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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為什麼要成為人，福音派系統神學家 Wayne Grudem
從聖經歸納整理出五個很完整的理由，解釋為什麼耶穌基督從聖經歸納整理出五個很完整的理由，解釋為什麼耶穌基督

必須成為人、為什麼非得道成肉身才能夠完成救恩。

一、代表性的順服，或者是順服性的代表。代表性的順服 或者是順服性的代表

第一個人亞當因為不順服而失去神的同在，

末後的亞當就是耶穌基督，祂因著順服為我們成就了救恩。

羅五18 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

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羅五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羅五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這段經文有幾個 key words ：義人、一次以及照樣。

義人就是代表性的，照樣是一種平行的公式，亞當怎樣，基督也怎樣。

照樣這個字反覆出現好多次，照樣的意思是說亞當是一個失敗的代表；

而耶穌也是 個代表，卻是成功的代表，是順服的代表。

2

而耶穌也是一個代表，卻是成功的代表，是順服的代表。

亞當所失去的戰場，由耶穌基督來為我們贏回來，這是第一個道成肉身的神學意義。

二、耶穌基督是要成為人類的贖價。

中世紀神學家安瑟倫《為什麼神要成為人》，所提出的理由是人付不起，中世紀神學家安瑟倫《為什麼神要成為人》，所提出的理由是人付不起，

所以上帝來替人付。上帝給人斬釘截鐵的命令你吃的那日必死，

就那一棵樹不能吃，吃了必死；但是人竟然悖逆了上帝，人因為犯罪，

人破壞了上帝聖潔的要求，所以神是公義的，祂要追討人的罪，

但是那個代價太高貴太昂貴，人付不起背叛上帝的代價，

所以最後是由上帝親自來替人類付贖價。所以最後是由上帝親自來替人類付贖價。

詩四九6-9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神，叫他長遠活著，不見朽壞；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神 叫他長遠活著 不見朽壞；

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這裡就要暫時畫一個休止號，

因為那個代價太昂貴了沒有人付得起，所以詩人就嘆了一口氣：「哎呀，罷了。」

到了這裡就是全人類愁雲密布，15 人類看見了一道曙光：

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因祂必收納我。

也就是說人付不起，連最有錢的人也付不起那個贖價，所以最後上帝親自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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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人付不起，連最有錢的人也付不起那個贖價，所以最後上帝親自出馬，

上帝來為人付那個贖罪祭。只有神才能夠付救贖人類靈魂的代價。

三、耶穌基督來了是要成為神跟我們之間的中保。

神跟人之間只有一個中保，就是耶穌基督。神跟人之間只有一個中保，就是耶穌基督。

所謂的中保 (Mediator) 的意思是橋樑，

這位中保必須又是神又是人，他才能成為神、人之間的橋樑。

提前二5 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罪使人無法到神那邊去，除非神主動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罪使人無法到神那邊去，除非神主動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所以耶穌基督成為神跟人之間的橋樑。

四 要完成人曾經失去的天職四、要完成人曾經失去的天職。

耶穌基督成為人就是要完成上帝讓人類管理全地的旨意。

上帝創造人本來是要人管理祂所創造的全地，包括萬物，上帝創造人本來是要人管理祂所創造的全 包括萬物

這是在創世記一開始上帝給人的使命，上帝給人的命令，

就是要人生養眾多、遍滿地面，而且要人管理地上的萬物。

這個使命 這個尊榮 在詩篇有很 整 很漂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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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使命，這個尊榮，在詩篇有很完整、很漂亮的描述…



詩八1-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祢將祢的榮耀彰顯於天。

祢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祢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我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並祢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祢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祢竟眷顧他！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他 就是人) 9 耶和華 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就是人)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這個回復到第 1 節對上帝的頌讚。

這個使命，這個尊貴榮耀的天職，因為亞當夏娃的背叛失敗了，

所以人不配再管理全地，現在由耶穌基督繼續地執行這個職分。

來二8 引用了詩八之後，

加了一句話：「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本來是要管理萬物的人類，可是現在萬物沒有都服人類，

