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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人性，
一、他的家世跟他的名称：
的家世跟 的名称
1. 妈妈生下来的，马利亚把他生下来
2. 家谱、家世、祖宗
太一1
太
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开始播放

耶稣基督的家谱。

3. 耶稣有双重的身分 —
 自称为人、或「人子」，人的儿子，就是人
自称为人 或「人子」 人的儿子 就是人
 是「神子」，神的儿子，是神
他比较多自称为人子还是神子呢？
较多自称
是神
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有八十多次自称为人子。
不但自称为人，他也被称为人，
例如：四福音常常看到拿撒勒人 加利利人
例如：四福音常常看到拿撒勒人、加利利人。
罗五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耶稣

基督的神性，已经在两个地方提过了，
1. 三
三一神论，提到基督是神
神论，提到基督是神
2. 基督论的偏差，强调 —
 基督是神、跟圣父的神性完全相同
 Homoousia 本体相同，
是亚他拿修在争战的年代所做重要的定论

亚当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林前十五21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耶稣

亚当

死人复活也是因 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二、他有人一切的要素
1. 有身体，

提前三16b 神在肉身显现。
约壹四2b 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2. 也有人的灵魂，圣经有两个字，pneuma、psuchee，
都在讲人看不见的这一面
都在讲人看不见的这
面—
身体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就是灵魂。
路廿三46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

pneuma

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太廿六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廿六41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pneuma
Pneuma 翻译成灵、灵魂、心灵，用在耶稣、
翻译成灵、灵魂、心灵，用在耶稣、也用在我们身上，
用在我们身 ，

所以耶稣也是跟我们有一样的灵魂。

Psuchee，圣经也提到很多次，


先谈耶稣基督 —

psuchee

可十四34a 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



提到我们

psuchee

可十二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在耶稣身上、也在我们身上，表示有一样的灵魂。
耶稣不是只有人体，他也有人性，
 才是完整的人
 才能用人的身分来替人受刑罚、来替人死，
信他的人就得到赦免 也得到了代赎
信他的人就得到赦免、也得到了代赎

4. 他也经历过人生各种的需要，各种的感受，
 不吃会饥饿、不喝会口渴，做太多事会疲倦
吃会 饿
喝会 渴
太多事会疲倦
 可能太劳苦了，所以也会衰老…

3. 耶稣跟我们一样，有经过一个长大成熟的过程…
路二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也经过学习，才得以完全、成熟，
来二10b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他是神的儿子，当成为人的儿子的时候
来五8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的神性本来就是完全的
 他的人性也是从幼稚到完全，
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他有人一切的要素 — 结论
来二17 为了救赎我们的缘故：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约八58 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引起犹太人想要杀耶稣
57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请问耶稣看起来像几岁的人呢？
仇敌就是要故意把耶稣讲年轻一点，
说 「你看起来不到五十岁 」
说：「你看起来不到五十岁。」
 耶稣看起来超过五十岁，他们才讲五十岁
所以耶稣其实看起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所以耶稣其实看起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跟我们凡人一样，太劳累也会早衰的




他也会感受痛苦；跟凡人一样，最后断气死亡

不要过度解释 — 凡事相同，
那我犯罪他也犯罪，不是的，
 人不是必须犯罪，
亚当、夏娃顺从神、依靠神，
也可以胜过蛇的试探
 耶稣跟我们相同是讲「人性」，
身体跟灵魂是相同的 只是没有犯罪
身体跟灵魂是相同的，只是没有犯罪
耶稣的人性是跟我们一样，
人
也是 Homoousia，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是人，这也在表达他的爱 —
他是
他是人，跟我们一样出生长大，
跟我们 样出生长大
而且经历了很多的试炼、试探等等，
所以能够体恤人的软弱。
够

三、从救恩的角度看两性是必要的…
1. 他必须是人：上帝并不必须是人，神是灵，不需要人体的；
他必须成为人，如果要救我们的话，
才能够照上帝自己的规矩 — 人的罪要由人来承受，
 耶稣跟我们肉体、灵魂、人性完全一样的人，
用人的身分替人受罪的刑罚，就产生了代赎的效果—
来九22-28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罪就不得赦免


