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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神（三） 
聖子主耶穌 

相信凡是有一点学识的人，都不会否认主耶稣这一个人物，因为耶稣是曾经在
世界上，人类的历史里面出现的一个人，无论你是不是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你还是
要承认有耶稣这个人。很简单的，我们用公元二千零四年，这个公元就是根据耶稣
的诞生，虽然在正确的年代上可能有一点出入，几年的出入，但是主要还是以耶稣
的诞生为根据。所以呢，很多人每一次在写到这个日期，二零零四无形当中，他就
在承认耶稣这个人物了。当然承认耶稣这个人物是容易，虽然不信的人，他也不得
不承认有耶稣这个人，但是要叫一个人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问题就难了。很多
人不得不承认耶稣是个伟大的人，但是他可以说耶稣是一个宗教家，是个社会改革
家。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个哲学家，一个文學家，一个好人。但是如果要他说，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非常艰难的。真是像圣经说的，要有神的灵感动，他才能够承
认耶稣是主。 
 
一、預言的應驗 

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到世界
上来，他整个人生的过程，在圣经里面都有预言。今天可能有一个人跑出来说，他
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样能够判断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最简单的就是他拿出证据来。
什么证据呢？就是有没有一本书为他作见证，有没有一些，好像我们这个圣经那么
的具体的预言，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
教主，都没有这样的材料，来证明他是与人不同的。任何一个教主，他没有一个什
么样的资料，写下来的，明文的来说，他要创立一个宗教，他要来救世界，只有我
们的主耶稣是有这个资格，有这个的背景，有这一些的资料，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
稣实在与众不同。 
 

在圣经里面预言耶稣，耶稣的一生都有很清楚的预言。在耶稣在世界上的年日，
和他成就救恩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有预言。 

 
1. 降生 

第一个我们来看，关于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是讲得很清楚的。 
1) 地點：伯利恒（彌五 2；太二 4－6） 
他的地点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是伯利恒，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地

方。这个是大卫的城，就是大卫的故乡。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救世主，神的儿子
一定要诞生在伯利恒。圣经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小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伯利恒，在什么地方。是
因为耶稣诞生了，这个城才出名了，所以可见得如果不是有这个预言，耶稣绝对不
会诞生在这么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可能照人的想法，应该生在耶路撒冷吧。所
以我们看见耶稣的降生与地点都预言了，而且照预言来成就了。 
 

2） 為童女所生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預言到耶稣是為童女所生，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

一个女孩子所生的。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是要救人，所以他
不可能是人救人，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那么他就是一个人，那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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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救人，也不需要他来了。但是因为人没有办法救人，因为圣经有个要求，有罪
的不能担当没有罪的，这个是很简单；世界上也是。今天两个人如果犯同样的罪，
另外一个人绝对不可以替那一个人替罪，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一个无罪的，才
能够替那个有罪的。 

（1） 沒有原罪  
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要耶稣亲自到地上来做人，这个就是因为只有神是无罪的，

才能够担当我们这些罪人。那所以呢，如果不是童女所生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我
们是从情欲生的，男女结合生的，都是罪人，都会承担亚当的罪。所以呢，耶稣一
定要藉着童女来降生。其实呢，马利亚不过是让耶稣藉着她来降生而已，马利亚本
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她顺服，她圣洁，她是一个神可用的器皿以外，她
并沒有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所以天主教把她奉为圣母呢，是有问题的。天主教还说
圣母是无原罪的，所以她才能够生耶稣，没有原罪。如果圣母是无原罪，那圣母的
妈妈也需要无原罪，才能够生圣母，这个是讲不过去的。我们看到耶稣藉着童女所
生，是有他的原因的。其实以神的大能，他不需要藉着童女生，他一样能够来到世
界，也可在救人。但是这个救恩就不完美了，有瑕疵了。 

（2）百分之百的人性 
所以耶稣呢，一定要来到世界上做人，做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和你我一样的有

血肉之體的人，所以他为了这样的缘故，他非要到地上，藉着人生下来。因为藉着
马利亚生下来，至少在生理上有一个和我们完全相同的一个身体，而且这个身体的
感觉、反应是完全一样的。打他会痛的，他是有感情的，那个身体的生理作用的反
应是完全一样的；不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过是作戏。如果耶稣这个肉体和我们不
同，他不会痛的，他在十字架上就不能够承受世人的罪了。他一样会疼痛，因为主
耶稣有一个百分之一百的肉体，像你像我。所以在世界上没有吃饭，他会饿；没有
睡觉，他会疲惫；人打他，他会痛；人讥笑他，他心中会难过忧伤；看见人死了，
拉撒路死了，他也会哭。所以我们看见人有一些事情，激发他的情绪的时候，他一
样会的。也会发脾气，用绳子作了鞭子来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发怒。因为他是百分
之一百的人，所以他一定要从人生，但是为了不承受亚当的罪性，所以他是要藉着
圣灵怀孕，来到世界。 

