個擁有神性的位格竟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再者,當時主要的猶太宗教

領袖十分憎恨耶穌,要求羅馬人把祂釘在十字架上。這是因為耶穌的言行威脅到他們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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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權威,而他們不願意放棄既有的權力和地位,即或聽到耶穌行神蹟和從死人中復活,也不願

意正視這些證據。 

 

2. 耶穌的人性 

(1) 經文的證據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45 節稱耶穌為「末後的亞當」，意味耶穌和亞當一樣有完整的人性。

提摩太前書二章 5 節也提到耶穌是人(「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羅馬書一章 3 節說明耶穌「按肉身說,他是從大衛的後裔生的」。 

(2) 耶穌的出生 

A.「童女懷孕生子」 

耶穌大約在公元前 4 年出生。新約記載耶穌由童女懷孕而生(太 1:18~25;路 1:26~38)。馬

太福音引用以賽亞書七章 14 節的預言:「因此主自己必給你們一個兆頭:看哪!必有童女懷

孕生子;她要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B. 耶穌人性的限制 

(i) 知識方面:耶穌說「至於那日子和時間,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天使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

知道」(可 13:32),似乎意味耶穌不知道一些事情(祂再來的「那日子和時間」)。此外,「耶

穌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對他的喜愛,都不斷增長,(路 2:40、52)表示耶穌的智慧有所增

長。由此可見,聖子「道成肉身」不只是取了一個身體而已,也擁有完整的「人的思想」,因

此有完整的人性。 

(ii) 能力方面:約翰福音四章 3 至 6 節描繪耶穌途經撒瑪利亞時感到疲累。 

(iii) 空間方面:福音書描述耶穌常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似乎表示耶穌不能同一時間身

處不同的地方。 

耶穌曾經歷人性的限制,故此他能體恤我們:「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不是不能同情我們的軟

弱,他像我們一樣,也曾在各方面受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來 4:15)要注意,這節經文不

意味耶穌曾經歷人世間各樣的痛苦和試探,比如祂沒有經歷生產的痛苦。「像我們一樣」

可指與希伯來書讀者的經歷相似,就如遭受逼迫(比較太 26:59-68、27:26~31;及來

10:32~34, 13:12~13)。同樣,希伯來書二章 14 至 17 節和羅馬書八章 3 節，也不是意味耶

穌曾經歷人世間各樣的痛苦和試探、而是說因為他曾經歷人的欲望、限制、痛苦、試探甚

至死亡,所以他能全然了解和體恤人的境況。人能夠體恤另一個人,不一定要跟別人有完全

相同的經歷,關鍵在於能參透別人經歷的痛苦深度和試探力度。人世間實在沒有誰的苦難,

能與耶穌在十字架上擔當歷世歷代的人的罪刑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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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人二性 

(i) 一段關乎耶穌出生的舊約預言是「伯利恆以法他啊! 你在猶大諸城中雖然細小,必有一位

從你那裡出來,為我作以色列的統治者;他的根源從太初,從瓦古就有了。」(彌 5:2) 這節經

文說明彌賽亞的神人二性。一方面,祂是人,在伯利恒出生;另一方面,他的根源從太初,從瓦

古就有了,表明祂沒有開始。在猶太人的觀念中,只有耶和華是沒有開始的,其他一切都是受

造物,都有開始,因為在耶和華創造時,沒有其他存在物與耶和華同在(參賽 44:24)。 

(ii) 另一段關乎彌賽亞神人二性的經文是「因為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個兒子賜給我

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的名必稱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恆的父、和平的

君』」(賽 9:6) 一方面,祂是人(「嬰孩……生」),另一方面,他的名稱為「全能的神、永恆的

父」。在猶太人的觀念中,名字意味擁有這名字者的屬性;只有耶和華是永恆的,並且「全能

的神」在以賽亞書裡指耶和華(賽 10:20-21)。 

(iii)「道成肉身」的意思 

最早期的基督徒相信耶穌擁有神人二性。雖然當時未使用「神人二性」這說法,但已經有

這樣的觀念。基督教神學用「道成肉身」(incarnation ;拉丁文 incarnare: to make flesh)來

表達耶穌的神人二性。約翰福音一章 1 至 3 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

初與神同在。萬有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道」的希臘原

文是 logos,包含舊約中「智慧」和「神話語」的觀念,以及希臘人對神性和全在全能的概

念。約翰福音用「道」來表達耶穌擁有神性卻又與聖父有所區分。「道成肉身」一語源於

約翰福音一章 14 節,不是說「道」變成,而是說「道藉著肉身來到世界」。傳統神學認為

「成」了「肉身」應理解為:道取了肉身,藉著肉身彰顯 (提前 3:16;約貳 7 節)。”這意味道的

先存性(pre-existence) 道還未藉肉身顯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參腓 2:6~7)。道具有先存性,

就意味耶穌的神性不是受造的,是沒有開始的,是必然存在的;耶穌的人性卻是受造的,有開始

的,不是必然存在的。 

有人會問:按照邏輯的同一律「A 是 A」,耶穌是人,就是人,怎能又是神呢? 

