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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神性，已經在兩個地方提過了，
1. 三
三一神論，提到基督是神
神論 提到基督是神
2. 基督論的偏差，強調 —
 基督是神
基督是神、跟聖父的神性完全相同
跟聖父的神性完全相同
 Homoousia 本體相同，
是亞他拿修在爭戰的年代所做重要的定論
基督的人性，
一、祂的家世跟祂的名稱：
1. 媽媽生下來的，馬利亞把祂生下來
2. 家譜、家世、祖宗
太一1
太
1 亞伯拉罕的後裔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
大衛的子孫

請按

開始播放

耶穌基督的家譜。

3. 耶穌有雙重的身分 —
 自稱為人、或「人子」，人的兒子，就是人
自稱為人 或「人子
人的兒子 就是人
 是「神子」，神的兒子，是神
祂比較多自稱為人子還是神子呢？
在四福音裡面耶穌有八十多次自稱為人子。
不但自稱為人，祂也被稱為人，
例如：四福音常常看到拿撒勒人、加利利人。
羅五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

耶穌

亞當

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林前十五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

耶穌

亞當

死人復活也是因 人而來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二、祂有人一切的要素
1. 有身體，

提前三16b 神在肉身顯現。
約壹四2b 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2. 也有人的靈魂，聖經有兩個字，pneuma、psuchee，
都在講人看不見的這一面
都在講人看不見的這
面—
身體是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就是靈魂。
路廿三46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

pneuma

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太廿六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廿六41
總要警醒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pneuma
Pneuma 翻譯成靈
翻譯成靈、靈魂、心靈，用在耶穌、也用在我們身上，
靈魂 心靈 用在耶穌 也用在我們身上

所以耶穌也是跟我們有一樣的靈魂。

Psuchee，聖經也提到很多次，


先談耶穌基督 —

psuchee

可十四34a 對他們說：
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
我心裡甚是憂傷 」



提到我們

psuchee

可十二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愛主你的神
盡力愛主你的神。
在耶穌身上、也在我們身上，表示有一樣的靈魂。
耶穌不是只有人體，祂也有人性，
 才是完整的人
 才能用人的身分來替人受刑罰、來替人死，
信祂的 就得到赦免 也得到了代贖
信祂的人就得到赦免、也得到了代贖

4. 祂也經歷過人生各種的需要，各種的感受，
 不吃會飢餓、不喝會口渴，做太多事會疲倦
 可能太勞苦了，所以也會衰老…

3. 耶穌跟我們一樣，有經過一個長大成熟的過程…
路二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
也經過學習，才得以完全、成熟，
來二10b 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祂是神的兒子，當成為人的兒子的時候
來五8 他雖然為兒子
他雖然為兒子，

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祂的神性本來就是完全的
 祂的人性也是從幼稚到完全，
有一個學習的過程


祂有人一切的要素 — 結論
來二17 為了救贖我們的緣故：

所以，祂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約八58 耶穌說：「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引起猶太人想要殺耶穌
57 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
請問耶穌看起來像幾歲的人呢
請問耶穌看起來像幾歲的人呢？
仇敵就是要故意把耶穌講年輕一點，
說：「你看起來不到五十歲。」
說：「你看起來不到五十歲
 耶穌看起來超過五十歲，他們才講五十歲
所以耶穌其實看起來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所以耶穌其實看起來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跟我們凡人一樣，太勞累也會早衰的




祂也會感受痛苦；跟凡人一樣，最後斷氣死亡

不要過度解釋 — 凡事相同
凡事相同，
那我犯罪祂也犯罪，不是的，
 人不是必須犯罪，
人不是必須犯罪
亞當、夏娃順從神、依靠神，
也可以勝過蛇的試探
 耶穌跟我們相同是講「人性」，
身體跟靈魂是相同的，只是沒有犯罪
耶穌的人性是跟我們一樣，
耶穌的人性是跟我們
樣
也是 Homoousia，本質上是一樣的。

祂是人，這也在表達祂的愛 —
祂是人，跟我們一樣出生長大，
我
樣
而且經歷了很多的試煉、試探等等，
所以能夠體恤人的軟弱。

三、從救恩的角度看兩性是必要的…
1. 祂必須是人：上帝並不必須是人，神是靈，不需要人體的；
祂必須成為人，如果要救我們的話，
才能夠照上帝自己的規矩 — 人的罪要由人來承受，
 耶穌跟我們肉體、靈魂、人性完全一樣的人，
用人的身分替人受罪的刑罰，就產生了代贖的效果 —
來九22-28 若
來九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罪就不得赦免了


耶穌用人的身分，身體流血替我們受刑罰
羅八3b 神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
神
罪身

耶穌沒有犯罪，祂只是成為罪人的樣子，
我們的罪歸給祂，就看起來像個大罪人的樣子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對罪該施行的懲罰，
就施行在耶穌的身上，替我們被定罪而且受罪。