連一隻小小的蚊子我們都勝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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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隻小小的蚊子我們都勝不過；

如果晚上睡覺有一隻蚊子出現你就別想睡了。

這幾年我們看見大自然的災害越來越明顯，人類已經出現招架不住的窘態，

世界各地都有洪水，有沙塵暴，有工業的污染，世界各地都有洪水，有沙塵暴，有工業的污染，

台灣不下雨就是旱災，一下雨就有土石流。

人類因為不肯受上帝的管理，所以人就不配，

也不懂得怎麼樣去管理萬物，

所以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完成人所曾經失去的天職。

來 岔出 句話「 有 萬物 有都來二8 岔出一句話「沒有啊，萬物沒有都服人類啊。」

二9 自問自答「惟獨…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太廿八18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那個「我」是指耶穌基督，太廿八18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那個 我」是指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擁有全部的權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已經賜給祂了。

弗一22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耶穌基督來了祂成為宇宙的元帥，亞當失去的使命、人類所失去的尊榮

由耶穌基督替我們爭取回來，繼續幫助人類管理全地。

以弗所書所討論的是要治理教會，我們如果把教會治理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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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所討論的是要治理教會，我們如果把教會治理好的話，

將來上帝會把全地再交給人類管理，所以治理教會是將來治理全地的先修班。

五、基督道成肉身成為我們生活的榜樣。

約翰壹書二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 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翰壹書二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

主耶穌的教訓成為今天你我生活的最高準則，你要照著主所做的去做。

彼前二21-23「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

基督就是我們的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什麼腳蹤呢？

「祂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所以基督怎樣 我們也這樣 因為祂是我們的榜樣所以基督怎樣，我們也這樣；因為祂是我們的榜樣。

如果我們受苦的時候，我們被人家誤會了，在教會或是在家裡面被逼迫，

或是信仰緣故被辱罵，就想想耶穌的榜樣，祂被罵不還口只把自己交給神。或是信仰緣故被辱罵，就想想耶穌的榜樣，祂被罵不還口只把自己交給神。

如果我們能夠忍耐，就必與基督一同作王。

來十二2-3，我以後還會再引用這一處經文，我很喜歡的經文，

「祂」就是耶穌基督，「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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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希伯來書的作者勉勵我們在苦難的時候，要多多的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們已經介紹了耶穌基督的神性，三位一體的教義，主要的爭議核心就是耶穌的神性。

我們介紹第二面照妖鏡，第二個基要信仰「基督論」，把基督的人性也加進來了。我們介紹第二面照妖鏡，第二個基要信仰 基督論」，把基督的人性也加進來了。

耶穌的神性跟人性這個保證我們信仰的純正，如果耶穌的神性出了問題，

那信仰很危險，就是異端；但是耶穌的人性出問題同樣是異端。

源自韓國的異端團體，他們就是在基督論上出了問題、基督的神性出問題、

以至於他們的救恩論也出問題。這兩個基督教的異端，這兩個韓國的異端，

他們在教義上 在組織上 在活動上 或者是他們用的辭彙 都非常地類似他們在教義上、在組織上、在活動上，或者是他們用的辭彙，都非常地類似。

他們會舉行集體結婚，由教主來分配對象，由教主來祝婚，

也喜歡用文化、用教育活動來包裝的傳教方式，所以有時候看到他們的宣傳海報，也喜歡用文化 用教育活動來包裝的傳教方式 所以有時候看到他們的宣傳海報

反而不太能夠分辨出他們是基督教團體，以為他們是教育團體或者是文化活動。

兩個異端的教主都說彌賽亞或者是基督只是一個使命的名稱，

就像總統是治理國家的職分，每一個國家都需要總統，

就像每一個時代都需要彌賽亞。耶穌是兩千年前的彌賽亞，

這個時代 公元兩千年 也需要彌賽亞也需要基督 那也就是說 耶穌基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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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公元兩千年，也需要彌賽亞也需要基督，那也就是說，耶穌基督不是