（3） 耶穌以血肉之体戰勝死亡 
我们也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藉着童女而生，表示他有一个血肉之体，刚

才讲，他才能够为人死，也能够与人表同情。我们不要想耶稣钉十字架，在他是在
神的计划里面，他又是神的儿子，一定比我们容易承受。那你就错了，我们从他在
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他上十字架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
件事情。 
 

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要合乎神的旨意，我可以大胆的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
的那个祷告，是最不合神的旨意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明明知道，神要叫他到地上
来，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还要求神把这个杯撤去呢？把这个苦难免掉呢？不是违背
了神的旨意吗？不是违背了他自己要到世界上作人的目的吗？但是从这一个祷告里
面，你就可以发现到，原来上十字架，是那么的艰难。连耶稣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子，
都难以承担。也可以说，因为有这个经历，他才会体贴门徒。当他发现门徒三个人
都睡着了，他怎么讲？他没有责备他们，他就是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
弱了，为什么耶稣能够讲出那么体贴的人话？因为他自己就经历了这个心灵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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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软弱了。他心灵绝对愿意，他绝对愿意钉十字架，但是他想到他肉体要受的这
一些的煎熬，这个痛苦，他是巴不得不要上十字架。但是感谢主，他来就是要为我
们上十字架，所以他最后的祷告说，照神的旨意成全，不要照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耶稣不藉着童女来降生，他没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也没
有一个百分之一百的肉体，与你与我相同，他也不能够为我们死，也不能够为我们
表同情。所以他这个身体和我们一样才能够替罪。如果我今天犯了杀人罪，我不可
以用一头牛来替我受死刑，因为是我犯罪，所以我这个人要死，不能够用别的。圣
经讲得清楚，旧约的预表而已，那个人是靠信心。事实上呢，那个羔羊不能够担当
他的罪。所以耶稣来了，这个神的羔羊，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所经历的，
就是我们人应该经历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为童女所生？就是他要成为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人，才

能够替我们这些人付出罪价。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今天他来到世界，他愿意，可以
说他是很委屈的「为女人所生」（加四 4）；如果你看加拉太书。这句话表示他的谦
卑，表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尊贵的地位，来为女人所生。对他来说，可以，严格的
讲，或者是严重一点讲，是对他的一个侮辱。神的儿子竟然为女子所生，但是为了
救恩的缘故，他愿意受这个委屈，所以腓立比书说，他作人就是他的谦卑（腓二 5
－9）。而且耶稣为童女所生，他就用这个肉体来战胜了死亡。如果他不是用这个肉
体，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不能够胜过人所要面对的死亡。所以主耶稣来，藉着他
的肉体来战胜过撒但，战胜过死亡。因为他后来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而且很重要
一点，如果主耶稣没有百分之一百的肉身，他就不会死了，因为他是神呢，他怎么
会死啊。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和我们人完全一样的身体，他才能够经历死亡。所以
我们感谢主，耶稣能够委屈自己，为女人所生。他才能够成就那么伟大，那么完美
的救恩。 
 

3）是大卫的子孫 
圣经又预言说，这个救世主一定要大卫的后裔，这件事情也是很奇妙，一来表

示耶稣有王的位份；第二呢，就是成就了神向大卫家的一个应许。神说，大卫因为
听神的话，神立他为王，大卫不断的有子孙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我们如果看犹太
人的历史，神也是个公义的，你如果這皇帝不好，也是要把他宰掉。所以到了大卫
以后，他的子孙就没有资格坐王位了，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国家亡了，到现在没
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位大卫的子孙，主耶稣他来了，他就
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大衛的应许，永远有子孙坐在宝座上。耶稣一来就把这一个的
预言应验了，神的应许应验了。当耶稣復活以后，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永远坐在王的地位上，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虽然是一个卑
微的人，但是他有王的身份，因为他要来把神的预言，他是万王之王这個预言成就
了。所以为什么，当时马利亚、约瑟要到伯利恒去，因为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所
以要生在伯利恒，來追回大卫的子孙的那個身份，因为那个时候报名上册。约瑟原
来是大卫的子孙，他移民到了加利利去了，为了这个报名上册，他一定要回到自己
的家乡，就证明约瑟是出于大卫家的。所以有时候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举动，并不是
完全是一個政治的动作而已，原来也是在那里成全神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世
界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在神的预言当中来成就的。 



