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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神學(I) - 基督論 第一課 (單元一) 
 

A 系統神學概覽 
 

这门课的主题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恩论＂。我们会从＂基督论＂

开始谈起，关于基督耶稣的人性，基督耶稣的神性，神人两性的关系。接着我们会谈到救

恩论，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先了解关于神学的领域。我相信对很多教会的人对神学的认识非

常单薄，对神学的认识甚至片面，有偏见。在中国教会里，很多人对神学持反對的态度；

甚至于很多教会的长執们出来反对神学。说神学是人的东西，不是來自于神的。在我们的

信仰传统里，有一种反神学的意识形态，但是我必须给大家讲明，我们不需要怕神學，神

学是我们的信仰，是有系统的对我们信仰的整理。 

 

在这门课里面，我们会谈到＂基督论＂，＂救恩论＂的部分。谈到神学時，我们必须說，

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当他信耶稣的那一天，他就成为神学家，與神学有关联。一个要信耶

稣的人，他必须要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同时他也必须要认识，这位耶稣可以救他。当他

把救他的耶稣當作救主，與他是罪人连在一起看時，他就成为了一名神学家；他與神学的

信仰是一生的关系。很可惜，在我们教会里，很多信徒信耶稣很多年，进入教会很多年，

但是仍然对他们的信仰，没有一个很清楚，很完整，有系统的了解。但愿透过这门课，讓

弟兄姐妹們，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扎实完整的认识。 

 

容许我先给大家介紹整个神学的系统及架构。在传统的神学里，我们会从＂启示论＂作起

点。我们的神是那位会说话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启示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位沉默的

神，我们的神是那位启示的神。神不只能透过一般的创造来启示他自己，同时神也透过他

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神也透过他的爱子基督耶稣来向我们启示。談到＂启示論＂時，

也会谈到＂一般启示＂與＂特别启示＂。一般启示所谈的就是，神透过创造来启示他自

己。在创造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有一位神存在，但是並没有救恩的信息在里面。因此要

透过特别启示，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舊約里的先知，透过新约的使徒，来启示，来对我

们说话，所以＂启示论＂是神学理论裡面，需要谈的非常主要的题目。 

 

谈完＂启示論＂以后，我们必需要谈的是＂神论＂的部分，我们神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相信的神，不但是圣父，同时也是圣子，也是圣灵。非常可惜的是，在我们教会里

面，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神认识非常的浅。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教義是我们很难接受的；怎

麼可能我们的神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神，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說，

我们的神不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也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所以＂神论＂也是

神学里面需要谈的部分。 

 

谈完神以后，就是＂人论＂。＂人論＂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是神所造的。當神造

人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形象和样式赋给人，每一位人都有神的形象與样式，这是神造我们

的事实。因此在＂人论＂里面我们必须要谈的，人是神所造的，他拥有神的形象，神的样

式；在创造里面，人是独特的，人與动物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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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要谈＂人论＂同时，谈到＂罪论＂。这个人他虽然是神所造的，但是他也是堕落的，

所以在＂罪论＂里面必须处理的是，人堕落的问题。谈到罪对人的影响，亚当夏娃堕落前

的状况，與亚当堕落后的状况；还谈到原罪的问题，到底亚当的罪與后代的罪的关系是什

麼？怎麼會有這关联？人类怎麼會陷在罪的裡面？這也是＂罪论＂需要讲的问题。 

 

谈完这些以后，我们必须谈的就是＂基督论＂，就是我们这門课的焦点。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完全的人，同时也是完全的神。我们必须要

谈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同时也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有完全的人

性，他與我们人是一样的；但是他是没有犯罪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没有犯罪的那位救主耶

稣基督。 

 

＂基督論＂的部分会討論基督耶稣的人性；也谈到他的神性，他與父神在永恒里面＂先存

（Preexistence）＂；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這两性的关联，怎麼了解他同时有

神性，也同时有人性。我们在＂基督论＂里，会谈到这些主题。 

 

