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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舊 中有 有出
基督在舊約中有沒有出現過？耶穌基督有哪些預言跟預表呢？
耶穌基督有 些預言 預表
一、基督是造物主，箴八22-31 提到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
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
祂立高天，我在那裡；祂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為滄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時，我在祂那裡為工師，
日日為祂所喜愛，常常在祂面前踴躍，
為
常常
踴躍在祂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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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箴言第八章 沒有講名字，
我們知道是耶穌基督 在新 有
我們知道是耶穌基督，在新約有很明確的線索…
確 線索
約一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二、舊約已經顯明「耶穌基督是救贖主」，
充滿 計其數有關彌賽亞的預表和預言
充滿不計其數有關彌賽亞的預表和預言，
 預表，是用一些象徵、記號來表達
 預言，是直接的說將要來的耶穌基督

約一10b 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創三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 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聖父不自己造，一切都藉著聖子來造
 在上帝面前踴躍
在上帝面前踴躍、活潑、跟耶和華同工的是耶穌基督
活潑 跟耶和華同工的是耶穌基督


來一2、10 上帝藉著他來創造諸世界。
西一15-17 父神不是自己直接造萬物，是藉著子來創造的。

這就是最直接的以經解經 — 約
約一、西一、來一
西
來
 可以確定，箴八 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不是兩千年前道成肉身時才出現，
在創造天地的時候，已經出現

上帝宣布對蛇的處罰

我們都是父母結合才讓我們生下來，是男女的後裔
 耶穌是馬利亞的後裔，是聖靈讓女性懷孕，是女人的後裔，
 要跟蛇彼此為仇、傷蛇的頭，是對蛇做致命的打擊
 蛇要傷他的腳跟，預表耶穌基督十字架受傷、死亡，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了，打敗魔鬼，
傷了蛇的頭，是致命的打擊，預表耶穌基督的來臨


創三21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亞當、夏娃違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以後，
 逃避耶和華、拿無花果的葉子遮羞，
逃避耶和華 拿無花果的葉子遮
知道自己有見不得人的事情
 葉子太陽一曬就枯萎了，上帝做皮衣給他們穿
葉子太陽 曬就枯萎了 上帝做皮衣給他們穿
殺了羊、剝羊的皮，有羊為亞當、為夏娃而死了，
羊為人而死 遮蓋我們的罪 當然預表耶穌基督
羊為人而死、遮蓋我們的罪，當然預表耶穌基督。
創四4-5a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

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來十一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

預表著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也除去了他的罪
預表著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也除去 他的罪
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
被判無罪，因為他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獻上神喜愛的羊，
 並不是羊除去罪，而是羊在預表著耶穌基督
 因信獻祭的人也就因信稱義了
挪亞方舟因信進方舟的人就得救了，
也在預表著耶穌基督 —
因信接受耶穌基督，我們也得救了
民廿一4-9
民廿
4 9 那時候很多人被毒蛇咬死了，

上帝要的供物是羊，在預表著耶穌基督
 該隱也可以拿他的農作物跟亞伯換羊獻祭，
該隱也可以拿他的農作物跟亞伯換羊獻祭
他不是做不到、是不做，所以上帝就不喜歡


舊約對於耶穌基督最重要、最多的預表，就是獻祭制度 —
 每一次獻祭，都不是說那個祭物可以除去人的罪
每 次獻祭 都 是
祭物
去
罪
 乃是用祭物來預表著
 將要來的耶穌基督獻自己為祭
 耶穌基督的犧牲、死亡，
才真正的除去我們的罪
耶穌就是救贖主不但有著許許多多的預表，
也有許多的預言，在先知書是最多的 —
 直接預告耶穌基督要來
 是怎樣一個救贖主、
用什麼方法來救贖我們
是舊約特別是先知書，
屢次直接的預告、直接的預言。

上帝吩咐摩西設立銅蛇，掛在木架上，
仰望這個銅蛇的就得救了
仰望這個銅蛇的就得救了。
掛在木架上的銅蛇也在預表著耶穌基督。

三、耶穌基督在舊約中到底有沒有在人間出現過？
這個問題舊約沒有直接回答 但是有好幾次的例子 —
這個問題舊約沒有直接回答，但是有好幾次的例子
上帝用人的樣子出現，我們可以來推測：
耶穌基督有沒有可能在道成肉身、
藉著馬利亞生下來之前，
在舊約時期就來過了呢？…
創十六7-8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