 4 

4） 耶穌的开路先锋 
还有连他的开路先锋是施洗约翰，这个人物也是很重要的，他的来临在圣经上

也有预言，神的预言是很完整的，因为如果只有耶稣的预言，人家会说是碰巧，其
實上面讲的那么多点，都要成全的话绝对不会是碰巧了。如果你研究过那个机率的
话，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要更证明这个预言是绝对正确的。连他的开路先锋约翰，
施洗约翰在圣经里面也有预言（賽四十 3－5）， 
 
2. 為人所棄 

但是有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除了耶稣的降生有预言外，连他到世界上不受欢迎，
被弃绝也有预言。今天很多人都在说好奇怪哟，耶稣生在犹大 ，生在以色列国，但
是今天信耶稣的人很少犹太人，反而是我们所谓这些外邦人，外国人都信了。为什
么犹太人不信？感谢主，连犹太人不信这个事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他是一个不
受欢迎的。第一个不欢迎他的是犹太人，甚至于到今天，虽然我们说全世界差不多
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信了耶稣，但是事实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拒绝他。而这些拒绝他
的人，圣经讲是唾棄，就表示說不是普通的不要。有时候我们这些去传福音的人，
常常碰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你信其他宗教没有人会笑你的，你信耶稣人家会笑你。
奇怪啊？明明知道耶稣这个人很好，为什么你信耶稣人家笑呢？所以很多人在信耶
稣的过程里面，常常受到逼迫，甚至于是家里的人的反对；因为大家对耶稣就是一
种弃绝的态度，不要的态度。 
 

还有呢，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人家也觉得我们无聊，你讲什么教都好，人家觉
得你好心，劝人为善，人家都好像很佩服你。但你要传耶稣了，人家就很讨厌你。
所以耶稣说，我差你们，好像羊进到狼群一样。不单单当初耶稣是给人家拒绝的。
连今天他的门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给拒绝的。所以耶稣说，学生不可以大过
先生，人家怎么对老师，你们这些学生们呢，一样会这样的遭遇。所以我们今天大
家彼此勉励。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唾弃，被人藐视，你不要以为好像很委屈，
耶稣早就知道。反而我们要感谢主，就像门徒一样，他们为了主的缘故给打了，他
们还回来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配为耶稣的名，来受这一些的鞭打。我们也要感谢
主，当今天人反对主的时候，我们说这一些真的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可见得我们所
传的耶稣，绝对不是假的，因为是真的，所以人难以接受。你传那个其他的宗教假
的，人家不单单不会笑你，还说唉！你那个心很好，都还欣赏你。所以我们今天给
人所唾弃，其实是耶稣自己曾经经历的，而且也是圣经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在讲到耶稣怎么样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特别是五十二

章的最后，五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这位神的义仆，是为人所弃的，所以到了五十三
章 2－3 節，以赛亚就说，我们所传的谁会信呢？神的膀臂向谁伸出来呢？所以我
们看见，我们今天传福音，受反对，是圣经里面的预言。 
 
3. 十架救恩 

1）钉十字架 
第三，这个耶稣的救恩有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为什么要他钉十字架，很多时候

我们讲到钉十字架，噢，很痛苦，十字架的刑罚很痛苦。不错，是很痛苦。我们中
国人的刑罚更痛苦了，五马分尸啦，杀千刀啦。为什么一定要钉十字架？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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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十字架这个刑罚本身来讲，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最近
有个片子，就在形容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其实呢，我沒有去看，为什么呢？真正
耶稣在痛苦，绝对不是可以拍出来的。不是一个演员可以表达出来的，不是一个导
演能够把它传攝出来的，不可能的。他们不明白，耶稣最痛苦还不是这个肉体上，
最大痛苦是心灵里面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道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钉十字架？
其实耶稣要钉十字架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犹太人的死刑呢，大家都知道，
是拿石头一块一块的把他打死的，也是很痛苦啊。但是为什么当时就不用石头把他
打死啊？因为圣经早就预言了，他一定要钉十字架，那么这个是神的计划。那为了
让耶稣钉十字架呢，就产生国际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钉十字架这个刑罚呢是罗
马人的刑罚，如果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不亡在罗马人统治底下，耶稣也没有这个
机会钉十字架。没有这个机会承受那个罗马人的刑罚。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为
了要让耶稣钉十字架，在地中海整个国际的形势，都要有这个准备。所以我再一次
强调一下，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偶然的，而是都在神的计划的里
面。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受罗马人的统治，而且罗马人有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也
不过是在当时耶稣要钉十字架前后几百年而已。后来因为这个刑罚被认为太残酷了，
所以就取消了。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句话，耶稣到世界上是有时间的，加拉太书
说时候到了，他就为女人所生（加四 4）；，这个「时候」包括这个政治的形势，国
际的，当时在地中海的情况，所以耶稣才能够上十字架。 
 