唯一的救主、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是兩千年前執行使命的彌賽亞。



這兩個異端都這麼說：上帝在歷史中曾經使用一些器皿，

譬如亞當、挪亞、亞伯拉罕、大衛、摩西，他幫助神來拯救世界，譬如亞當、挪亞、亞伯拉罕、大衛、摩西，他幫助神來拯救世界，

但是因為相關人員的失職，以致於沒有辦法完成使命。

上帝拯救世界的計劃最重要的是第五次，這次是由耶穌基督來擔綱，

但是耶穌因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無法完成使命，

所以他們的教主，兩個異端的教主，就是接續最後一棒的彌賽亞。

由亞當到亞伯拉罕，兩千年，亞伯拉罕到耶穌基督也有兩千年，

由耶穌基督到今天剛好也是兩千年，如今正是恭逢彌賽亞再臨的盛事。

如果照這些說法，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贖不是一勞永逸，如果照這些說法 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贖不是 勞永逸

所謂的 once for all 一次完成永遠有效的救贖；

十字架不是得勝的記號，反而是代表耶穌的失敗。

你聽了覺得很離譜，他們認為耶穌基督是失敗的，

如果耶穌是失敗的，這位上帝就不是全能的神，

祂是失敗的上帝，是一位受盡撒但欺負的可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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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失敗的上帝，是一位受盡撒但欺負的可憐蟲，

這是他們自己用的字眼。

歷史中上帝所預定的事情，遭受到一連串的失敗，

宗教就是叫我們活生生地體驗神是最可憐的一位，宗教就是叫我們活生生地體驗神是最可憐的 位，

宗教的目的就是在解放這一個可憐的上帝，

所以兩位教主心目中的神，是有血有肉，有人性弱點的神。

祂的憐憫跟憤怒不是出於慈愛與公義，而是出於不甘心，這種神比次等的神還不如。

不但如此，耶穌基督也不是完全的神，由於施洗約翰的不信不合作，

使得耶穌 敗塗地 斷送 拯 類 機會 需要由末世的彌賽亞使得耶穌一敗塗地，斷送了拯救人類的機會，需要由末世的彌賽亞

來完成這個未竟之功，所以兩個源自韓國的異端在救恩上也有問題。

他們在救恩上比較是合作說，就是人的努力跟上帝合作，人需要負起部分的責任，他們在救恩上比較是合作說，就是人的努力跟上帝合作，人需要負起部分的責任，

上帝的責任是百分之九十五，人需要負百分之五的責任，

那個百分之五，對我們來說還是百分之百。

人生前沒有聽信福音，死了以後還有機會，

所以他們算是雙工論，神的工作還要加上人的工作。

這個就是我以前所說的 如果基督論出了問題的話 救恩論 定也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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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我以前所說的，如果基督論出了問題的話，救恩論一定也會出問題，

那也就是說，救恩並不是白白的恩典。

近代的亞流主義，亞流派的異端，亞流認為耶穌的神性是次等的，是天使長，

那近代也有這樣的異端團體，這個異端團體他們的聖經翻譯是很特別的，那近代也有這樣的異端團體，這個異端團體他們的聖經翻譯是很特別的，

西一15 愛子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和合本)

但是現代的亞流派認為「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把這兩句話

合併翻成「愛子是一切被造的首位。」那也就是把耶穌基督包含在被造當中，

只不過祂是第一位，祂是天使長。那這個不需要我們在批判了，

大家 看就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裡 就是耶穌基督是受造物大家一看就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裡，就是耶穌基督是受造物。

我們華人有一本聖經叫做恢復版聖經，也是類似的翻譯，

他把它翻成「愛子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他把它翻成 愛子是 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不過恢復版聖經的注釋裡面有稍微解釋，它說這樣的翻譯是在講耶穌基督的人性，

