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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 约中有没有出现过？耶稣基督有哪些预言跟预表呢？
基督在旧约中有没有出现过？耶稣基督有哪些预言跟预表呢？
一、基督是造物主，箴八22-31 提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
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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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箴言第八章 没有讲名字，
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 在新约有很明确的线索
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在新约有很明确的线索…
约一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二、旧约已经显明「耶稣基督是救赎主」，
充满不计其数有关弥赛亚的预表和预言，
充满不计其数有关弥赛亚的预表和预言
 预表，是用一些象征、记号来表达
 预言，是直接的说将要来的耶稣基督
预言
直
来
基

约一10b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创三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圣父不自己造，一切都借着圣子来造
 在上帝面前踊跃、活泼、跟耶和华同工的是耶稣基督


来一2、10 上帝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
西一15-17 父神不是自己直接造万物，是借着子来创造的。

这就是最直接的以经解经 — 约
约一、西一、来一
、西 、来
 可以确定，箴八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不是两千年前道成肉身时才出现，
耶稣基督不是两千年前道成肉身时才出现
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出现

上帝宣布对蛇的处罚

我们都是父母结合才让我们生下来，是男女的后裔
 耶稣是马利亚的后裔，是圣灵让女性怀孕，是女人的后裔，
 要跟蛇彼此为仇、伤蛇的头，是对蛇做致命的打击
 蛇要伤他的脚跟，预表耶稣基督十字架受伤、死亡，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打败魔鬼，
伤了蛇的头，是致命的打击，预表耶稣基督的来临


创三21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
 逃避耶和华、拿无花果的叶子遮羞，
知道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叶子太阳一晒就枯萎了，上帝做皮衣给他们穿
叶子太
枯萎了， 帝做皮衣
穿
杀了羊、剥羊的皮，有羊为亚当、为夏娃而死了，
羊为人而死、遮盖我们的罪，当然预表耶稣基督。
创四4-5a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和华看中
和他的供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来十一4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除去了他的罪
预表着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也除去了他的罪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被判无罪，因为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献上神喜爱的羊，
 并不是羊除去罪，而是羊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并不是羊除去罪 而是羊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因信献祭的人也就因信称义了
挪亚方舟因信进方舟的人就得救了，
也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
因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得救了
民廿一4-9
民廿
4 9 那时候很多人被毒蛇咬死了，

上帝要的供物是羊，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该隐也可以拿他的农作物跟亚伯换羊献祭，
该隐也可以拿他的农作物跟 伯换羊献祭，
他不是做不到、是不做，所以上帝就不喜欢

上帝吩咐摩西设立铜蛇，挂在木架上，
仰望这个铜蛇的就得救了。
挂在木架上的铜蛇也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旧约对于耶稣基督最重要、最多的预表，就是献祭制度 —
 每一次献祭，都不是说那个祭物可以除去人的罪
每 次献祭 都 是说那个祭物
除去人的罪
 乃是用祭物来预表着
 将要来的耶稣基督献自己为祭
将 来
基督 自
祭
 耶稣基督的牺牲、死亡，
才真正的除去我们的罪
耶稣就是救赎主不但有着许许多多的预表，
也有许多的预言，在先知书是最多的 —
 直接预告耶稣基督要来
 是怎样一个救赎主、
用什么方法来救赎我们
是旧约特别是先知书，
屡次直接的预告、直接的预言。

三、耶稣基督在旧约中到底有没有在人间出现过？
这个问题旧约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有好几次的例子 —
这个问题旧约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有好几次的例子
上帝用人的样子出现，我们可以来推测：
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在道成肉身、
基督有 有
在道成肉身
借着马利亚生下来之前，
在旧约时期就来过了呢？…
创十六7-8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书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