（1） 被诅咒 
那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呢？因为圣经预言说，那个被挂起来的，是被诅咒的

（加三 13）。所以我们看见，原来钉十字架不是单单这个刑罚本身而已。最要紧的
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是代表「被诅咒」的意思。什么叫诅咒呢？诅咒就是该死的死。
「该死」就是说这个人该死的。那么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谁该死啊？当然是我
们这一些犯罪的人该死；人类该死。怎么要叫神自己来到世界上，成为该死的人呢？
就是因为他要担当你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死的，都是被诅咒的，所以耶稣的十
字架，就承受了我们的诅咒。 

（2） 被舉起 
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三次讲到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

旧约怎么样预言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很清楚的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民二十一 4－
9）。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的时候，神就叫火蛇来咬以色列人，一咬了人就死掉了，
这个是个很大的灾难。后来呢，神为了拯救他们，就叫摩西把一个很高的一个柱子，
上面就挂了一个铜蛇，说你们仰望这个蛇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医治，不死了。其实
这个铜蛇怎么会叫你不死呢？意思说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听不听？你听不听？这
个火蛇在咬你们，现在把这个火蛇钉上十字架了，挂起来了，死了，那你相不相信
这个挂起来就是担当你的诅咒，你不需要死，你信不信？你信呢，就可以了。所以
事实上告诉我们，救恩是在乎信，不是在乎行。你怎么行呢？你没有办法行，你说
信，神做的你相信，神所作的会有果效的，你就接受了。 
 

我们中国人，大概比西方人更能够了解，为什么被挂在木头上是被诅咒的。中
国人以前呢，在那个封建时代，皇帝的时代，一个皇帝认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行
呢，那个刑犯他死了以后，不可以收尸的，至少三天不可以收尸。把他挂起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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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走过的人都可以骂他说；你该死的，你该死的，罪有应
得的，所以要示众。我们的主耶稣，你看他为了我们人的缘故，竟然被挂起来，竟
然给人骂说他该死的。 
 

就像当初彼拉多审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没罪要放他。但是那些犹太人怎么说
呢？钉死他，钉死他，他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一直到钉上十字架，有人还讥笑
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吧。换句话说，你真是该死，为什么要说自
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耶稣要承当我们的罪，挂在那里示众，
让大家来骂他是该死的，其实该死的是我们。所以钉十字架有这个意义在。 
 

所以圣经说，他被举起来了，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因为耶稣举起来表示他
成就了这一个救恩，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诅咒，所以能够把人都吸引到主的面前来。 
 

2） 埋葬 
除了钉十字架以外，我们看见，接下来就是埋葬。埋葬在圣经里面也是有预言，

耶稣也是会埋葬。而且讲得很清楚，他是埋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这个是在以赛
亚书也有预言的（賽五十三 9）。而且在耶稣没有死之前，他讲的话也是非常感动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十架七言。所以我们看见七言当中，有一句最最痛苦的一句话，就
是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太二十七 46） 

 
我们知道神和耶稣原為一，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耶稣当时承担我们所有人的

罪，所以神都掩面不看他，所以你说十字架这个刑罚痛不痛苦？本身这个刑罚的痛
苦，还不及耶稣当时因为神离弃他，那个心里面的痛苦；这个才是真正的痛苦。是
耶稣在死的这个过程里面，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在叫，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我说，没有一个演员或者一个导演，能够把这个，实在耶稣的痛苦把它描述出
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太注重的是他外表身体上的痛苦，当然那个痛苦也很严重。
但是最大的痛苦，是他心灵里面所遭受到的，为神所离弃的，那个是他最大的痛苦。 
 

耶稣既然断气了，所以他就被埋葬了，圣经说，他虽然和强盗一同被钉（賽五
十三 12），但是呢，埋葬的时候，有个财主约瑟去收他的身体，把他放在他的新的
坟墓里面，这一些都有预言。 

 
3） 复活 
那耶稣死了三天，我们知道复活了，这个更重要，如果今天耶稣不复活呢，整

个救恩就没有价值了，没有意义了。他怎么受苦啊，他怎么诞生啊，他怎么样做善
事啊，行神蹟奇事都没有用了。所以复活是主耶稣他成为救主的最大的关键。如果
耶稣没有复活，就是证明耶稣也是和我们一样，他的死也是为自己的罪死。我们为
什么死了不能复活，因为我们這個死是我们罪的代价啊。但是耶稣为什么复活？因
為他本身没有罪啊，所以复活就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复活也是在圣经上有记
载他的预言。 
 
