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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论 — 神所造的人堕落以后，上帝就预备救恩，

差派 稣 道成肉身最重要的就是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基督论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主题，

圣经每一章都在讲基督，基本上是对的…
要完整的讨论基督论有好几方面的重点：

1. 基督论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来谈基督论

2. 从三一神论看基督，基督是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
要从 约翰福音第一章 来复习跟补充

3. 旧约中的基督，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旧约中的基督，

预言 — 比较直接谈到将要来的耶稣

预表 — 用一些象征、记号提到将要来的基督，预表 用 些象征、记号提到将要来的基督，

例如：旧约献祭的制度，预表将要来的十字架的牺牲

甚至十几次上帝用人的样子在旧约里向人显现，甚至十几次上帝用人的样子在旧约里向人显现，

是不是基督提早显现呢？我们以后也会提到

04. 基督论的偏差 — 早期教会都已经出现过了，

有 个基本的型态我们需要熟悉有几个基本的型态我们需要熟悉

05. 四福音中的基督 —
基督 较熟悉 是基督基督徒比较熟悉的就是基督生平

06. 基督的救赎 — 是基督论最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专门来讲救赎论

07. 基督的神人二性 —
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

08. 基督的状态 — 从至高降为至卑，

道成肉身，经历死亡，

最后上帝把他升为至高，最后 帝把他升为至高，

至高降为至卑、又被升为至高

09. 基督的三重职分 — 先知、祭司、君王09. 基督的三重职分 先知、祭司、君王

10. 基督的再来 — 到末世论再详细谈

一、基督论的重要性

1. 几乎所有的异端都在基督论上出问题，有错误的解释，

这是魔鬼攻击的重点，因此要格外的注意…

约壹二18 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22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22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只把耶稣当作犹太的一个伟人，不把他当作基督 —
就是弥赛亚，旧约屡次预告将要来的救赎者

约壹四1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是出于神的不是，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我们一定要熟悉，才不会被错误的基督论所迷惑、所绊倒。



2. 认识基督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信仰的中心。

林前三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 教会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教会的根基。

3. 基督是我们一生最需要认识的对象。督是我们 生最需要认识的对象。

林前二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保罗用文学性的夸张告诉我们，

其它一切知识跟耶稣基督

以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比起来，

都已经微不足道了。

腓三7-8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他故意用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知道认识基督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弗三4b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弗三4b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上帝把有关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知道的启示，

特别告诉保罗，保罗就把基督论做清楚的归纳，

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不是夸口，

而是在表达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非常希望我们好好了解基督的爱、神的爱非常希 我 解基督 爱、神 爱

多么长阔高深，要尽量认识基督论

二、从三一神论来看基督 — 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对三一神论里

基督的身分 作 特性 做复习跟补充基督的身分、工作、特性，做复习跟补充。

1. 基督是原有者，受造之物都不是原有者，

都是后来才有的受造者，而耶稣是起初就有的原有者…

1a 太初有道1a 太初有道。
不像受造之物某一个时刻开始有的，

是在一切时候之前就有了是在 切时候之前就有了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再次强调他是原有者再次强调他是原有者

15 约翰为他作见证：「他本来在我以前。」

施洗约翰是比耶稣提早诞生的，也是在介绍

耶稣不是两千年前从马利亚生下来才存在耶稣不是两千年前从马利亚生下来才存在，

他是圣子，早就存在了

2. 太初有道，这道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世界上其它的道理 是被造的人类凭着上帝给他的聪明世界上其它的道理，是被造的人类凭着上帝给他的聪明

所讲出来的道理，这个「道」是真理的本身，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就是这个真理，也就是这个道的本身
 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在寻找道 寻找真理 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在寻找道，寻找真理，

耶稣不需要再去向外寻求，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

3 需要两位才会同在

1b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3. 需要两位才会同在

4. 那就是一位

这不是矛盾，这已经在暗示三位一体的奥秘，

道就是神 在讲耶稣基督是神道就是神，在讲耶稣基督是神

道与神同在，在讲耶稣跟父神同在



5. 他是造物者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 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他跟圣父的配搭关系，

一方面他是造物者；一方面，父神借着他造的。

一栋高楼是你造的，你是老板，出钱的、决定者，

实际上是另外有工程师帮你把楼盖起来的

父神是老板、是一切的总领导，他不自己造，， ，

他让凡被造的每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
三位配搭的关系 — 耶稣是直接的造物者，父是总规划者三位配搭的关系 耶稣是直接的造物者，父是总规划者

6. 他是生命的源头 4a 生命在他里头。

我们的生命都是被造才有的，

而耶稣是自己就有的 — 十四6 他就是生命，而 命，
他是生命的本体、生命的源头

7. 基督是拯救者

9 耶稣是真光，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们本来住在黑暗中，耶稣把我们从黑暗领到光明，

照亮一切信他之人，我们得救了。

12 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12 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他救了我们，从浪子回到神的家作神的儿女。救

29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旧约的羔羊虽然为人类而死，年年岁岁所献的旧约的羔羊虽然为人类而死，年年岁岁所

牛、羊、鸽子、斑鸠，并不能除去人的罪

只有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才真正除去世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才真正除去世人的罪，

很直接的在讲耶稣是拯救者

41 安得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是音译，是旧约希伯来语

 翻成两千年前的希腊文就是基督，

也是音译是音译
真正的意思是受膏者，是从旧约就开始应许的拯救者。

45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 位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这么多经文，第一章 好几次提到 —这么多经文，第 章 好几次提到

耶稣就是所应许的这一位拯救者。

8. 基督把天父 — 看不见的父神，彰显出来了。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上帝的两个最重要的面像：

恩典 — 神的慈爱，真理 — 神的公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耶稣基督就把看不见的父神的荣耀，

充充满满、充充足足的彰显出来了

 一5 有一个人，从上帝差来的名叫约翰，为耶稣做见证 5 有 个人，从上帝差来的名叫约翰，为耶稣做见证

 一14 另外一个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他说 —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为耶稣做见证，

提到耶稣是把那看不见上帝的荣光，

借着他在地上三十三年的生活借着他在地上三十三年的生活，

就把上帝的荣耀表现出来了



9. 基督是人子 — 跟圣父、圣灵很不一样的地方，

基督不但是神 他同时又是人基督不但是神，他同时又是人

10. 三位一体是怎么配搭的…

32-33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
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施洗约翰很可能是耶稣的表哥，

圣经说马利亚跟施洗约翰的妈妈伊利沙伯是亲戚，圣经说马利亚跟施洗约翰的妈妈伊利沙伯是亲戚，

比耶稣早诞生，一定听说过耶稣，怎么说不认识呢？

约翰知道他是为耶稣做预备的 只是还没看见耶稣时约翰知道他是为耶稣做预备的，只是还没看见耶稣时，

一定有跟天父祷告：「要怎么确认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呢？」

上帝跟他说：你会看见有一位受洗的人 很特别上帝跟他说：你会看见有 位受洗的人，很特别…
这一位就是那将来要用圣灵来施洗的

水洗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不能洗净我们的罪

信耶稣时 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信耶稣时，耶稣的灵就是圣灵，

就把我们的心洗干净了，

是 事 用 灵来为我们施洗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 — 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

徒二32-33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徒 这耶稣，神 经叫他复活了，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施洗施洗

第一次大型浇灌，五旬节彼得讲道之后，信的人悔改受洗、

罪得到赦免、得到洁净了，表示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向神悔改、信而受洗，

外在的洗是水、内在的洗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干净

 我们被上帝接纳、赦免、洁净了

三位一体关于基督的部分，在 第一章 有多方面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