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論 — 神所造的人墮落以後，上帝就預備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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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就是差派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人間，
基督論是全本聖經最重要的主題，
聖經每一章都在講基督，基本上是對的…
要完整的討論基督論有好幾方面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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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基督論的偏差 — 早期教會都已經出現過了，
有
有幾個基本的型態我們需要熟悉
基本 型態我 需 熟悉
05. 四福音中的基督 —
基督徒比較熟悉的就是基督生平
06. 基督的救贖 — 是基督論最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專門來講救贖論
07. 基督的神人二性 —
基督是神的兒子、也是人的兒子

1. 基督論的重要性，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功夫來談基督論
2. 從三一神論看基督，基督是聖子、三位一體的第二個位格，
要從 約翰福音第一章 來複習跟補充
舊約中的基督 有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
3. 舊約中的基督，有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
 預言 — 比較直接談到將要來的耶穌
 預表 — 用
用一些象徵、記號提到將要來的基督，
些象徵 記號提到將要來的基督
例如：舊約獻祭的制度，預表將要來的十字架的犧牲
 甚至十幾次上帝用人的樣子在舊約裡向人顯現，
甚至十幾次上帝用人的樣子在舊約裡向人顯現
是不是基督提早顯現呢？我們以後也會提到

一、基督論的重要性
1. 幾乎所有的異端都在基督論上出問題，有錯誤的解釋，
這是魔鬼攻擊的重點，因此要格外的注意…
約壹二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

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只把耶穌當作猶太的一個偉人，不把祂當作基督 —
就是彌賽亞，舊約屢次預告將要來的救贖者

08. 基督的狀態 — 從至高降為至卑，
道成肉身，經歷死亡，
最後上帝把祂升為至高
最後上帝把祂升為至高，
至高降為至卑、又被升為至高
09. 基督的三重職分 — 先知
先知、祭司、君王
祭司 君王
10. 基督的再來 — 到末世論再詳細談

約壹四1 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是出於神的不是，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


我們一定要熟悉，才不會被錯誤的基督論所迷惑、所絆倒。

2. 認識基督是我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信仰的中心。
林前三11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 教會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教會的根基。
3. 基督是我們一生最需要認識的對象。
基督是我們 生最需要認識的對象
林前二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保羅用文學性的誇張告訴我們，
其它一切知識 跟耶穌基督
以及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比起來，
都已經微不足道了。

二、從三一神論來看基督 — 從 約翰福音第一章 對三一神論裡
基督 身
基督的身分、工作、特性，做複習跟補充。
作 特
習
充
1. 基督是原有者，受造之物都不是原有者，
都是後來才有的受造者，而耶穌是起初就有的原有者…
1a 太初有道。

不像受造之物某一個時刻開始有的，
是在一切時候之前就有了
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再次強調祂是原有者
15 約翰為祂作見證：「祂本來在我以前。」

施洗約翰是比耶穌提早誕生的，也是在介紹
耶穌不是兩千年前從馬利亞生下來才存在，
祂是聖子，早就存在了

腓三7-8 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他故意用強烈的對比，
讓我們知道認識基督重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弗
弗三4b
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上帝把有關耶穌基督我們需要知道的啟示，
特別告訴保羅，保羅就把基督論做清楚的歸納，
 他深知基督的奧秘，不是誇口，
他深
奧秘 不
而是在表達這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非常希望我們好好了解基督的愛、神的愛
非常希望我們好好了解基督的愛 神的愛
多麼長闊高深，要盡量認識基督論

2. 太初有道，這道是誰呢？就是耶穌基督。
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世界上其它的道理，是被造的人類憑著上帝給他的聰明
所講出來的道理，這個「道」是真理的本身，
 耶穌說：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祂就是這個真理，也就是這個道的本身
 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在尋找道，尋找真理，
耶穌不需要再去向外尋求，因為祂就是真理的本體
3 需要兩位才會同在
3.
1b 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4. 那就是一位