4. 升天 

那么跟下去我们看见，升天了，耶稣升天也是在圣经里面有预言，那么耶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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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也说，他是去到神那边，坐在神的右边，要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耶稣在神的
右边为我们祷告。 

 
5. 再來 

而且呢，他一定会再来，再来也是在预言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再来是整个救恩
的大结局。如果没有这一个回来呢，这个救恩也没有完成哪！因为怎么樣？我们现
在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等候耶稣回来。耶稣回来了，这个事件才会有一个终点。而且
呢，整个救恩呢，才真正的完成。所以圣经罗马书说（羅八 22），我们这些人都在
劳苦叹息，就是等耶稣回来，脱离这个肉体。我们能够有那个复活盼望，和耶稣永
远在一起，所以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能够永远和他在一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
在预言里面呢，也是有的。那么在所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里面呢，前面的所有都应验
了，剩下一个就是耶稣再来，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相信既然前面所有
的预言都应验了，最后一个预言一定也会应验。 
 
思考問題： 

1. 你是不是也有曾經有（或是仍然有）困難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你如何越過
這個障礙？ 

 
2. 你認為耶穌為世人的罪孽而釘十字架這件事是否愚蠢？是哪一個事實讓這件

事不再是愚蠢，反而顯明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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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為主耶穌作的見證 
除了这个预言里面，讲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很重要一点，就是神也自己宣告了。

神看我们就是不肯相信，所以神曾经为耶稣作见证。 
 
1. 神親口宣告 

第一次为耶稣作见证呢，就是耶稣受浸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
稣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一 10－11）。 
 

因为他受浸是表示耶稣愿意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用这个来肯定，他要做一个
百分之一百的人。因为他要受浸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不行啊，他知道这是神的羔
羊啊，比他位置更高啊，他怎么能够帮他施浸。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应该尽
诸般的义。这句话就是说，我应该做人该做的。我们现在受浸是认罪悔改呀，与耶
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和耶稣的受浸意义是不同的。耶稣的受浸就是說我站在人
地位，耶稣是不需要悔改的嘛。当时约翰帮人家施浸，都是那些人悔改，表示悔改
的洗。我们现在的施浸是表示和耶稣同死同埋葬，但是耶稣的施浸是表示他愿意站
在人的地位，履行人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主耶稣，他每一样叫我们做的事情，他
都留下榜样。他不会说，只叫我们做，自己不做。所以在他做这件事情，神就满意
了，他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就为他作见证。 
 

第二次就是他在山上变像的时候，三个门徒，这三个他的宝贝，跟着他到那个
变像山上。当彼得在那里看见摩西、以利亚一同显现的时候，他兴奋得要命，他就
说要为他们盖三座的棚，他没有想到自己哟。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
耶稣。但是当他这样一说呢，马上旁边的两个人不见了，剩下耶稣一个人，神又说
话了，“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可二 8）所以就告诉我们，就算旧约里面两
个那么样伟大的宗教领袖，都不能够和耶稣平排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为
他作见证。那两个是神的仆人，这个是我的儿子。讓那个门徒，特别是彼得，后来
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耶稣这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在圣山上看见他
的荣耀，又听到神的話講，所以这个，神为他作见证很重要。 
 
2. 神以圣经为主耶稣作见证 

还有一样呢我们看见，神就藉着圣经来为耶稣作见证，特别希伯来书说，他在
旧约里用那些先知来启示他自己，但是呢，在新约是用他的儿子来启示他自己（來
一 2）。所以呢，神藉着圣经来证明耶稣是他的儿子，是把他表明出来的。 
 
3. 神藉耶稣钉十字架，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还有呢，我们也看到神让耶稣钉十字架，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连百夫长都说，
啊，这个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以为耶稣在十字架就好像完了，但是不是，是成了。
所以连那个百夫长就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里还有说，为耶稣作见证的
用三，三样东西，一个水、一个血、一个圣灵。水就是他受浸的时候，起来，神为
他作见证。钉十字架，流了血，为他作见证。第三呢，就是圣灵，耶稣讲得很清楚，
圣灵来就是要来为我作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神藉着圣经，来为耶稣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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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耶稣自己作的见证 
那么主耶稣自己也作了见证，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自己见证很重要， 