>> 答案是同一律「A 是 A」應理解為「A 等同 A」(A=A);但「耶穌是神」可以有兩種可能

的意思: (1)耶穌等同神, (2) 耶穌具有真正的神性，因為「是」除了有「等同」的意思，也

有「具……屬性」的意思,例如「這枝玫瑰是紅色的」不是指攻瑰等同紅色,而是玫瑰具有紅

色的屬性,當我們說「耶穌是神」,意思不是「耶稣等同神」,因為「耶穌等同神」即是「耶

穌是神的全部」,但神也包括了聖父和聖靈。正確來說,三一神等同神。如果耶穌等同神,聖

父等同神,聖靈等同神,那麼耶穌就等同聖父,也等同聖靈,但這是錯誤的結論。因此,當我們

說「耶穌是神」,意思是「耶穌具有真正的神性」,即祂有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無所不

知、絕對聖潔和完美等神的屬性。同樣,「耶穌是人」應該理解為「耶穌具有真正的人

性」,而不是說耶穌等同人,因此沒有達反邏輯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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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功能虚己模式：  

     我們可以用「功能虚己模式」對了解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其中心概念是,耶穌在某些

方面約束他神性的表達,因此祂能夠有人性的經歷。耶穌取了人性後,就擁有意識、前意識

2(包括神性的前意識和人性的前意識兩部分)以及身體。因為祂的意識有人的特性,他也擁

有人性的前意識和身體,因此祂有完整的人性;因為祂擁有神性的前意識,並能隨意使用,因此

祂有完整的神性。因為祂有單一的自我意識(one self-consciousness),所以仍然是單一的位

格(one person)。耶穌只有一個位格,卻擁有完整的人性(即祂的意識有人性部分,祂也有人

性的前意識,以及身體)和神性(即祂的意識能隨意使用神性的前意識)。換言之,祂是兩性一

位格(one person, two natures) 。因此,我們能夠理解為何神是不可見的(提前 1:17),耶穌卻

能被看見。這是因為按神性來說,耶穌是不可見的,但按人性來說,祂的身體能被看見;而道成

肉身時,祂的神性是隱藏的。那麼,耶穌是不是一半神性,一半人性?這句話容易誤導人以為

耶穌的神性不完整,只有一半神性。正確的說法是,耶穌既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 

小結：耶穌神人二性及其重要性 

三位一體神的第二位藉著道成肉身成為完

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有關基督的神性

可參考提前 3:16，西 2:9，1:19，約 1:1；

有關基督的人性可參考路 1:34-35, 2:40，

52，腓 2:6-8，來 2:14）而這道成肉身的結

果乃是一位「神-人」（God-man）。基督

耶穌並不含有兩個實質，不是一個混合

物，更不是一個不神不人的中間物

（middle being），而是一個位格（a 

person），即是主耶穌基督。 在道成肉身

中，基督的神性與人性並不改變、受損或

增加。兩者皆完全保留其完整性。因此，

基督一切事工是基督那「神-人」位格所完

成，而不是這「神-人」中的神性或人性所

單獨完成的工作。 

 

耶穌藉著祂的人性,取了僕人的様式,選擇順

服天父的旨意,為基督徒樹立美好的榜樣。

然而,祂不只是人,也有完整的神性,因此配

受敬拜。祂為要經歷我們人性的軟弱,  

約束了祂神性的表達, 並擔當我們的罪而上

十字架。按照前意識模式,耶穌確實可以同

時具有真正的神性和人性。正因為耶穌有

真正的神性和人性,所以祂能夠為我們成就

救恩! 

 
2 「意識」（consciousness）指包括意志、思想和感受；「前意識」（preconscious）指意識以外的「知

道」，意識可隨意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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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的工作 

1. 耶穌的職分 

耶穌的工作可以按照祂的職分來理解。耶穌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提前 2:5),祂也是大先

知、大祭司、大君王。 

(1) 大先知 

     先知的工作是將神的真理顯明。申命記十八章 15 至 22 節預言,神將要興起一位像摩西

的先知;人看見耶穌的神蹟,就說祂是那位先知(約 6:14,7:40 參太 11:5-6;路 4:24,13:33;徒

3:22 來 1:2)。聖經也描繪耶穌的先知工作,比如說預言(祂的死和復活(太 16:21;約

12:31~32]、聖靈降臨(路 24:49 ;約 14:16)、祂的再來(太 24-25 章;約 14:3〕)。然而,耶穌在

某方面超越其他先知一其他先知都是說「耶和華如此說」,但耶穌從來不用說「耶和華如

此說」,只是說「我說」,這暗示祂的神性。 

(2) 大祭司 

在舊約聖經,祭司的工作是獻祭和為百姓代求。以賽亞書預言賽亞要成為贖罪祭(賽 53:10),

新約聖經指出這預言應驗在耶穌身上:「但基督已經來了,作了已經實現的美好事物的大祭

司;他經過更大、更完備的會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就是不屬於這被造的世界的)。他不是

