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
的独生子；”——基督的神性



我信上帝，
________ 的父，
_____________  的主







一、序言

•如果基督是
真神，他与
独一的神如
何区别？



6耶和华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救赎
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是
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赛44：6）



二、基督的意思

“基督”是希腊文 christos的音译，与希伯来
文的meshiach“弥赛亚”是一样的意思。

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所
以新约的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

“基督”和“弥赛亚”都是“受膏者”的意思。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
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

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30-31）



三、基督的神性

•基督的神性是指他是完
全的神。他是三位一体
中的圣子。他与圣父在
永恒里同质、同尊。

•任何学说或宗教如果认
为基督不是与圣父同一
本质，不是永恒存在，
不是有神至高的尊荣，
都是离开我们正统的核
心信仰，都是可被指为
异端。



A. 历史中有
关基督神性

之异端

依比安派

•强烈的一神论者
•相信耶稣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
人，因他的敬虔而被上帝拣选，
成为所应许的弥赛亚。

•相信耶稣受洗后，弥赛亚的灵
（上帝的特殊能力与感动）降在
他身上。

•后来的“动能神格唯一论”，或称
“收养论”。



亚流派

•亚流相信基督是首先，
也是最高的被造物，
上帝先造基督，然后
借着他创造万物。

•箴8:22；可13:32；约
14:28; 17:3；徒2:36；
罗8:29；西1:15；来
3:2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歌罗西书》1章15节：“爱子是那
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
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
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亚流派

• “首生”解释为“首先被
造”

•若是首先被造，就不
是像神一样永恒存在。
它一方面可以避免“另
外一个神”的问题，另
一方面可以“高举基督”
在万有之上的地位。

• “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的耶稣 JW.org
耶稣 是 从 哪里 来 的？
耶稣 跟 人 不 一样，他 是 个 灵体，本来 住 
在 天上，后来 降世 成为 人。（约翰福音 8：
23）耶稣 是 上帝 最 先 创造 的，上帝 只 亲
手 创造 了 他 一 个，其他 一切 都 是 耶稣 按 
上帝 的 吩咐 创造 的，所以 圣经 说，耶稣 
是 上帝 的“独生子”；耶稣 代表 上帝 说话，
所以 也 叫做“话语”。（约翰福音 1：14）
请 读 箴言 8：22，23，30；歌罗西书 1：
15，16)



三、基督的
神性

A.历史中有关基督神性之异端
尼西亚的决议：基督是“生”不是
“造”，他是与圣父“同质”。圣子
的“生”是在永恒里生，因此没有
任何一个时间是圣子不存在的。

其实亚流所引用的经文，都是
讲基督在功能上顺服父神，并
没有证明基督在本质上是在父
之下。



B.《圣经》有
关基督神性的
启示：《约翰
福音》

• 一开头就申明基督的神
性：“太初有道，道与神
同在，道就是神。”（约
1:1）

•《约翰福音》有七个“我
是”，希腊文ego eimi，是
指神在旧约里面称自己
的名字是“我是”。“我是”
是神向摩西所启示自己
的名字（出3:14-15）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
渴。”（约6:35）

•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8:12）

• “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10:9）
•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10:11）
• “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约11:25）
•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
•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
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



在约翰福音中，耶
稣称神为“我父”有

41次之多。
（约10:30；约

14:7-9）



B.《圣经》有
关基督神性的
启示：《希伯
来书》

•《希伯来书》一开始
就用“儿子”来称呼耶
稣。

•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
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
祖，就在这末世借着
他儿子晓谕我们。”
（来1:1-2）



B.《圣经》有
关基督神性的
启示：《希伯
来书》

•这是对比神在“古时”和在
“这末世”所用不同的启示
方法。古时是用众先知
（复数），末世却是用儿
子（单数）。

• 这里“儿子”在希腊原文的
文法中没有冠词（不像中
文或有很多英文翻译本加
上“他的”在“儿子”之前），
表示重点在本质上，也就
是说，先知和儿子是在本
质上不一样的。



B.《圣经》有关基督神
性的启示：《希伯来书》

• 接着就形容这儿子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像”（来
1:3）。

•基督是神“本体的真像”，
“真像”原意是“刻印”，
就是一模一样的版本，
是与父神本质一模一
样，是对基督神性的
清楚肯定。



B.《圣经》
有关基督神
性的启示：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基督的
超越。
基督比天使超越、基督比摩西超越、基督
比亚伦超越。
作者从旧约诗篇引用几段明显是向神讲的
话来指向基督。（来1:8-10）



B.《圣经》有
关基督神性的
启示：保罗书
信
-腓利比书

•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强夺的。” (腓2:6)

•这里“形像”原来是样
式”或“种类”（form），
希腊文morphē这个
字意指“一种东西所
具备有的一切特性”，
也就是说，基督是与
神“同类”。然后，“与
神同等”更是说明他
的地位。



B.《圣经》有关基督神
性的启示：保罗书信
-歌罗西书

•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西1：15）对比 “从来没有人看
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
他表明出来”（约1:18）

• “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
住。”（西1:19）这“丰盛”是指神
的丰满，在第2章他更清楚地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里面。”（西2:9）“神
本性”就是神性，神完全的神性都
在基督里面。



B.《圣经》
有关基督神
性的启示：
保罗书信
- “基督的审
判地位

• 保罗：“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
（提后4:1）；众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显露自己的行为（林后5:10）。

• 旧约明说上帝是世人的审判官。耶和华
说：“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
（珥3:12）亚伯拉罕称上帝为“审判全地
的主”（创18:25）。

•称基督为世界的审判者就是把他放在与上
帝同等的位置上。



C.基督的神性与我们
的关系

I. 我们可以具体地认识神

•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
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

• 基督在世上活生生地把神的本性活
出来，叫我们可以很实在地认识他。

• 我们应当以认识耶稣为至宝。在世
上没有一件事比认识基督更宝贵，
因为认识他就是认识神。

• 如果基督是神，神就存在，而且就
是基督徒所信的神。



II. 他的救恩是有功效的

• 如果基督只是一个人，就算他是
最圣洁，最伟大的人，也顶多只
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的罪。只大
无限的神才可以救无数的人。

• 所以我们可以对他的救恩完全的
信赖，也可以大胆地宣讲。



四、基督的
神性与我们
的关系

III. 神与人能有真正的关系

•基督在世上跟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又是神，表
示神与人的接触是可能的。

•自古有一派的神学认为神与人之间有太大的鸿
沟，太不相同，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关系，就算
有关系，也不能用言语形容。

•但既然基督是神来到世间，我们可以肯定神与
人是可以建立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非常重要。



四、基督的神性与我们的关系

IV 我们应该敬拜基督

•因为基督是神，我们应该敬拜他。
只有神是配得敬拜的。

•在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我们是否预
备好我们的心，去敬拜主耶稣基督？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以
敬拜主耶稣基督的心来度过每一刻？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行
动、我们的话语是不是以一个敬拜
的态度？



五、结论

《使徒信经》的第二句：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
帝的独生子。”说明耶稣
是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
他是神，是三位一体中的
圣子。我们应当高举他，
敬拜他，以他为我们生命
的主，对他完全顺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