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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  認識基督(二)─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  
約 17:3 認識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識你所差來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基督是完全的神，也是完全的人。祂具有完全的神性與完全的人性，是神在肉身顯現；這是

大哉敬虔的奧秘（提前三 16）。 
耶穌基督是神，是有位格的，這表示耶穌基督是有意志觀念的，是永恒存在的，是自我意識

的，是尊貴的源頭、是榮耀的源頭，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格。 
耶穌基督具有神人二性，然而祂只有一位格。“三位一體＂教義彰顯主耶穌是完全的神；

“道成肉身＂教義啓示主耶穌是真實的人。此兩項真理合在一起，見證了主耶穌基督是同一

位格有二性。 

(一) 基督的神性 
主耶穌基督是真神(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Very God)，祂是永恆的、無限的、全知的、全能

的；祂曾經創造了天地，並一直在加以維持和統管；祂必須受到尊崇、敬拜和信奉。 

1. 舊約的預言 
賽 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利。

［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

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理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這兩段經文清楚指出，那嬰孩的名字，「以馬內利」，證明祂是一位神。祂又被稱爲了全能

的神，」祂的國度將要永遠建立。馬太福音說到，耶穌的降生，應驗了這段預言： 
太 1:21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惡裏救出

來。22 這一切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說的話、23 說、『必有童女、懷孕

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利。』（以馬內利繙出來、就是 神與我們同

在。） 
耶 23:5 耶和華說、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行事有智

慧、在地上施行公平、和公義。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列也安然居

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彌 5:2 伯利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來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來、在以色列

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2. 主自己的宣告 
約 10:30 我與父原為一。 
約 12:44 耶穌大聲說、信我的、不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來的。45 人看見我、就是看見那

差我來的。 
約 14:9 耶穌對他說、腓力、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不認識我麼。人看見了我、就

是看見了父．你怎麼說、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太 26:63 耶穌卻不言語。大祭司對他說、我指著永生 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 神

的兒子基督不是。64 耶穌對他說、你說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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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8 耶穌進前來、對他們說、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了。19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單數)、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

父子聖靈的名］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了。(三個不同的位格，然而還是合一的成為一個名字) 

3. 新約的宣告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約 1:18 從來沒有人看見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神)將他表明出來。 
約 20:28 多馬說、我的主、我的 神。 
羅 9:5 列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說、基督也是從他們出來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

遠可稱頌的 神。阿們。 
林後 4:4 基督本是 神的像。 
腓 2:6 他本有 神的形像、不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多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

耀顯現。 
來 1:8 論到子卻說、『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約一 5: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來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識那位真實的、我

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4. 基督有“神的屬性＂ 

(1) 永遠存在（賽九 6；約一 1；啓一 8；廿二 13）， 
啟 1:8 主 神說、我是阿拉法、我是俄梅戛、［阿拉法俄梅戛乃希臘字母首末二字］是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2) 無所不在（太十八 20；廿八 20；約三 13）， 
太 18:20 因為無論在那裏、有兩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3) 無所不知（約二 24-25，廿一 17；啓二 23）， 
約 2:24 耶穌卻不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 

(4) 無所不能（賽九 6；腓三 21；啓一 8）， 
可 10:27 耶穌看著他們說、在人是不能、在 神卻不然．因為 神凡事都能。 

(5) 永不改變（來一 10-12，十三 8）， 
來 13: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6) 神性一切的豐富（西二 9；約一 18）； 
西 2:9 因為 神本性一切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作業一: 請抄寫出關於基督有“神的屬性＂的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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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的人性 
羅 5:15 只是過犯不如恩賜．若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了、何況 神的恩典、與那因耶

穌基督一人(one man)恩典中的賞賜、豈不更加倍的臨到眾人麼。 

耶穌基督是真實的人，具有完全的人性。祂稱自己爲人；也被稱爲人。 

1. 降生爲人並有人的名稱 
加 4:4 及至時候滿足、 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女子所生、且生在律法以下、 
太 2:23 到了一座城、名叫拿撒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知所說、他將稱為拿撒勒

人的話了。 
太 11:19 人子來了、也喫、也喝、人又說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吏和罪人的朋友．但智

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作但智慧在行為上就顯為是］ 

2. 道成肉身爲人 
約 1:14 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我們也見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一 4:2 凡靈認耶穌基督是成了肉身來的、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靈

來。 
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不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靈稱義、［或作

在靈性稱義］被天使看見、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道成肉身的實際今天仍在進行，我們是鹽是光，在肉身中將榮耀的神顯現出來。 

3. 具有人的身體與靈魂 
來 2:14 兒女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了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 
來 10:5 所以基督到世上來的時候、就說、『神阿、祭物和禮物是你不願意的、你曾給我

豫備了身體．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不喜歡的．7 那時我說、神阿、我來了為要照你

的旨意行．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了。』 
賽 53: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擄物‧因為他將命(魂)傾倒、以致於

死‧他也被列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路 23:46 耶穌大聲喊著說、父阿、我將我的靈魂交在你手裏．說了這話、氣就斷了。 

4. 經歷成長過程，藉學習得以完全 
路 2:40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來、充滿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上。 
路 2:52 耶穌的智慧和身量、［身量或作年紀］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來 2:10 原來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領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

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祂需要身受苦難，才能有完全的人生經歷) 
來 5: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了順從．9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

人、成了永遠得救的根源．(藉著在肉身裏經歷了苦難和學習，通過順從考驗) 

5. 經歷人性需要、感受人生苦難 
太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來就餓了。 
太 8:24 海裏忽然起了暴風、甚至船被波浪掩蓋．耶穌卻睡著了。 
約 4:6 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路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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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1:35 耶穌哭了。 
路 22: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更加懇切．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三) 有神性與人性卻是一位格 
耶穌基督具有神人二性，然而祂只有一位格。主耶穌是完全的神，主耶穌也是真實的人。 

1. 主耶穌的二性是在一個位格裏 
羅 1:3 論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說、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善的靈說、因

從死裏復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 
腓 2:6 他本有 神的形像、不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倒虛己、取了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9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

切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不屈膝、11 無不口稱耶穌基

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祂是「人子」，又是「神子」(參太十六 13，16)；祂是神而人，兼具神性和人性。就祂的神

性說，祂完全是神；就祂的人性說，祂也完全是人。 

2. 主耶穌道成肉身將神彰顯 
約 1:18 從來沒有人看見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來。 
來 1:3 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令托住萬有、他

洗淨了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主耶穌在地上時，要將祂裏面所藏的一切智慧、知識和神本性一切豐盛都藉著祂的超凡人性

和祂的身體傳遞出來。神本性一切的豐盛，藉著祂豐滿地彰顯出來。這彰顯出的，仍是具體

的、有位格的，是一個永活的人子（living person）就是我們真實的神耶穌基督。 

3. 主耶穌復活升天帶著人性登寶座 
詩 2:7 受膏者說、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說、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今日就是主復活的時候，祂仍是榮耀的神，卻帶著最美麗、無瑕疵的人性；祂又是絕對的

人，卻帶著人性有分於神性一切的特點，父神再承認主耶穌是神的兒子。 
約一 4:17 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

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來 2:10 原來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領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

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這位坐在寶座上的，就是神永遠計劃中所要得著的「榮耀的人」，祂成為新造族類中的第一

位，祂又是聖徒的元首，祂要領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祂成了教會在榮耀中的標竿，每一

位聖徒都要向著祂竭力奔路，盼望能像這位榮耀人子，這才是神旨意達到完滿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