用山羊和牛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了至聖所,就得到了永遠的救贖。(來 9:11~12)

希伯來書七章 25 節也提到耶穌替我們祈求: 「因此,那些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

救到底;因為他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 

(3) 大君王 

從耶穌神性的角度來看,他是宇宙的王;從耶穌人性的角度來看,祂是大衛的子孫,要在大衛的

寶座上永遠作王(參創 49:10 ;民 24:17;賽 9:6~7;耶 23:5~6)。新約聖經稱耶穌是王(太 2:2)，

是主、是基督(徒 2:36),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啟 19:16)。 

2. 耶穌無罪的生命 

耶穌藉甚麼來拯救我們?耶穌無罪的生命是拯救的先決條件如果耶穌有罪,就不能拯救我

們。但因為耶穌是完美的,所以祂能成為無瑕疵的獻祭(出 12:5),祂的義也能算為我們的義

(羅 5:17~19;林前 1:30%;林後 5:21)。 

3. 耶穌的死 

(1) 耶穌的死的重要性 

新約聖經提到耶穌的死是「最要緊的」(林前 15:1-3)。舊約聖經,耶穌預言祂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可 10:45)。耶穌的死,包括肉身的死亡(太 27:50;約 19:33~34)和靈性的死亡,即與神

的愛的關係斷絕(太 27:46),祂要成為罪祭;在新約聖經預言彌賽亞的死(賽 52:13-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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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為何要死? 

A. 滿足神對罪的憤怒(Propitiation,或譯「挽回祭」) 

神是聖潔的,所以神對罪憤怒。耶穌的死就滿足神對罪的憤怒(propitiation),使我們罪人得

以免去神的憤怒。「神設立了耶穌為贖罪祭,是憑著他的血,藉著人的信,為的是要顯明神的

義;因為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了人從前所犯的罪,好在現今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又

稱信耶穌的人為義。」(羅 3:25~26;參羅 1:18,2:3,5,8, 3:8; 來 2:17 3 約壹 2:2、4:10) 

B. 和好 (Reconciliation) 

     和好是關係上的改變。原本,罪是神人關係的障礙,但基督的死除去罪的障礙:「所以,我

們現在既然因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受神的憤怒。我們作仇敵的時候,尚且藉著神兒

子的死與他復和,既然復和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羅 5:9~10;參林後 5:19-20) 

C. 救贖 (Redemption ) 

     舊約聖經提到人把他的家人廣出來(ga'al ;利 25:48~49 ;得 3:13),也強調耶和華把以色列

人從埃及贖出來(出 6:6, 15:13;詩 74:2)「贖」可以藉著付贖價贖回(padah ;民 3:40、46) 或

藉著滿足憤怒而贖回(kopher :出 21:28~30,30:12)。在新約聖經,希臘文 lutroo 指替別人(被

捆綁的人)付贖價,使他得自由 (太 20:28;B 可 10:45;羅 3:24 ;弗 1:7;多 2:14;彼前 1:18) ;而

agoradzo 的意思是「買過來」(太 13:45~46;林前 6:20;加 3:13;啟 5:9),使人屬於神。 

     耶穌將我們從罪(約 8:34)和律法的咒詛(加 3:13,4:3,5:1)救贖出來,而救贖的代價是耶穌的

血: 「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過犯得到放免,都是按著他豐盛的恩典。」(弗

1:7;參來 9:12;彼前 1:18~19)在猶太人的觀念中,血代表「獻上的生命」。耶穌的死戰勝了

魔鬼,顯明神的公義（「治理論」」）和慈愛（「道德影響論」」）,樹立「願意為神犧

牲」的美好榜樣（「榜樣論」）;但最重要的是,他代替世人忍受他們的罪所當得的刑罰和

羞愧,因而滿足了人對神的虧欠（「滿足說」 ）和神公義的要求（「代替受罰」）。 

4. 耶穌降在陰間 

     耶穌「降在陰間」一語,出現在《使徒信經》。有人提出來支持這教義的經文,包括詩篇

十六篇 10 節 (也在徒 2:27~31,13:34~35 被引用) 、彼得前書三章 18 至 19 節及四章 4 至 6

節。彼得前書三章 18 至 19 節可以解釋為「基督藉著靈同那些不聽從的人宣告祂的勝

利」;四章 6 節「死人」可理解為「那些死去的基督徒」,他們所領受的福音對他們有功

效。其實，從舊約聖經可知「陰間」（sheol）指所有有人(包括信神和不信神的人)死後去

的地方。在新約聖經,希伯來文 sheol 被翻譯成希臘文 hades。使徒行傳二章 27 至 31 節引

用詩篇十六篇 10 節,提到耶穌的靈魂不被撇在陰間,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42 至 43 節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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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信靠祂的強盜死後去了樂園。從新舊約聖經得到的結論是:信靠神的人(包括耶穌)死

