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是神

约翰福音1：1

2022年6月5日的讲道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我们今年正在研究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现在要读问题

23，然后让我们一起读答案。

問23：為什麼救贖主必須是真正的神？

由于他的神性，他的顺服和痛苦将是完美⽽有效的;⽽且他将能够承受上帝对罪的义怒，并战胜
死亡。

介绍 

我们上周谈到了耶稣如何代表他的子民。 亚当和大卫也代表人们。 他们的行动对他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亚当是全人类的父亲。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对罪和诱惑。 亚当输掉了这场战斗。 因此，我们生来就有罪恶

的本性，我们从父亲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恶的本性。

许多年后，大卫也面对了一个敌人，巨人歌利亚。 那一次，人类代表面对的不是撒旦，而是邪恶的人类敌

人。 值得庆幸的是，大卫赢得了这场战斗。 大卫藉着他的胜利，使他的百姓从奴役和死亡的威胁中解脱出

来。 他代替他们，作为人类代表，打赢了那场战斗。

耶稣也作为我们的代表打了一仗。 这是一场与撒旦、罪恶和死亡的战斗。 星期五，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时，看起来耶稣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 但在星期天，耶稣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了。 耶稣在坟墓里三天后



复活了，证明了他对撒旦、罪恶和死亡的得胜。

看到亚当和大卫如何作为人类的代表，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的事工。 为了让耶稣代表上帝的选民并为我们

的罪而死，他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耶稣必须成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 我们的

大脑无法理解弥赛亚耶稣如何同时是人和神。 但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得救所必需的。

我们将看几段经文，其中耶稣的神性在神的话语中被清楚地教导。 我们将一次看一个，我会在读完每一段

经文后解释它们的意思。 让我们从头开始。 听听使徒约翰如何将耶稣描述为永活的道，他一直作为神存

在。

听听约翰福音的第一节经文。

约翰福⾳1：1。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使徒约翰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很多内容。 约翰说，神的儿子耶稣是永恒的道。 起初，在世界被创造之前，道

就已经存在了。 请注意，道就是神，而且道与神同在。 这揭示了三位一体的一些奥秘和真理。 耶稣是神

圣的，他是神。 但耶稣也是区别于父神和圣灵神的那一位。

为什么耶稣被称为“道”？ 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他向我们启示了神。 对于你从未见过或听说

过的人，你能知道一些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我在纽约市有一个亲戚，你对这个人有什么了解？ 你不知道

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他或她在想什么。 你对这个人一无所知。 但

是，如果你遇到我的叔叔鲍勃，和他交谈，看看他是如何生活的，你会学到很多关于他的东西。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遇见神。 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 耶稣来教导神

的真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神的心思、意念和品格。

现在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2。

2 “2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第二节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 使徒约翰，耶稣的兄弟，说耶稣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猶太人知道神是真

實的。 神在以赛亚书44：6中谈到了他自己。

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

有真神。”



现在看看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17-18中写的关于耶稣的内容。

17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18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神在以赛亚书44：6指着自己说了同样的话。 在这样的经文中，圣经

清楚地教导耶稣是神。 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 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奥秘。 但除非你

接受这一点，否则你不可能成为耶稣的门徒。 因为只有神圣的弥赛亚才能拯救你脱离罪孽。 這就是為什麼

我今天要向你們展示圣经中所有這些不同的經文。

现在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3。

3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包括耶稣这永活的道。 请听创世记1：1-2。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第1节和第2节说，父神起初就在那里，神的灵也在那里。

在接下來的經文中，我們也看到神的兒子，神永活的道。

创世记1：3。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记1：6。

6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创世记 1：20

20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创世记 1：26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神如何创造万有？ 他开口说话。 万物都是通过神的儿子，永活的道创造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

14和18。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耶稣成为人，向世人启示神的品格和信息。 耶稣也变成了人，所以他可以拯救像我们这样的人。 现在让我

们来看看关于耶稣的神性的一些事情。

例如，耶稣在路加福音5：20-21中饶恕了罪。

20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21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僭妄话的是谁？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在路加福音7：48-50中再次赦免了罪孽。

48 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49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50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看到百姓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何反应吗？ 在这两起事件中，人们都会问：“这个人是谁？ 他以为自己是

谁？ 他们知道只有神才能赦免罪。

我想给你们举一个关于赦免的例子。 姚薇和卡希夫，请走到前面来好吗？ 姚薇，我想让你扇卡希夫的脸。

不难，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好。 你看到了吗？ 姚薇扇了卡希夫一巴掌。 姚薇，听我说。 我赦免了你。

你觉得卡希夫怎么样？ 你感觉好多了吗，因为我原谅了姚薇？ 这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饶恕姚薇，因为姚

