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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  認識基督(三)─舊約中的基督與基督的應驗  
(一) 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 

1. 基督是女人的後裔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女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女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女人的後裔

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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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路 1:27 到一個童女那裏、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女的名字叫馬利

亞。28 天使進去、對他說、蒙大恩的女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了。29 馬利亞

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30 天使對他說、馬利亞、不

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經蒙恩了。31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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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督是亞伯拉罕和大衛的後裔 
創 22:16 耶和華說你既行了這事、不留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便指著自己起

誓說、17 論福、我必賜大福給你、論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來、如同天上的

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

福、因為你聽從了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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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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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1 亞伯拉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後裔子孫原文都作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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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拉罕和他子孫說的． 神並不是說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

是說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3. 基督是誕生於伯利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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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路 2:4 約瑟也從加利利的拿撒勒城上猶太去、到了大衛的城、名叫伯利恆、因他本是大

衛一族一家的人．5 要和他所聘之妻馬利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利亞的身孕

已經重了。6 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利亞的產期到了。7 就生了頭胎的兒子、用布

包起來、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太 2:16 希律見自己被博士愚弄、就大大發怒、差人將伯利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

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兩歲以裏的、都殺盡了。17 這就應了先知耶利

米的話、說、『18 在拉瑪聽見號咷大哭的聲音、是拉結哭他兒女、不肯受安慰、

因為他們都不在了。』 
約 7:42 經上豈不是說、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從大衛本鄉伯利恆出來的麼。 
 



培靈神學院 系統神學(二) 基督論 梁家聲教授編 10

(二) 地上行走的耶穌基督 

1. 神差遣先鋒為基督豫備道路 
賽 40:3 有人聲喊著說、在曠野豫備耶和華的路、［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說當豫備耶和

華的路］在沙漠地修平我們 神的道。 
太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來、在猶太的曠野傳道、說、2 天國近了、你們應當悔

改。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說的、他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說、豫備主的

道、修直他的路。』 
瑪 3:1 萬軍之耶和華說、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豫備道路‧你們所尋求的主、必

忽然進入他的殿‧立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來到。 
瑪 4: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利亞到你們那裏去。6 他

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女、兒女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來咒詛遍地。 
路 1:16 他要使許多以色列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 神。17 他必有以利亞的心志能力、行

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女、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豫備合

用的百姓。 

2. 基督在外邦人的加利利地開始祂的職事 
賽 9:1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不再見幽暗。從前 神使西布倫地、和拿弗他利地被藐視‧

末後卻使這沿海的路、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利利地、得著榮耀。2 在黑暗中行

走的百姓、看見了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太 4:12 耶穌聽見約翰下了監、就退到加利利去．13 後又離開拿撒勒、往迦百農去、就住

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倫和拿弗他利的邊界上。14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

的話、15 說、『西布倫地、拿弗他利地、就是沿海的路、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

利利地。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見了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

著他們。』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來、說、天國近了、你們應當悔改。 
（主耶穌一生和伯利恆、加利利、拿撒勒都發生關係﹕伯利恆是主君王生命的源頭，祂是尊

貴的伯利恆人；拿撒勒是主生長的地方，所以人稱祂為拿撒勒人，主是全能的拿撒勒人；加

利利是主工作的地方，所以人也稱祂為加利利人，主是奇妙的加利利人。） 

3. 基督是像摩西的先知 
申 18:15 耶和華你的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 
徒 3:20 主也必差遣所豫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降臨。21 天必留他、等到萬物復興的時候、

就是 神從創世以來、藉著聖先知的口所說的。22 摩西曾說、『主 神要從你們

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說的、你們都要聽從。 

4. 基督受膏的職事 
賽 61:1 主耶和華的靈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

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擄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牢‧2 報告耶和華的恩年、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切悲哀的人‧ 
路 4:18 『主的靈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擄

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見、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19 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年。』