谈完＂基督论＂以后，必须谈到＂救恩论＂。＂救恩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在这门课里

面，我们会接触到信仰的核心，我们是需要被救贖的。基督耶穌在愛中，把我們從罪惡中

間救拔出來。到底怎麼了解＂救恩论＂？我们就需要了解神在创造以前，在永恒里面的救

恩计划；救恩最终目的是什麼；因此我们需要接触这些主题。 

谈完＂救恩论＂以后，我们还要来谈＂教会论＂。在中国教会的传统里，对＂教会论＂的

认识，其实是非常膚浅；甚至很多人对教会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因此很多人在教会里，

不晓得他應當扮演什麼角色，不晓得教会與机构的区别是什麼？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

体，是神的家。我们必须谈到教会的崇拜，教会治理的方式。在传统過去 2000 年的教会

歷史裏，有一些对教会治理主要的看法。在中国教会里比较采用的是会众制，也有用主教

制；一般天主教会采用的主教制，聖公会也采用主教制；长老制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長老

會，改革宗的教会往往采用长老制。＂教会论＂会谈到教会治理的问题，教会崇拜的问

题。我们看这些都是與＂教会论＂有关的主题，是在教会的主题下面，我们需要討論的。 

 

谈完＂教会论＂后，就要討論＂末世论＂。＂Eschatology”或譯成＂終末论＂。＂末世

论＂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思考，就是＂个人的末世＂與＂世界的末世＂。谈到个人末

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到的问题：就是什麼是永生？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到哪里去？当

他还没有复活进入大审判以前，死與复活之间，居間的状态怎麼了解？围绕着个人末世的

问题来思考；＂末世論＂里会討論个人的末世观。 

 

一般我们在教会里所的熟悉世界的末世，到底怎麼了解千禧年（Millennium）？怎麼了解

大灾难（The Great Tribulation）？怎麼了解大白色宝座的审判？＂末世論＂里面其实牵

扯到很多的争论，特別是千禧年的论述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前千禧年（Pre-

millennium ） 的 看 法 ， 有 後 千 禧 年 （ Post-millennium ） 的 看 法 ， 有 無 千 禧 年

（Amillennium）的看法。大災難及被提（Rapture）的理論里，也有很多的分支，有灾

前被提的看法，有灾中被提的看法，有灾后被提的看法。同时有中国教会特别是受到倪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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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信仰的薰陶，采取得胜者在大爭战期间会被提的看法。 

 

刚才我给大家一个很简略的概览，介绍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一些與我們的信仰有密切而

且直接关系的主題。在我们的信仰生涯里面，我们需要对信心有所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在

教会里面谈信心，但是不太谈信仰。信心在英语里叫做“faith”，我们在教会的经历里会谈

信心。也盼望我们在我们的天路历程里面，可以有更多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可以加增，很

少谈到信仰。其实信仰與信心的关系是密切的，不能分开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要信心，不

要信仰。我們若只有信心没有信仰，可能會陷入迷信，陷入妄信，陷入轻信。我们的信

心，一定要有个清楚的对象；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清楚的对象。我们所信的神，

多多少少受我们过去传统宗教的影响。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进入教会以后，还有那些传统

信仰遗留下来的渣渣。因此我們對神的認識，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很多是不符合《圣

经》。我要强调的是什麼，其实信心與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人有信心很好，但是信心的

本身，是要有内容的，有对象的。所以信仰的英文叫做“The Faith”與“faith”这两个是有区

别的。 

 

这门课里面，我们不但要谈到我们的信心，同时看到信心其实有实质的对象，实质的内

容，這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信仰里面谈＂基督论＂及＂救恩论＂  

 

B 什麼是基督論？ 
 

 一、基督教與耶穌基督 

今天我们就开始来思考关于＂基督论＂的部分，谈到＂基督论＂，我们必须先来认识到底

什麼是＂基督论＂。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麼是基督？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部

分。 

 

  1.基督教的意義 

基督耶稣與我们信仰的是不能分开的，基督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德国改革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说过，整本《圣经》只谈一件事情，就在谈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是