1. 自我宣告是神 
第一他也自己宣告我是神，我和神原为一（約十 30），这个就是犹太人最难承

受的。犹太人就是不能够接受耶稣宣称自己是神，自己是神的儿子。觉得他这样做
是亵渎了神。甚至于最后还把这个成为他们告耶稣的罪名，把他送到彼拉多那里去。
没有想到，很意外的，彼拉多就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控告。因为他说，这个是你们宗
教问题，不用告到我这里来，你们自己就处理。但是犹太人要把耶稣处死，他们就
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又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呢，要求彼拉多把他杀了。所以他们
最终的目的，不是单单告告耶稣而已，是要把耶稣处死。後来这帮犹太人也好厉害
哟，他知道用这个耶稣是神儿子这个罪名，不能够把耶稣处死，所以他们改变了是
什么？起先是宗教罪名，现在改变就是政治罪名了，他們就说耶稣说要作王，噢，
我们只有王是该撒，我们没有王，只有该撒。这句话实在满严重，你知道犹太的那
个民族性啊是非常强的。怎么会去承认该撒是他的王呢？他们就巴不得造反能够推
翻政權，能够从那个罗马的统治底下出来。但是当他们要心里有了恶毒，要除去一
个人的时候。什么民族性、什么民族的尊荣都忘记了，就是要把耶稣非要处死不可。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除了该撒以外没有王。哇，这句话有用了。那个彼拉多想，糟
糕现在是个政治罪名了。这个耶稣不是要来作犹太人的王哦，不是做一个宗教的领
袖哦，他要来抢夺那个该撒的位置哦。如果我不判他罪，我明明知道这个罪名是假
的，明明知道是假的。他明明知道是犹太人因为嫉妒的缘故把耶稣送来，但是传出
去就不行了。如果他把耶稣放了，万一将来耶稣真的找来一些人来革命怎么办？万
一这句话给该撒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不得不把耶稣处死。而且还把耶稣的罪名就写
下来了，用三种文字，钉在十字架上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噢，到他那樣写了以后
呢，犹太人又不愿意接受了，好像是犹太人承认他是王了，要求彼拉多改，彼拉多
說，我写上去了，我不改。感谢主，没有改，主耶稣真的是万王之王，不是单单犹
太人的王，他真的是作王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自己宣告，他是神的儿子。 
 

如果以我們现在的话来讲，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无所谓啊，他们自己乱讲，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讲法，
所以一定要把耶稣处死。但是耶稣也没有办法不讲。因为如果耶稣不讲呢，就说謊
了嘛，他明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宣告说我与神原为一，那个时候犹太人听这句
话也是受不了。我们要想一想，耶稣宣告是神的儿子，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如
果一个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要不要为这个假的名来受苦呢？来受罪呢？来得罪
当时那一帮的文士、法利赛人呢，祭司呢？不必要嘛。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能够这
样宣称，是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而且也只有藉着他的宣称，才能够吸引人到神
的面前来。如果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好像旧约里面那个宗教领袖，就不能够拯救我
们。最多是解决我们生活上一点困难，就像摩西一样。你看摩西時代那些不信的人，
就都死在旷野，他不能救他们，最多是解决生活上一些民生的问题而已，最多是把
一个地上的国度给他们而已。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天国
的国度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耶稣是自我宣告他是神
的儿子。 

还有一节经文在圣经里面，也很好玩的。有时候我们对三而一的神，或者对耶
稣的神性不是很能够了解，我相信这个一定要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才能完全明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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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那个重生的问题的时候，尼哥底母不懂。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我现在和你谈的还是地上的事，你都不懂。谈天上的事你怎么
能懂呢？所以我们不要怪，耶稣好像没有把天上的事情讲多一点给我们听，其实讲
了你都不懂。他下面讲一句话，「除了降到地上还有天上的人子以外，没有人升过天。
（約三 13）」所以耶稣虽然他在地上作人，他那個神性还在。所以耶稣一定要这两
方面都具备了，才能够成为救主。所以他说我虽然到地上作人，我还在天上。表示
他的神性没有失去，没有因为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做人的缘故，他就失去他的神性。
所以耶稣在地上，是神、人，他这两方面都是百分之一百的。 
 
2. 行神蹟 

主耶稣在世界上，他怎么样来为自己作见证呢？他行了神蹟。所以你看第一个
神蹟是在迦南婚宴，那个门徒记载说，我们就信了，第一个神蹟他们信了。不过门
徒的信心也很软弱，信心一下子又软弱了，又要慢慢慢慢来把他们信心坚固起来。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蹟的目的，是要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 
 

有一次耶稣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他们说没有人，除非从神来的人，才能
够叫一个生来是瞎子的能够看见。所以耶稣行神蹟的目的，不是给五千人吃饱，解
决一下人一些的问题而已。是让人看到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神，认识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讲耶稣是王；马可是讲耶稣

是仆人；路加讲耶稣是人；约翰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有几个神蹟是其他
福音書没有的，这几个神蹟特别突出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性的这一个方面。所以行
神蹟是耶稣能够自我作见证他是神的儿子。 
 
