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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約先知預言的那位彌賽亞，
新約聖經按希臘文 Christos 翻譯成基督 ─
是上帝的受膏者，所膏、所興起的那一位
2. 道成肉身來到世間的人子，
但沒有丟棄百分之百的神性、祂是神子
3. 三位一體上帝的第二位 ─ 聖父、聖子、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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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 近代的觀點
不信派：不相信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心儀、喜歡研究基督教信仰、聖經，
信仰背景、概念、神學，與福音派背道而馳。
1. 耶穌只是 宗教家，而非上帝，是先賢、聖人
2. 耶穌只是一位 猶太先知，
z 宣告啟示文學式的末日即將來臨，警告百姓預備審判
z 沒有視自己為彌賽亞或人子，自覺是上帝話語的代言人
z 福音書記載祂所行的神蹟 只是神話傳說
3. 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並不相同，
真實耶穌是使命受挫的失敗者，祂的死是悲劇
4. 耶穌是道德宗師，跟蘇格拉底或孔子一樣 ─
異教徒、異端與近代自由派學者普遍的看法
5. 歷史上並沒有耶穌，只是傳說中的人物

4. 祂是救贖主，以義代替不義，以無罪代替有罪，
死在十字架上，經歷從死裡復活，
為要將人從無助、罪中，
讓他們得拯救、得釋放，賜給他們新的、豐盛的生命

耶穌是誰 ─ 聖經之外，耶穌存在的外在證明
第一世紀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猶太古史》
z 描述一個基督徒領袖雅各受審的情形，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的兄弟」
z 有位被稱為耶穌的智者 ─ 如果我們可以視他為人的話，

他是行異能、喜歡受真理者的導師。
跟隨他的有猶太人、外邦人。他是「那一位基督」。
當彼拉多接受領袖的建議，判他被釘十架時，
所有愛他的人都沒有離棄他，
因為他三天後復活，向信他的人顯現，
正如聖經曾預言關於祂的神蹟。
同時，因他的名而被稱作基督徒的一類人，
直到現在也沒有被滅絕。

耶穌是誰 ─ 聖經之外，耶穌存在的外在證明
羅馬史學家塔西圖 Tacitus《世界史》
描述基督徒在羅馬皇帝尼祿時期受迫害的情形 ─
不是任何從人而來的援助、王公賜予的財物，
更非任何獻與神明的贖罪祭，能使尼祿避免
百姓的非議，相信他並沒有放火燒羅馬城。
所以，為了止息謠言，尼祿就捏造不實的罪名，
嫁禍給基督徒，並以最慘烈的酷刑虐待他們，
因為他們原是被眾人討厭的一群人。
他們的創立者叫耶穌基督，在凱撒提庇留的時代，
被猶大巡撫彼拉多以罪犯之名處死。
這種有害的迷信，消弭了一時，豈知隨後竟然擴大蔓延，
不但毒害猶大全地，還毒害了全羅馬城。
史學家塔西圖 以異教徒的眼光，來批判基督的信仰。

耶穌是誰 ─ 內證，從聖經當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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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王的後代

路一31、32

但二44、七14、27

王位存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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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應驗

被童女所生

賽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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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內容(按事件順序)

有開路先鋒
誕生在伯利恆
逃往埃及
孩童被殺
為父發熱心
被上帝的靈充滿

拉丁作家小皮裏紐 (A.D.62-113) 在小亞細亞擔任總督時，
寫信請示皇帝他雅努，處理基督徒帶來經濟問題 ─
因為基督徒增多，為異教獻祭用的祭牲銷路大減。
信中提到基督徒，說：這群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習慣在固定的日子，在天亮之前聚會，
以啟應方式向耶穌基督唱詩，好像向上帝歌唱一樣。
他們彼此謹守誓約 ─ 不做詭詐的事，不欺哄人，
不偷盜，不姦淫，不做假見證，不叛教……

拉比 ─ 文士與法利賽人所組成的教導團體，
在西元五、六世紀彙編而成《巴比倫他勒目》，
有六處以相當不敬的口氣提到耶穌；
顯示初世紀猶太律法師，對耶穌的排斥、抵擋。
從這些批判、記載基督徒的文件，證實耶穌基督確實存在。