也就是說耶穌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耶穌的人性是受造的。

什麼叫受造，受造就是被造以前不存在，耶穌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是沒有人性的，

所以既然之後才有，在時空的某一點才開始存在的話，就是受造的；

我可以承認耶穌的人性是受造的，祂的人性是被聖靈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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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承認耶穌的人性是受造的，祂的人性是被聖靈所造，

祂的身體會改變，還有生長會改變，而且會老化會死亡等等。

歌羅西書第一章的上下文，其實是在講耶穌基督的神性，祂是萬物的創造者，萬物是

靠著祂造的，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而造，一15 是在講耶穌基督的創造主、靠著祂造的，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而造， 15 是在講耶穌基督的創造主、

神性的地位，不適合翻成人性的角度，所以和合本的翻譯還是比較恰當的。

今天的主流的教會，比較不會在耶穌基督的神性上犯錯誤，因為會嚴重地瓦解到神 為

基督教的福音，反倒在耶穌的人性上，會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認為比較安全。

但是我覺得這種心態是更加危險的，這就犯了諾斯底主義、幻影說同樣的錯誤。

耶穌的人性是跟我們 樣的 祂 是沒有犯罪 已耶穌的人性是跟我們一樣的，祂只是沒有犯罪而已。

為什麼中世紀的信徒崇拜這麼多的聖徒呢？

為什麼在耶穌基督之外，又製造了一連串的中保？就是因為為什麼在耶穌基督之外，又製造了 連串的中保？就是因為

教會的教導不夠全面性，太強調耶穌的神性，忽略了祂的人性，

導致於信徒在禱告的時候比較不能夠感受到神垂聽禱告，

在軟弱的時候，比較不能夠感覺到神體恤他們的痛苦，

所以耶穌的人性對於基督徒的信仰還是很重要，還是非常地真實的。

馬丁路德說：「耶穌基督的人性 保證了我們救恩的可靠 人生沒有任何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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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說：「耶穌基督的人性，保證了我們救恩的可靠，人生沒有任何的苦難，

是神勝不過的。耶穌基督的傷痕，是我們最大的保證，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基督論基本上已經講完了，但是我想要補充一些神學的領域，因為基督論的後半場，

神學家紛紛出籠，他們有很多更精細的討論，涉及兩個學派之間的鬥爭，神學家紛紛出籠 他們有很多更精細的討論 涉及兩個學派之間的鬥爭

各有堅持點，最後在 AD451 年的迦克墩會議解決的，制定了《迦克墩信經》。

《迦克墩信經》除了堅持、維持保存《尼西亞信經》耶穌基督完全的神性之外，

又加進了基督的人性。我讀幾個條文給各位聽：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

祂真是神，也真是人…祂具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祂真是神，也真是人…祂具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

「按神性說，祂與父同體，同一個本體，」這個是《尼西亞信經》討論的，

「按人性說，祂與我們同體，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按神性說，

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按人性說，在晚近之日」就是時候滿足的時候。

「為拯救我們，由上帝之母，童女馬利亞所生。」有人就開始不舒服了，

為什麼馬利亞要稱她是上帝之母？因為這位耶穌基督祂也是上帝為什麼馬利亞要稱她是上帝之母？因為這位耶穌基督祂也是上帝，

所以就稱馬利亞叫做上帝之母，上帝還有媽媽，所以這覺得很奇怪，

最主要是亞歷山太學派的堅持，因為他們很強調基督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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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是亞歷 太學派的堅持 為他們很強調基督的神性

所以就說馬利亞是上帝的媽媽。

接著「是同一基督，是子」兒子的子，「是主，是獨生的。」

最難的是下面這幾句話「具有二性，」耶穌基督具有二性，最難的是下面這幾句話 具有二性，」耶穌基督具有二性，

兩個本性，這兩性「不相混亂，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

強調祂的神性跟人性都是完整的，這個兩性不能混亂 inconfusedly，
不相交換 unchangeably，意思是說，神性永遠是神性，人性也永遠是人性；

神性不可能吞吃人性，人性也不可能轉化為神性，因為人性受時空限制，

上帝無始無終 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上帝無始無終，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所以兩性是衝突的，所以兩性你要分得清清楚楚，你不能混亂。