後,他們的靈魂到了陰間,在那裡享受安息(因此耶穌稱之為「樂園」)。 

5. 耶穌的復活 

     基督徒認為,耶穌基督的復活是最重要的教義,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7 節表明基督徒的信仰:「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就是徒然,你們仍在你們的罪裡。」首

先要注意,在第一世紀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觀念中,「復活」不是指精神上的復活,也不是指鬼

魂升天,乃是指身體復活,意思是屍體復生,從境墓裡走出來。新約聖經描繪這是耶穌神性的

證據:耶穌承認祂是神,並以祂的復活來證明(約 20:24~29)。3耶穌的復活也證明耶穌的獻祭

蒙神接納(羅 4:25),因此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信耶穌的一刻,我們的罪已經得赦免。耶

穌的復活也是來生、復活、審判、天國和地獄的證據。耶穌的復活戰勝了死亡,所以凡信

靠祂的人也必戰勝死亡。這是何等榮耀的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應當稱頌的。

他照著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永活的盼望。」(彼

前 1:3)最後,耶穌的復活也意味信徒的事奉是有永恆價值的,因為復活的主必永遠紀念我們

所作的一切:「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

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6. 耶穌升天 

耶穌復活後榮耀升天,以後他還要再來(徒 1:1~11)。有人會間:現在耶穌的身體在哪裡?聖經

稱耶穌復活後的身體是「靈性的身體」(林前 15:44)。「靈性的身體」是改變了的身體,能

超越目前人類物質身體的表現,例如可以立刻消失(路 24:30~31)。聖經記載耶穌在父神的

右邊(可 14:62;徒 7:56),但我們要小心這些經文應否按字面理解,因為神是無所不在的。按照

希伯來人的觀念,「在神的右邊」的意思是:擁有父神的權柄。耶穌升天,因為神今後要藉著

聖靈來與人相會。升天也象徵耶穌完成了祂的使命,祂以人性在世上所過的生活結束(但祂

的人性和神性在天上仍然延續)。最後,升天是他升高得勝的彰顯(弗 4:8) 

7. 耶穌再來 

留待我們最後一課「末世論」討論吧！ 

 

三、反思： 

1. 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對你的生命有何意義？（想想你與祂的敬拜、

禱告、相交…） 

 

2. 耶穌「死到盡」，卻又勝過死亡，復活過來，並已升天，如何鼓勵你過在世的日子？ 

 
3 關於耶穌復活的論證，可參賴若瀚：「怎樣可以證明耶穌確實復活了？」，聖言資源中心，下載自：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97:%E6%80%8E%E6%A8%A3%E5%8F

%AF%E4%BB%A5%E8%AD%89%E6%98%8E%E8%80%B6%E7%A9%8C%E7%A2%BA%E5%AF%A6%E5%BE%A9%E6%B4%BB%E4%

BA%86%EF%BC%9F&catid=15&Itemid=8&lang=us〉 (2019 年 11 月 17 日)，或駱德恩：《愈辯愈明: 從哲學，

科學，歷史論證基督信仰》（香港：天道，2014），第四和第五章。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97:%E6%80%8E%E6%A8%A3%E5%8F%AF%E4%BB%A5%E8%AD%89%E6%98%8E%E8%80%B6%E7%A9%8C%E7%A2%BA%E5%AF%A6%E5%BE%A9%E6%B4%BB%E4%BA%86%EF%BC%9F&catid=15&Itemid=8&lang=us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97:%E6%80%8E%E6%A8%A3%E5%8F%AF%E4%BB%A5%E8%AD%89%E6%98%8E%E8%80%B6%E7%A9%8C%E7%A2%BA%E5%AF%A6%E5%BE%A9%E6%B4%BB%E4%BA%86%EF%BC%9F&catid=15&Itemid=8&lang=us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97:%E6%80%8E%E6%A8%A3%E5%8F%AF%E4%BB%A5%E8%AD%89%E6%98%8E%E8%80%B6%E7%A9%8C%E7%A2%BA%E5%AF%A6%E5%BE%A9%E6%B4%BB%E4%BA%86%EF%BC%9F&catid=15&Itemid=8&lang=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