這不是矛盾，這已經在暗示三位一體的奧秘，
 道就是神，在講耶穌基督是神
 道與神同在，在講耶穌跟父神同在

5. 祂是造物者

3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 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
祂跟聖父的配搭關係，
 一方面祂是造物者；一方面，父神藉著祂造的。
棟
者
一棟高樓是你造的，你是老闆，出錢的、決定者，
實際上是另外有工程師幫你把樓蓋起來的
 父神是老闆、是一切的總領導，祂不自己造，
父神是老闆 是 切的總領導 祂不自己造
祂讓凡被造的每一樣都是藉著耶穌基督來造
三位配搭的關係 — 耶穌是直接的造物者
耶穌是直接的造物者，父是總規劃者
父是總規劃者
6. 祂是生命的源頭

4a 生命在他裡頭。

我們的生命都是被造才有的，
而耶穌是自己就有的 — 十
十四6 祂
祂就是生命，
是生命
祂是生命的本體、生命的源頭

41 安得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

「我們遇見彌賽亞了。」
「我們遇見彌賽亞
彌賽亞是音譯，是舊約希伯來語
彌賽亞是音譯
舊 希 來
 翻成兩千年前的希臘文就是基督，
也是音譯
真正的意思是受膏者，是從舊約就開始應許的拯救者。


45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
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
眾先知
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這麼多經文 第
這麼多經文，
第一章
章 好幾次提到 —
耶穌就是所應許的這一位拯救者。

7. 基督是拯救者
9 耶穌是真光，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們本來住在黑暗中，耶穌把我們從黑暗領到光明，
照亮一切信祂之人，我們得救了。
12 接待祂的
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祂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祂救了我們，從浪子回到神的家作神的兒女。
祂救了我們
從浪子回到神的家作神的兒女
29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

「看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神 羔羊
去
孽
舊約的羔羊雖然為人類而死，年年歲歲所獻的
舊約的羔羊雖然為人類而死
年年歲歲所獻的
牛、羊、鴿子、斑鳩，並不能除去人的罪
 只有耶穌基督所獻的祭才真正除去世人的罪，
只有耶穌基督所獻的祭才真正除去世人的罪
很直接的在講耶穌是拯救者


8. 基督把天父 — 看不見的父神，彰顯出來了。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上帝的兩個最重要的面像：
恩典 — 神的慈愛，真理 — 神的公義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耶穌基督就把看不見的父神的榮耀，
充充滿滿、充充足足的彰顯出來了
 一5
5有
有一個人，從上帝差來的名叫約翰，為耶穌做見證
個人 從上帝差來的名叫約翰 為耶穌做見證

—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也為耶穌做見證，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也為耶穌做見證，
提到耶穌是把那看不見上帝的榮光，
藉著祂在地上三十三年的生活，
就把上帝的榮耀表現出來了

 一14 另外一個約翰，就是使徒約翰，他說

9. 基督是人子 — 跟聖父、聖靈很不一樣的地方，
基督不但是神 祂同時又是人
基督不但是神，祂同時又是人
10. 三位一體是怎麼配搭的…
32-33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

水洗只是一個外在的記號，不能洗淨我們的罪
 信耶穌時，耶穌的靈就是聖靈，
信耶穌時 耶穌的靈就是聖靈
就把我們的心洗乾淨了，
這就是耶穌要做的事 — 用聖靈來為我們施洗


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
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施洗約翰很可能是耶穌的表哥，
聖經說馬利亞跟施洗約翰的媽媽伊利沙伯是親戚
聖經說馬利亞跟施洗約翰的媽媽伊利沙伯是親戚，
比耶穌早誕生，一定聽說過耶穌，怎麼說不認識呢？
約翰知道他是為耶穌做預備的，只是還沒看見耶穌時，
 一定有跟天父禱告：「要怎麼確認那個耶穌就是基督呢？」
 上帝跟他說：你會看見有一位受洗的人，很特別…
上帝跟他說：你會看見有一位受洗的人，很特別
這一位就是那將來要用聖靈來施洗的

徒二32-33 這耶穌
徒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
神已 叫他復活了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施洗
第一次大型澆灌，五旬節彼得講道之後，信的人悔改受洗、
罪得到赦免、得到潔淨了，表示這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向神悔改、信而受洗，
 外在的洗是水、內在的洗就是耶穌基督，已經乾淨
 我們被上帝接納、赦免、潔淨了


三位一體關於基督的部分，在 第一章 有多方面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