來四15 因我們的大祭司
來四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祂是人，經歷過人生的過程，也就能夠體恤人的軟弱
祂是人
經歷過人生的過程 也就能夠體恤人的軟弱
 祂是人，表達祂是至高神卻謙卑、虛己、親自下來，
降卑到 個地步 道成肉身
降卑到一個地步，道成肉身，
 不是高高在上叫我們上去
 乃是降卑來親近、俯就我們這些卑微的人
是降卑來親近 俯就我們這些卑微的


這談到祂的愛跟祂的拯救，
祂必須是人，才能夠完成這樣的拯救。

來二14、十3-10 都有提到，從救恩的角度這變成必須的。

2. 祂必須是神，在救恩上也有重要的含意…
 耶穌的神性是可以保守祂的人性絕對不犯罪，
耶穌的神性是可以保守祂的人性絕對不犯罪
如果耶穌犯罪了，祂會變成也是一個該死的人，
祂的神性保守祂的人性完全不可能犯罪
可
祂是神，也能夠保障祂的代贖產生極大的效果，
祂是神
能夠保障祂的代贖產 極大的效果
 一般人也有替別人犧牲、類似代贖的動作
 祂的代贖產生了無限的價值，為什麼呢？
祂的代贖產生了無限的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祂只是一個人，怎麼可以代替
古往今來 普天之下 所有信祂之人呢？
古往今來、普天之下，所有信祂之人呢？
因為祂同時是神
用算術來講 最有錢的人也沒有辦法代替所有的窮人還債
用算術來講，最有錢的人也沒有辦法代替所有的窮人還債，
這是有限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耶穌同時是無限的神，祂的代贖就產生無限的功效，
能夠臨到所有信祂之人，產生代贖的效果。




神才能夠直接赦免人的罪，
可二5-7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

「小子，你的罪赦了！」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
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赦罪
這些文士其實沒有講錯 — 只有神才能夠赦罪
只有神才能夠赦罪。
耶穌說：「我們不赦免人的罪，祂也不赦免我們的罪。」
聽起來好像我們可以赦免人家的罪
聽起來好像我們可以赦免人家的罪，
 其實這個含意是我們要原諒，不要記恨了，
並不能免去他的罪
 他的罪如果沒有向神認罪悔改，
我們雖然原諒他了，但罪還在他身上
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穌是神，祂可以直接赦免人的罪。

3. 聯合的結果

四、兩性的聯合
1. 神人二性不是分裂成兩個位格 — 迦克墩信經，
基督雖然有兩性，
這兩性之間是不相混亂、不能分開、
不能離散、不能互相交換的，
 兩性之間是有一個絕對的區別
 卻合成一個位格
個位格



基督在三位一體裡面，變成是其次的，
祂不是老大、最高領導，是在父神之下，
不是自願降卑而已，
裡面有人有限的這一面
 從這個角度來講，祂是比較卑下的，
卑
這是祂願意的、承擔的、降卑的結果


2. 人性的特徵跟神性的特徵，
人性的特徵跟神性的特徵
都是祂的特徵
兩性有絕對的區別，
兩性有絕對的區別
卻會合在基督一個位格裡面



人

神

4. 一位格的證據何在？
1) 基督裡面從來沒有「你、我」兩位相交的情況，
1) 在三位一體裡，有你、我、他三個位格互相交往的情況
2) 耶穌基督從來沒有用複數的形式來稱呼，
2) 三
三一神有沒有用複數的型態來稱呼自己呢？至少有四次，
神有沒有用複數的型態來稱呼自己呢？至少有四次
創一26、三22、十一7，上帝稱自己是我們；
賽六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祂稱自己為單數、又稱自己為複數，
 祂絕對不是多神論的，祂是因為三個位格
 為什麼是單數呢？因為祂合為一體
祂不是三個分開的神，乃是一神，自稱我們。
但耶穌從頭到尾就是「我」，沒有另外一個位格。

祂成為人，人是有所不能、有所不知，
祂成為人
人是有所不能 有所不知
 祂需要依靠聖靈的幫助
 聖經屢次提到祂領受聖靈的幫助，
聖經屢次提到祂領受聖靈的幫助
例如：太四1、路三21-23、四14

3) 聖經有好幾次論到耶穌的神人二性，

卻同時都提到，祂就是只有一個位格。
時都
是 有 個位格
羅一3-4 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是人子也是神子，
有兩性卻是一位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聖經常稱耶穌為人，從上下文可以看出祂是神…
腓
腓二6-11
祂本有神的形像 且死在十字架上
祂本有神的形像…且死在十字架上。

神是不死的，這是用人的身分替我們死了。
神人二性都提到了，卻很明確的提到 — 就是祂，
一個位格，不是分裂成兩個人，這是初期教會做的定論。
基督的職分 office，有三個職分
 性 nature，有兩個性，人性跟神性
 基督的狀態 state，降卑跟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