可是下面那兩句話，更增加了那個難度，也不可以分開，也不可以離散，可是下面那兩句話 更增加了那個難度 也不可以分開 也不可以離散

因為這兩性已經會合成為一個位格，所以你不能夠說兩個本性合成兩個位格。

所以其實最難的，就在最後這四個形容詞，剛才已經講了不能混亂，不相交換，

又講到不可以分開 Indivisibly，不能離散 inseparably，這是涉及到更精準、

更細微的神學爭辯。所以其實在我自己的書裡面，我都沒有討論，

我只把它放在附註裡面，所以我讀一下，我附註裡面所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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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把它放在附註裡面，所以我讀一下，我附註裡面所講的話，

作為我們基督論的結束。

針對基督論的《迦克墩信經》，在制定過程裡面，涉及兩個學派的神學爭辯：

一個是安提阿學派，一個是亞歷山太學派，個是安提阿學派， 個是亞歷山太學派，

安提阿學派是字面解經，比較嚴謹比較安全；亞歷山太學派是靈意解經，

比較多的異端是出現在亞歷山太學派，不過兩個學派都還是正統教會的範圍裡。

安提阿學派強調基督的人性，還有耶穌兩性的區分；亞歷山太學派是強調

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兩性的結合。他們兩個在打對台，兩個都是針鋒相對的。

兩個學派其實都擁有真理的 端 他們是彼此補足 是互相制衡的兩個學派其實都擁有真理的一端，他們是彼此補足，是互相制衡的，

如果你缺乏對方所堅持的那一點，你可能就會淪為極端或是異端。

神性跟人性原來是截然不同，而且無法相通，神性永遠是神性，人性也永遠是人性，神性跟人性原來是截然不同 而且無法相通 神性永遠是神性 人性也永遠是人性

但是奧妙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祂擁有神性跟人性，

因此使得原來無法相通的神人二性有了接觸點，有了一個間接相通的管道。

就是透過基督這個位格的相通管道，但是至於耶穌的神性跟人性怎麼結合，

怎麼樣相通，這是屬於核心教義裡的吊詭性，吊詭性就是奧秘，

奧秘就是講不清楚了，所以我如果再想要講清楚的話，我就會犯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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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秘就是講不清楚了，所以我如果再想要講清楚的話，我就會犯了危險，

所以我覺得點到為止，點到為止最安全，我們不需要多費唇舌辯論。

兩個學派，安提阿學派跟亞歷山太學派其實都有道理，

《迦克墩信經》也是盡力地遷就雙方的堅持點，可惜兩個學派在當時是彼此敵對，《迦克墩信經》也是盡力地遷就雙方的堅持點，可惜兩個學派在當時是彼此敵對，

甚至強行將對方定為異端，這個衍出了初代教會歷史的不少鬧劇。

由於已經進入了奧秘的部分，不容易講清楚，所以我個人對於

在耶穌基督兩性的區分或者是結合的問題上，被定為異端的神學家，

我都會比較同情。其中有一位神學家叫做涅斯多流，他是安提阿學派，

安提阿學派幾乎沒有出現過異端，所以他們其中的一個神學家，安提阿學派幾乎沒有出現過異端，所以他們其中的一個神學家，

涅斯多流被定為異端，他們真是氣得跳腳。涅斯多流後來就往東移動，

他們派了宣教士就往東移動，一直到了中國，

在我們唐朝的時候，進入中國的景教，其實就是基督論裡面的涅斯多流。

現在很多神學家在替涅斯多流翻案，覺得當時他被定為異端是冤枉的，

安提阿學派是不會出現異端的，他大概就是個性太固執了，得理不饒人，

而且用字不夠嚴謹，在耶穌基督兩性的結合上講不清楚，

太強調區分，就不講結合，這個也犯了《迦克墩信經》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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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強調區分，就不講結合，這個也犯了《迦克墩信經》的大忌。

我們基督論就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