我们整個信仰的核心，基督教的中心。我们的信仰是围绕着基督耶稣的生平，基督耶稣的

死，基督耶稣的复活，基督耶稣的升天。整个基督教的意义與基督耶稣的一生，基督耶稣

的死，基督耶稣的复活，升天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我们说基督教的名称，基督耶

稣的目的，基督耶稣的存在，與基督耶稣是不能分开的。 

 

  2.人與基督耶穌的關係 

谈到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我们是與基督耶稣，这位有位格的这位人，

這位人子，這位神子，这位基督耶稣有密切关系。我们所信的基督耶稣，不是一个概念，

也不是一个伦理系统，也不是一个哲理系统，一个哲学系统，或者一个哲学学派，或者一

个哲学思潮。不是，是與这位基督耶稣有生命的互动，所以＂基督论＂本身所谈的基督耶

稣，是这样的一位基督耶稣，我们與他是有生命的关系，生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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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督教的教導與有關耶穌的研究 

从前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相信一个信息；最重要

的是，相信这位基督耶稣，这位有位格的，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整个基督教的信

仰本身，與基督耶稣是联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思考＂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

到这一部分。其实＂基督论＂是围绕对基督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的

研究。整个＂基督论＂的研究，是关乎这位基督耶稣。 

 

  4.在耶穌中啟示的神 

神就是透过基督耶稣，来向我们启示。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們对神的认识，也是透过主

耶稣基督。神透过他爱子来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启示。所以一切我们对神的认识，對神的

知识，都是＂基督式＂的知识，因為透过他的爱子来讓我们认识這位神。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来看一节《圣经》，来自于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约翰在经文里教导我

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对神的概念，

對神的认识，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神透過他愛子來向我們啟示，向我們表明。因此我们

在思考＂基督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這個觀點。 

 

  5.耶穌與人類的歷史 

还有一点，我们还需认识到，當研究＂基督论＂時，了解到基督耶稣與人类的历史，是没

有办法分开的，他與父神没有办法分开。我们若研究整个西方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我

們會发现到，基督耶稣與人类历史，人类文明，是紧紧相关的。没有一个人象基督耶稣那

麼大的，那麼深的，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英雄，可以與这位基

督耶稣来比较；他的确是非常独特的那位主基督耶稣。他的影响力，他的能力是超乎当时

及当代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欧洲我们會发现到，整个欧洲的文

明，欧洲的艺术，都充满了基督耶稣的影响力。很多的名画，很多音乐，都是围绕着基督

耶稣。很多的祷告，都是與基督耶稣有关系。因此我們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與基督耶稣

是不能分开的。 

 

  6.「你們說我是誰？」 

我们需要討論的是，到底基督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也是耶稣自己亲口问他的门徒的。我

们来看几节经文，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裡。耶

稣亲口问他的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

是以利亞，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当时的人都把基督耶稣，当作一个舊

約的先知。后面彼得的回答，就透露出耶稣的确是那位神，是上帝的儿子，二十节说：

「“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

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

活。”」，这里看到，彼得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受膏者，

那位弥赛亚，那位救拔我们的基督耶穌。耶稣当时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明确的答

案就是，那位神所立的基督耶稣，那位弥赛亚，那位神所膏的基督。因此我们看到在处

理＂基督论＂时，我们必须要對刚才所谈到一系列的问题，能夠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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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心問題 

  1.基督生平簡介 

接着我们必须要思考與基督耶稣生平，有关的一些事实；特别是他出生的日子。 

 

生日 

学者们对这些有些不同的看法，一般学者们可以同意基督耶稣是生在主前五年，到主后四

年之間，一般學者都有這樣的認知；是生在巴勒斯坦。 

 

出生地 

這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基督耶稣不是生在中国。 

 

種族背景 

基督耶稣的民族背景是犹太人，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犹太人。 

 

工作 

基督耶稣的工作是什麼？他主要是一位木匠，他父親是一位木匠，他從小學木工。他不但

是木匠，同时也是一位宣扬天国福音巡迴的一位布道家；這是他的工作。 

 