夏甲的女主人就是撒萊，本來是俾女
 撒拉不會生育，就把俾女給亞伯拉罕，夏甲就懷孕了，
女主人看不慣夏甲，就把夏甲趕出去，
夏甲 定傷心、苦楚，跟上帝呼求…
夏甲一定傷心、苦楚，跟上帝呼求
對她說：「撒萊的使女夏甲，
你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創十六9-10 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

「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在她手下，
「你回到你主母那裡
服在她手下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 。
前面說跟夏甲對話的是耶和華的使者、就是天使
 最後一句卻說，跟夏甲說話的這一位，
其實是耶和華，而祂是看顧人的神
她到底是看見耶和華的使者，還是看見耶和華呢？


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
這不是二選
的問題
可能是二合一的問題 — 兩個都對，
 她以為看到天使，是用大男人的樣子出現的
 後來她認出來，跟她講話的不是天使而已，
祂就是耶和華
上帝用人看得見的樣子、用人的形象向人顯現。

雅各遇見「神的使者」
創卅一11-12 神的使者在那夢中呼叫我說：「雅各。」

我說：「我在這裡。」
他說：「你舉目觀看，跳母羊的公羊
都是有紋的、有點的、有花斑的；
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見了。」
我
拉班是他的舅舅 可是很詭詐 — 屢次應許
拉班是他的舅舅，可是很詭詐
要給雅各比較高的工資，結果都沒有照應許來給。
雅各曾經用一個以退為進的辦法
雅各曾經用
個以退為進的辦法 — 他跟拉班說：
我年紀越來越大、到現在都還沒有自己的產業，
 我幫你放羊這麼多年了，讓你得到很大的財富
 以後羊群中毛色純淨的、賣相比較好的給你，
有點、有紋、有花斑、檔次比較差給我
主人聽了不錯，把好的給我、次級品給他自己…

創十八1-22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

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舉目觀看，
那時正熱
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
舉目觀看
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他一見，
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三人中有一位說：「明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撒拉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
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
撒拉為甚麼暗笑？」
三人就從那裡起行，向所多瑪觀看，
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 程。
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程。
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
二人轉身離開，
人轉身離開 滅命天使去執行毀滅任務
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到底這一位是人還是耶和華呢？其實兩個都對，
到底這
位是人還是耶和華呢？其實兩個都對
三個人裡有一個是耶和華，祂用人的樣子出現。

上帝決定替他伸冤，
 跳母羊的，翻得很文雅，就是交配，
跳到母羊身上交配的公羊都是有紋、有點、有花斑的
 上帝賜福給雅各，讓有紋、有點、有花斑的公羊生殖力
特別旺盛，就讓很多的母羊懷孕，
生出很多有紋、有點、有花斑的小羊，
雅各就得到很多很多的羊群
這一位跟雅各說話的，
 11 神的使者在那夢中呼叫我
 後面用第一人稱說：
13 我是伯特利的神；

你在那裡用油澆過柱子，向我許過願。

雅各與「天使」摔跤 — 得到很多產業、要回故鄉…
創卅二22-26 他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並十一個兒子，

都過了雅博渡口，所有的都過去，只剩下雅各一人。
因為當初跟媽媽，騙了哥哥、爸爸，
哥哥想要殺他，現在要回去面對哥哥，
他很害怕，可能一個人在迫切禱告
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 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 把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
後來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筋，
後來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筋
有一批逃到中國，被稱為「挑筋教」
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
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
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雅各雖然很詭詐，但有 點上帝很喜歡他，
雅各雖然很詭詐，但有一點上帝很喜歡他，
他不是只要從人而來的好處，更會要神給他的祝福…

創卅二27-30 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雅各。」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雅各與人較力，上帝讓雅各遇到更詭詐的拉班，
雅各與人較力 上帝讓雅各遇到更詭詐的拉班
只能好好依靠上帝，最後誰得勝呢？雅各得勝…
 跟神、跟人較力都得勝，這句話太奇怪了
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
那人說： 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
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意思說
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我面對面見了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
舊約有幾次提到看見上帝是會死的 —
上帝太威嚴、太聖潔，墮落的人不能面對神，
 摩西想要看見上帝，上帝也只是讓他看見背影
 雅各面對面看見了神，結果竟然沒有死
這一段雅各跟一個天使摔角，後面卻說這一位天使就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