3. 有权柄 

圣经讲说他讲话有权柄，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那么嫉妒耶稣？因为
他们也是每个星期六安息日，都在会堂里讲圣经的；但是没有权柄，那些人不喜欢
听。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讲道以后，马可福音第一章（22 節），他讲话里面是有权
柄。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为什么能够吸引人到他面前来，是因为他话语里面有权
柄，和普通的一般人讲法不同；讲的不同。虽然都是一样道理，但是他讲起来能够
吸引人到他面前来。所以他讲话有权柄。那当然行神蹟也是看到了权柄，所以耶稣
是一个有权柄，还有一样他没有罪。 

 
4. 没有罪 

我们看到当他受审的时候，彼拉多说三次，三次说他没有罪。其实我们中国人
說，你如果要加罪于人，何患无词呢？你真的可以想一个办法，只要他有一个小毛
病，你把他扩大了，就能够成为罪名。彼拉多很辛苦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连
犹太人他们只有诬告他，所以那些在彼拉多的眼中都是宗教问题，什么耶稣拆了圣
殿，三天後要把它建起来啊这一些，糟蹋那個律法啊，都不是罪嘛。可以引用现在
的觀點就是说，大家对圣经的解释不同嘛，看法不同嘛，不是能够成为罪名嘛。所
以彼拉多不管，說你们照你们的律法去审他嘛，这些不能够构成罪名的。但是我们
看见，犹太人反对他，就是说他这些话，结果还是不能够证明他有罪。连彼拉多都
没有办法证明他有罪，还有谁能够证明他有罪呢？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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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和罪人在一起，常常和罪人在一起，而且他有很多的时间，可能会犯罪。 
 

比如说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如果魔鬼知道耶稣，魔鬼应该知道哦。如果魔
鬼知道耶稣不会犯罪他会试探他吗？他会做这个无聊的事情吗？可见得耶稣所受的
试探证明耶稣可能犯罪，可能落在那个试探的里面的。所以呢，魔鬼才要来试探耶
稣，想把耶稣陷在罪中。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没有犯罪，从他在最大的试炼当中，他都不至于跌倒犯罪，
所以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这个无罪的，才能够担当我们这有罪的上十字架。 
 
5. 死 

甚至于耶稣的死也为他作见证。我们想到一个人要作见证，到死了就没有机会
作见证了。我们认为一个人死了就是完了，就是结束了。但是耶稣的死并不是完了，
是一个过程而已。事实上今天我们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死，也不是
一个结束，也是一个过程。诗歌里面有形容，好像过一条死的冷河，就过去了，反
而去一个更美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死，也是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
没有被死亡拘禁了，虽然他去过地狱，也是作了一个见证，圣经说他是向那些在挪
亚时候不信主的那些人，来宣告他的得胜，但是，他那个死的本身也是一个见证。 
 
6. 复活 

1) 門徒的反應見證主復活 
后来他复活了，更加是一个见证了。尤其对门徒来讲，如果耶稣不复活，门徒

不会出来传福音的。他们那時已经怕得要命了。耶稣一上十字架，他们都分散了。
就算聚在一起，门都要关起来了。如果耶稣不复活也可以说，基督教就至此为止了。
因为没有人出来传了，所以耶稣复活是个关键。 

2) 主復活是使徒行传的主題 
后来门徒出来传福音，就是使徒行传了。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他们传的就是复

活的耶稣。 
3）主复活是福音的核心 
换句话说复活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没有复活，就没有救恩。所以复活是救恩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要传的，要记得我们是来传一个复活的耶稣。 
 
四、世人見證主耶穌是神的兒子 

今天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照着圣经的预言，也可以说耶稣自己一生在地
上都是见证。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信呢？刚才所讲的，那个不信神的是同
样的道理。我们还看到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就是世界上的人来为他作见证。 
 
1. 公元的制定 

第一个见证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上有這樣的耶稣这个人，而且这个人是对世界影
响很大的。因为我们以他为公元，是把整个人類的历史，分成主前、主后，公元前、
公元后。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可以说是世界人类历史的一个划界线。划开，把那
个分开了，主前、主后，所以你看这个人多重要，耶稣到世界上来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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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字架的標誌 
还有十字架这个记号，本来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就像断头台一样的那

么的残酷的。但是现在断头台不会成为一个拯救的标志，反而十字架成为拯救的标
志，我们看见特别是红十字会。这个红色十字会任何在战争当中的。仇敌也好，一
看了马上就觉得救恩到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因着耶稣
成就的救恩，变了一个拯救的徽号了。还有，在西方很多医院，他们门口有一个雕
刻，就是十字架上面有一条蛇，就是预表耶穌的救恩，就是医治。所以那西方很多
的医院里去注意看，他们常常用这个雕刻作医院的标志。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哪一
个人，对人的历史影响最大？你从这个世界上公认的这些东西，公元也好，十字架
的标志也好，医治的标志也好，可见得耶稣实在是人类一个，影响人类最大的一个。
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位神的儿子，虽然世界上人，甚至莫明其妙的就把他接纳了还
不知道。看见红十字，也不知道和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公元也不知道和这位救主有
什么关系。但是无论他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这个世界都是在默认。所以世人
呢，也为耶稣作了见证。 
 