事奉年日 

耶稣一生的事奉其实不长，横跨了三个逾越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思考约翰福

音。在约翰福音里，约翰很小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事奉横跨了三个逾越节；記載在约翰福

音二章十三节，六章四节，及十二章一节。這些經文很清楚的，約翰告訴我們，耶穌整個

事奉，橫跨了三個逾越節。 

 

死的日子 

耶稣死的日子，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的学者告诉我们说，是在主后三十年的四月

七日，或者是主后三十三年的四月三日。 

 

死的地方 

耶稣死在什麼地方呢？死在耶路撒冷。 

 

死的方式 

他死的方式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罗马用非常残酷的方式，来治死当时的犯人。我们看

到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也是被列在罪犯之中，如同先知所告诉我们的。最近一部电影，

Mel Gibson 梅尔·吉普森导演的电影《受难记》里，影响到我们对基督耶稣受难的认识。

这部电影不是根据《圣经》裏的教导，不是根据福音书的教导。如果我们仔细去追溯的

话，他是根据两位德国修女，在大灾期对耶稣受难的默想。这位导演，他其实是一位很虔

诚的罗馬天主教徒，他受到这两位修女在大灾難对耶稣受难的默想，所想到的痛苦。这部

电影十分暴力，描绘着基督耶稣怎麼被钉死，怎麼被治死；非常的残酷。罗马人其实是受

到波斯人的影响，學會用这种非常緩慢的方式，把一个罪犯治死；基督耶稣当时也是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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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钉在十字架上。 

 

羅馬巡撫 

当时罗马地方官員彼拉多，他在主后二十七年到主后三十三年，在巴勒斯坦做一个地方的

行政官员；基督耶稣在彼拉多的面前受审。 

 

羅馬皇帝 

当时罗马的皇帝是提庇留（Tiberius），他是從主后十四年到主后三十七年做罗马的皇

帝。所以基督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與当时的历史有关系，

我們的神是那位進入历史的神。 

 

  2.重要問題 

这些就是刚才很简单地與大家浏览的，关于基督耶稣的一些事实；他一生的事实。在思考

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了解这个事实，怎麼解读这事实。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些事实

的时候，會发现基督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先知而已，他也不是祇是一

个木匠的兒子，他的确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神子，主耶稣基督，那位救拔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 

  3. 無中庸之道 

因此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也提出一个看法，当我们面对基督耶稣这些事实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我们没有一个中庸之道说，他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

个，好象是我們可以选择他。可以同时是这个，或者那个。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就

是，他就是我们信仰核心的那位，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那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我

们無法逃避的那位神子，那位弥赛亚。在＂基督论＂里面我们必须要去问这些基本的问

题。 

 

 三、是否有解釋？ 

  1.與他的生命不調和 

当我们思考基督耶稣一生的时候，发现他一生的经历，與他所带出来的影响力中间，好象

有某一种的不协调，某一种的不搭配。这些不搭配，不协调，让我们看到，他的确就是那

位弥赛亚，那位主耶稣基督。 

 

怎麼不搭配呢？基督耶稣不是一个写过很多书的人，也不是一个上电视的。他不是到处演

讲，不是一个搞政治运动的领袖，他也不是一个想推翻罗马政權的人物；不是这样。他也

不到处旅行，象现在的布道家到处旅行。两千年以后，这些跟随他的，还不断地敬拜他，

他的影响力还不断地延續；他还是不断地在改变人的生命。 

 

  2.傳統的答覆 

看他一生的经历與他後來所带來對生命的影响，中间有某一种的不搭配，这种不搭配，这

种不连接的答案是什麼呢？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就是神所立的主耶稣基督。因

此以这个做我们的开场白，我们就要进一步地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人性，他的神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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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性人性彼此的关联。 

 