薇没有打我一巴掌。 只有卡希夫能饶恕姚薇。 因为卡希夫是被瑶维的罪所伤害的人。



为什么耶稣饶恕路加福音5章中的人和路加福音7章中的女人？ 耶稣做了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因为所有的罪

都是对神的冒犯。 耶稣自称是神，当他做了一些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时。 先知以赛亚写了这些经文。

在以赛亚书43：25中神说：25 “惟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记念你的罪恶”。

神在以赛亚书44：22中也说：“我扫走了你们的罪孽，如云。 我像晨雾一样驱散了你的冒犯。 哦，回到我

身边，因为我已经付出了代价，让你自由。

耶稣付出了代价，使我们从罪孽和内疚中得释放。 他也可以饶恕你的罪。 他作为我们的人类代表而死，为

我们的罪受了惩罚。 因为耶稣也是神，只有他的死才能抹去我们的罪孽。 这是神的话耶稣的声音，他在以

赛亚书44：22中说：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

我，因我救赎了你。” 你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了得自由吗？ 你是否相信了他的死和复活，叫你的罪得赦免？

罗马书10：9向我们做出了这个应许：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仅仅把耶稣看作一个好老师，或一个好的道德榜样是不够的。 我们有一种罪恶的本性，必须死掉，这样我

们才能接受新生命，在圣洁中行走。 这正是耶稣通过他的死和复活为我们成就的。 因为耶稣是人，他的死

为人类的罪付出了代价。 因为耶稣是神，他的复活使我们的属灵复活成为可能。 现在让我们看看圣经中的

一个地方，耶稣说他与神是平等的。

听听耶稣在马太福音10：37所说的话。

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你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吗？ 十诫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 也命令我们爱和敬拜神胜过一切。 但在马太福音

10：37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母。 耶稣在这里宣告神圣的特权。 一个正常人永

远不应该接受只属于上帝的荣誉和崇拜。

例如，听听使徒行传10：25-26中发生的事情。

25 “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26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不接受敬拜。 但在以下的经文中，耶稣接受了人类对他的敬拜。



马太福⾳2：11。

11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

献给他。”

马太福⾳14：32-33。

32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马太福⾳28：8-9。

8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9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平安！’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我想再看一段经文，耶稣为自己使用神的圣名。 在约翰福音8：51-59中，耶稣正在与耶路撒冷的一些宗教

领袖交谈。 耶穌告訴他們：51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52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 

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53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54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55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56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57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58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59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小孩子会在学校学习过去时和现在时。 第58节在我们听来应该很奇怪。 耶稣没有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之

前，我过去就在那里了。 耶稣说：“就有了我（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神的圣名。 你可能还记得神向



摩西显现时所说的话。 请听出埃及记3：13-14。

13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

说： 

‘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当耶稣说“就有了我（我是自有永有的）”时，他使用的是神的名。 这就是为什么人群捡起石头来处决

他。 耶稣自称是神。 有人说耶稣不认为自己是神。 但正如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的，耶稣显然相信他是

神。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爱尔兰乐队U2？ 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 他们的主唱名叫波诺。 听听波诺怎么

说。

“我认为基督徒的一个决定性问题是：‘基督是谁？ 我不认为你如果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伟大的哲

学家，就能轻易地绕过他。 因为他在各个地方都说他是弥赛亚。 这就是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要么是神的儿子，要么就是疯了（疯子）。 我发现

很难接受的是，两千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半个地球都被某个疯子所触动和启发。

我的朋友们，耶稣接受了敬拜。 耶稣赦免了罪孽。 耶稣为自己使用神圣的名字“就有了我（我是自有永有

的）”。 耶稣邀请人向他祷告。 耶稣预言了未来，读懂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 耶稣平息了暴风雨，医治

了病人，使死人复活。 耶稣是一个疯子，还是神？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小社区。 耶路撒冷是一个小城，耶稣在拿撒勒的村庄做了很多事工。 人们认识耶

稣。 他们认识被医治的麻风病人和盲人。 他们看到了发生的事情。 耶稣说他是神，他做了只有神才能做

的事。 如果他是在撒谎或假装，他的邻居就会知道真相。 但耶稣没有撒谎，他也没有疯。 这就是为什么

成千上万的人在2000年前相信他的原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也可以把我們的信心放在耶穌身上的原因。 因为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真理，圣灵

打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和相信。 耶稣是救主和主。 他是神的羔羊，他带走了世人的罪孽。 他值得

我们敬拜并向他祷告。 我们在结束祷告时，将用歌罗西书2章和3章中上帝的真理来鼓励我们。

结束祷告 



歌罗⻄书 2：8-9

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

掳去。

9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歌罗⻄书 3：1-3

1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歌罗⻄书 3：16-17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17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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