3. 魔鬼的见证 

还有呢，我们看见魔鬼也为耶穌作见证，为什么？为什么魔鬼会为耶稣作见证
呢？因为魔鬼很多和耶稣对立的，这一些的作为，反而显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如
果魔鬼没有试探耶稣，他没有失败退去，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原来是神的儿子。怎么
讲呢？因为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两次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饼；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的顶上跳下来。你看魔鬼在试探的当中，无形当中
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过要挑战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而已。所以魔鬼从
试探耶稣这件事情上，也是在为耶稣作了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不是
神的儿子，魔鬼何必来试探他呢？如果他是普通的一个先知，過去就没了。 
 
4. 猶太人的反證 

还有一个呢，就是犹太人了；犹太人也为耶稣作了见证。我们刚才说犹太人最
初告的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用这个来告他。结果这个罪名有没有成立呢？没有
成立，证明耶稣真得是神的儿子，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小偷，给抓到法庭去，人家说
他偷了东西，那好，他偷了东西就判罪了，证明他是偷东西了，他是小偷。如果你
说他是小偷，结果没有办法证明他偷东西，那证明他不是小偷，你说他是小偷这句
话是错的。犹太人要用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定耶稣罪名，结果给推翻了。所以耶稣神
的儿子不是一个罪名，就反而证明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啦。 
 

另外一方面，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刚才说他不过是一个，就像迦马列他讲
的很好，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对使徒出来传福音。迦马列说耶稣，如果
这个耶稣是一个什么团契的领袖啊，一些教派的领袖啊，你不要去反对他，迟早他
就没有了（徒五 34－39）。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人就为耶稣作了见证。因为耶稣不
单单死了，那个时候几十年还存在，而且现在一千年、两千年还存在。所以我们感
谢主，那个連犹太人都为他作见证。 
 
5. 基督徒的見證 

当然最大的见证，就是我们基督徒了。很多人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一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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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个改革家，这些不能够叫我们成为救主的，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儿子都可以做
这些事情。神的一个事情是人做不到的，就是拯救我们。我们因为信耶稣，接受耶
稣，就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有了生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告诉你，他怎么成为
基督徒的。他就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承认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所以这个承
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说，我没有承认耶稣
是神的儿子，我就成为基督徒了。因为他如果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的救
恩也不成为救恩啊，那他也不需要接受耶稣的救恩。就像现在很多新派的人，他就
把耶稣当做一个宗教家，当做一个哲学家，他劝我们做好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
地狱；這不能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基督徒能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凡是真正
重生得救的，有神的生命的都告诉我们说，你今天要得神的生命，一定要接受耶稣
作你的救主。一定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讲过，你如果承认他是神的儿
子，就有生命。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你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生命。所以
我们看见基督徒在这方面为神作了见证了，为耶稣作了见证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他没有接受耶稣，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不是。所以千千
万万的基督徒，都能够向世界作见证说，我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今天最要紧的
是永生的把握，我怎么有永生的把握，因为我相信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
死，他复活了，所以给我有这个得永生这样的把握。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证明他
也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也不能赦免我的罪，也不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但是因为他从
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就能够得
着新的生命了。 
 
結語：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耶稣神的儿子不是一个理论。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去经历的。
不是一个理论，不是圣经里面，好像一些教义一樣，用很多的经文，来凑出来一个
教义。 是，当然耶稣有很多方面都是需要圣经来作见证，但是都是直接的，很直接
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宣告，可以说不是证明，是个宣告，宣告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你可以去经历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基督徒，正确的一个基督徒得救
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要有客观的真理事实；第二、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
这个才是个基督徒。有的人可能对圣经很熟，他没有主观的经历，他没有接受耶稣
作救主，他没有经历到这个耶稣真是生命的主，他能够赐他生命。所以基督徒不单
单有客观的见证，你不单单圣经熟。有的人圣经很熟，不一定是个基督徒，要有客
观的证据，更重要你要有主观的经历，把这一些圣经里面的真理，成为你自己的经
历，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思考問題： 

1. 從哪些事情可以看到耶穌若不是神的兒子，他也不可能是宗教家，或哲学家，
或甚至是個好人？ 

 
2. 老師認為成為一個真基督徒有幾件重要的事？為什麼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是

基督徒得救必要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