C 基督的人性 
 

引言 

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以他的人性作为我们学习的开始。谈到耶稣基

督的人性时，在我们信仰经历里，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比较容易接

受的是基督耶稣的神性。说他是完全的人，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确

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如果我们看以前的好莱坞电影里面，电

影的导演在导演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把耶稣演出来时，他好象是头上会发光，走路的时

候，好象不是走在地上，是飘在半空中，有点突显他的神性。我们知道这位基督耶稣，他

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他的人性，作为我们学习的开始。

《圣经》上谈了很多基督耶稣的人性，所以我们接着需要来思考耶稣基督的人性。 

 

谈耶稣基督人性的重要的主题，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是童女生。圣灵感孕马利亚，生了耶

稣。耶稣童女生，是在他人性的主题之下，我们需要来思考的主题。基督耶稣的人性，可

以从他拥有人性的软弱與限制来了解，這也是我们所思考的另外的一个主题。不但谈到基

督耶稣的人性，也會谈到他的无罪。耶稣基督不但是人，他是那位没有犯罪的人，那位无

罪的救主。因为只有无罪的救主，才可以救赎有罪的人。谈到人性的时候，也要谈到耶稣

基督的试探。他是人，他也经历了试探，與我們一樣。希伯来书所教导的，他没有犯罪。

同时也要谈基督耶稣，他的人性與我们信仰关系的必要性。为什麼基督耶稣需要是人，这

也是我们需要问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会谈到基督人性的必要性，在思考他人性時，我们看

到基督耶稣他永远是人。在道成肉身以前，在永恒里面，他與父神是共存的。他那时没有

人性，直到他道成肉身以后，他开始有神性同时也有人性。他死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

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复活以后，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升天以后，他也是

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到永恒里面，同时有神性與人性。 

 

因此耶穌基督不是只借用人性来完成救恩，他一直是人。从他道成肉身到永恒里面，一直

是有人性的部分；这一点在＂基督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基督徒以为基督耶稣他升天以

后，就把人性留在地上。没有，其实他升天以后，在父神右邊為我們代求時，他还是有人

性。這是谈到耶稣人性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部分。 

 

 一、童女生 

这时候我们来思考他的童女生。《圣经》上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是因马利亚被

圣灵感孕所生。这的确是圣灵的工作，的确是神迹奇事；不是因为约瑟的努力，乃是圣灵

的工作。 

 

很多人受到科学的背景的影響，就说怎麼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馬利亚就这样地生下了耶

稣基督，我们若去研究，就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神迹奇事，是圣灵所做成的。在马太福

音及路加福音裡面，都清楚地记载，耶稣基督是童貞女所生；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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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講到耶稣的誕生。路加福音的開場白也談到耶穌的誕生，其它福音书里面，例如马可

與约翰，这两者，就没有那麼多篇幅，谈到耶稣基督的誕生。 

 

在马太福音一開始，第一章十八节里，很明显地記載，主耶稣基督他是童貞女所生的主耶

稣基督。那节经文里，稅吏馬太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

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节经文讲的很清楚，

「从圣灵怀了孕」。我们还可以看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

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

来的。」，这里第二次讲到，「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约瑟他的努力。二十四與二十五

节谈到：「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

房。」，这里说的很清楚，「等她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里面非常清楚地

记载，整个耶稣基督的童女生是个神迹，是圣灵的工作，是因为圣灵的感孕，使马利亚生

下主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也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童女生：「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路加所用的语言與马太

所用的语言不太一样，很明显的有路加的特质在里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

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谈到至高者的能力，谈到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这是路加的

方式来谈到耶稣基督的童女生。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也记载关于耶稣基督的童女生：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不是

因为约瑟的缘故，他的确是透过圣灵的感孕生下来的；这是《圣经》上直接的教导。 

 

思考問題： 

1.你認為我們需要對神學有一些了解嗎？了解神學的目的是什麼？ 

 

2.為什麼是基督？為什麼我們的信仰與基督是分不開的？ 

 

3.為什麼我們對基督的看法無法有中庸之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只相信基督是一個好人或偉 

   人，而不去敬拜，跟隨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