耶穌是誰 ─ 內證，從聖經當中研究

舊約聖經 ─ 特別先知書所記載的預言，
z 比照新約聖經中的應驗
z 新約證實這些預言的內容，成就在耶穌基督身上
舊約彌賽亞預言

耶穌是誰 ─ 聖經之外，耶穌存在的外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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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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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進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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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口中得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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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彌賽亞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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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一42

被人拒絕

十二37-38

以卅塊錢被賣

亞十三7

被擊打，門徒逃跑

賽五十6

被鞭打苦害

亞十一12-13、耶十八1-4、十九1-4
賽五十三12

出賣祂的錢用來買一塊窯戶的田
被列在罪犯之中

詩六九21

有人拿醋與苦膽給祂

詩廿二16；亞十二10

被刺被釘

詩廿二18

衣服被拈鬮

詩廿二7、8

被敵人包圍與嘲笑

詩卅一5

新約應驗

成為被棄的房角石

太廿六14-16；21-25
太廿六31、56
太廿六67、廿七26
太廿七9-10
太廿七38
太廿七34、48；約十九28-30
可十五25；約十九34-37、廿25-27
路廿三34；約十九23、24
太廿七39-44；可十五29-32

把靈魂交給父

路廿三46

詩卅四20；出十二46；民九12

沒有一根骨頭折斷

十九33-36

亞十二10

人仰望被刺的那位

約十九37

賽五十三9

與財主同葬

太廿七57-60

詩十六1

從死裡復活

太廿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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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降生的日期推斷
今天普遍認定的紀元分法，是以耶穌降生日期作為分野…

B.C.

耶穌降生前稱作西元前或公元前，
 英文以 B.C. (Before Common or Before Christ)
 反對以耶穌降生為紀元的人，
在現代改寫為 B.C.E. (Before Common Era)
耶穌降生後稱作公元或西元，
英文 A.D.，源自拉丁語 Anno Domini 主的年份

A.D.

後來學者發現，耶穌並非在公元元年降生…
z 公元 525 年，教皇約翰一世因先前的羅馬皇帝
逼迫基督徒，不願繼續使用 A.U.C. 紀元
拉丁文：anno urbis conditae 從羅馬城奠基那年起計算。

z 教皇下令丟尼修斯為西方教會制訂一種標準曆法
z 丟尼修斯推算出 A.D.1 年等於 A.U.C.754 年，

認定公元元年，視為耶穌降生的那一年

耶穌降生的日期推斷 ─ 最有可能是在 6-5 B.C.
z 約二13-20 耶穌在逾越節前半年接受施洗約翰洗禮，

出來傳道，當時大約是 A.D.26 年底
 猶太祭司或散和都公會 (Sanhedrin 猶太公會)
的議員，開始有資格工作的年齡是滿 30 歲
推算 A.D.26 年底，耶穌已經過了三十歲
z 路三23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
z 約二23、五1、六4、十二1 記載，耶穌傳道生涯大概三年半左右…


z 路二1-7 羅馬政府要求戶口登記，這種登記每十四年做一次，




他們在猶大地開始做第二次戶口登記，
可推算第一次戶口登記是 8 B.C. 左右開始
羅馬帝國幅員廣大，人口統計勞師動眾，
可能約瑟一家，在兩三年才完成戶口登記
A.D.6

耶穌基督的存在是真實的…

耶穌降生的日期推斷
後來學者赫然發現，丟尼修斯少算了時間…
z 猶太古史作者約瑟夫所記載，
大希律死於 A.U.C.750 逾越節前夕，
也就是 4 B.C. 四月四日左右
z 太二1-3 大希律從東方博士那裡知道耶穌的降生，
殺了伯利恆城周圍兩歲以內的嬰孩
足見耶穌降生一定是在大希律死之前，在 6- 4 B.C. 之間
根據推斷，耶穌降生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五或六年…
z 約二13-20 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猶太人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約瑟夫記載 ─ 大希律於 20-19 B.C.
開始建造聖殿，第 46 年是 A.D.27，
約二20 記載的時間應是 A.D.27 的逾越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