20 於是把書捲起來、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21 耶穌對他們

說、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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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被人厭棄多受痛苦 
賽 53:1 我們所傳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露呢。2 他

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見他的時候、

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

視、好像被人掩面不看的一樣‧我們也不尊重他。 
約 8:57 猶太人說、你還沒有五十歲、豈見過亞伯拉罕呢。(主耶穌當時只有三十多歲) 
可 8:31 從此他教訓他們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老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

殺、過三天復活。 
路 17:25 只是他必須先受許多苦、又被這世代棄絕。 

6. 基督為神的殿心裏焦急 
詩 69:9 因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並且辱罵你人的辱罵、都落在我身上。 
耶 7:11 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豈可看為賊窩麼‧我都看見了‧這是耶和華說

的。 
約 2:15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

們的桌子。16 又對賣鴿子的說、把這些東西拿去．不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

地方。17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說、『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7. 基督榮耀並謙和的進耶路撒冷城 
亞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樂‧耶路撒冷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來到你

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行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可 11:7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8 有許多人、

把衣服鋪在路上、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來、鋪在路上。9 前行後隨的人、都

喊著說、和散那．奉主名來的、是應當稱頌的。 
 
(三) 十架受死的耶穌基督 

1. 被猶太人所棄 
詩 118:2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了房角的頭塊石頭。 
太 21:42 耶穌說、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了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

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念過麼。 

2. 被親近祂的人出賣 
詩 41:9 連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喫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可 14:18 他們坐席正喫的時候、耶穌說、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

要賣我了。 
可 14:44 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說、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你們把他拿住、牢

牢靠靠的帶去。45 猶大來了、隨即到耶穌跟前說、拉比、便與他親嘴。 

3. 像羊羔被牽到宰殺之地 
賽 53: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不開口‧［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不開口］他像羊羔被

牽到宰殺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不開口‧ 
太 26:62 大祭司就站起來、對耶穌說、你甚麼都不回答麼．這些人作見證告你的是甚麼

呢。63 耶穌卻不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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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是逾越節的羔羊 
賽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行己路‧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出 12:5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你們或從綿羊裏取、或從山羊裏取、都可以．6 要留到

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列全會眾把羊羔宰了。 
約 19:4 彼拉多又出來對眾人說、我帶他出來見你們叫你們知道我查不出他有甚麼罪來。 
林前 5:7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殺獻祭了。 

5. 基督被掛在木頭上 
民 21:8 耶和華對摩西說、你製造一條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

活。9 摩西便製造一條銅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了。 
約 3: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來． 
彼前 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了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便得了醫治。 

6. 基督在十架上 
詩 109:4 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祈禱。 
路 23:34 當下耶穌說、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 
詩 22: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調用朝鹿。］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離棄我。 
可 15:34 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說、以羅伊、以羅伊、拉馬撒巴各大尼．繙出來、就

是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離棄我。 
詩 22:16 犬類圍著我‧惡黨環繞我‧他們扎了我的手、我的腳。 
可 15:24 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他的衣服(詩 22:18)、看是誰得甚麼。 
亞 12:10 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 
約 19:34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肋旁、隨即有血和水流出來。 
 
(四) 復活升天的耶穌基督 

1. 基督的復活 
詩 16:10 因為你必不將我的靈魂撇在陰間‧也不叫你的聖者見朽壞。 
太 28:5 天使對婦女說、不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6 他不在這

裏、照他所說的、已經復活了．你們來看安放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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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女的應驗、叫耶穌復活了．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說、『你

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2. 基督的升天 
詩 47:5 神上升、有喊聲相送‧耶和華上升、有角聲相送。 
詩 68:18 你已經升上高天、擄掠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了供獻、叫耶和

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 
可 16:19 主耶穌和他們說完了話、後來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邊。 
路 24:50 耶穌領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51 正祝福的時候、他就離開他

們、被帶到天上去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