夏甲的女主人就是撒莱，本来是俾女
 撒拉不会生育，就把俾女给亚伯拉罕，夏甲就怀孕了，
撒拉不会生育 就把俾女给亚伯拉罕 夏甲就怀孕了
女主人看不惯夏甲，就把夏甲赶出去，
夏甲一定伤心
夏甲
定伤心、苦楚，跟上帝呼求…
苦楚 跟上帝呼求
对她说：「撒莱的使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


创十六9-10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

「你回到你主母那里，服在她手下，
「你回到你主母那里
服在她手下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13 夏甲就称那对她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
夏甲就称那对她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
前面说跟夏甲对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
 最后一句却说，跟夏甲说话的这一位，
其实是耶和华，而他是看顾人的神
她到底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还是看见耶和华呢？


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
这不是二选
的问题，
可能是二合一的问题 — 两个都对，
 她以为看到天使，是用大男人的样子出现的
她以为看到天使 是用大男人的样子出现的
 后来她认出来，跟她讲话的不是天使而已，
他就是耶和华
上帝用人看得见的样子、用人的形象向人显现。

雅各遇见「神的使者」
创卅一11-12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

我说：「我在这里。」
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
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凡拉班向你所做的 我都看见了 」
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
拉班是他的舅舅，可是很诡诈 — 屡次应许
要给雅各比较高的工资，结果都没有照应许来给。
雅各曾经用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
雅各曾经用
个以退为进的办法 — 他跟拉班说：
我年纪越来越大、到现在都还没有自己的产业，
 我帮你放羊这么多年了，让你得到很大的财富
我帮你放羊这么多年了 让你得到很大的财富
 以后羊群中毛色纯净的、卖相比较好的给你，
有点 有纹 有花斑 档次比较差给我
有点、有纹、有花斑、档次比较差给我
主人听了不错，把好的给我、次级品给他自己…

创十八1-22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举目观看，
那时正热
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 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
就从帐棚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
就从帐棚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
三人中有一位说：「明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心里暗笑 说：「我既已衰败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甚么暗笑？」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所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 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二人转身离开，
人
，灭命天使去执行毁灭任务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到底这一位是人还是耶和华呢？其实两个都对，
到底这
位是人还是耶和华呢 其实两个都对，
三个人里有一个是耶和华，他用人的样子出现。

上帝决定替他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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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有点、有花斑的
 上帝赐福给雅各，让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公羊生殖力
特别旺盛，就让很多的母羊怀孕，
生出很多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小羊，
雅各就得到很多很多的羊群
这一位跟雅各说话的，
 11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
 后面用第一人称说：
13 我是伯特利的神；

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 向我许过愿
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

雅各与「天使」摔跤 — 得到很多产业、要回故乡…
创卅二22-26 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博渡口，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
因为当初跟妈妈，骗了哥哥、爸爸，
妈妈
爸爸
哥哥想要杀他，现在要回去面对哥哥，
他很害怕 可能 个人在迫切祷告
他很害怕，可能一个人在迫切祷告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 把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后来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筋，
后来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筋
有一批逃到中国，被称为「挑筋教」
那人说：「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雅各虽然很诡诈 但有一点上帝很喜欢他
雅各虽然很诡诈，但有
点上帝很喜欢他，
他不是只要从人而来的好处，更会要神给他的祝福…

创卅二27-30 那人说：「你名叫甚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与人较力，上帝让雅各遇到更诡诈的拉班，
雅各与人较力 上帝让雅各遇到更诡诈的拉班
只能好好依靠上帝，最后谁得胜呢？雅各得胜…
 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这句话太奇怪了
跟神 跟人较力都得胜 这句话太奇怪了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旧约有几次提到看见上帝是会死的 —
上帝太威严 太圣洁 堕落的人不能面对神
上帝太威严、太圣洁，堕落的人不能面对神，
 摩西想要看见上帝，上帝也只是让他看见背影
 雅各面对面看见了神，结果竟然没有死
雅各面对面看见了神 结果竟然没有死
这一段雅各跟一个天使摔角，后面却说这一位天使就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