耶稣用人的身分，身体流血替我们受刑罚
罗八3b 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耶稣没有犯罪，他只是成为罪人的样子，
我们的罪归给他，就看起来像个大罪人的样子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对罪该施行的惩罚，
就施行在耶稣的身上，替我们被定罪而且受罪。

来四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来四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是人，经历过人生的过程，也就能够体恤人的软弱
他是人
经历过人生的过程 也就能够体恤人的软弱
 他是人，表达他是至高神却谦卑、虚己、亲自下来，
降卑到 个地步 道成肉身
降卑到一个地步，道成肉身，
 不是高高在上叫我们上去
 乃是降卑来亲近、俯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乃是降卑来亲近 俯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这谈到他的爱跟他的拯救，
他必须是人，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拯救。

来二14、十3-10 都有提到，从救恩的角度这变成必须的。

2. 他必须是神，在救恩上也有重要的含意…
 耶稣的神性是可以保守他的人性绝对不犯罪，
耶稣的神性是可以保守他的人性绝对不犯罪
如果耶稣犯罪了，他会变成也是一个该死的人，
他的神性保守他的人性完全
他的神性保守他的人性完全不可能犯罪
能犯罪
他是神，也能够保障他的代赎产生极大的效果，
 一般人也有替别人牺牲、类似代赎的动作
 他的代赎产生了无限的价值，为什么呢？
他的代赎产生了无限的价值，为什 呢
因为如果他只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代替
古往今来、普天之下，所有信他之人呢？
因为他同时是神
用算术来讲，最有钱的人也没有办法代替所有的穷人还债，
这是有限的人做不到的事情，
耶稣同时是无限的神 他的代赎就产生无限的功效
耶稣同时是无限的神，他的代赎就产生无限的功效，
能够临到所有信他之人，产生代赎的效果。




神才能够直接赦免人的罪，
可二5-7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这些文士其实没有讲错 — 只有神才能够赦罪。
耶稣说：「我们不赦免人的罪，他也不赦免我们的罪。」
听起来好像我们可以赦免人家的罪，
 其实这个含意是我们要原谅，不要记恨了，
并不能免去他的罪
 他的罪如果没有向神认罪悔改，
我们虽然原谅他了 但罪还在他身上
我们虽然原谅他了，但罪还在他身上
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是神，他可以直接赦免人的罪。

3. 联合的结果

四、两性的联合
1. 神人二性不是分裂成两个位格 — 迦克墩信经，
基督虽然有两性，
这两性之间是不相混乱、不能分开、
不能离散、不能互相交换的，
 两性之间是有一个绝对的区别
 却合成一个位格



基督在三位一体里面，变成是其次的，
他不是老大、最高领导，是在父神之下，
不是自愿降卑而已，
里面有人有限的这一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比较卑下的，
这是他愿意的、承担的、降卑的结果


2. 人性的特征跟神性的特征，
都是他的特征
两性有绝对的区别，
性有 对
，
却会合在基督一个位格里面



人

神

4. 一位格的证据何在？
1) 基督里面从来没有「你、我」两位相交的情况，
1) 在三位一体里，有你、我、他三个位格互相交往的情况
2)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复数的形式来称呼，
2) 三
三一神有没有用复数的型态来称呼自己呢？至少有四次，
神有没有用复数的型态来称呼自己呢？至少有四次，
创一26、三22、十一7，上帝称自己是我们；
赛六8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他称自己为单数、又称自己为复数，
 他绝对不是多神论的，他是因为三个位格
 为什么是单数呢？因为他合为一体
他不是三个分开的神，乃是一神，自称我们。
但耶稣从头到尾就是「我」，没有另外一个位格。

他成为人，人是有所不能、有所不知，
他成为人
人是有所不能 有所不知
 他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
 圣经屡次提到他领受圣灵的帮助，
圣经屡次提到他领受圣灵的帮助
例如：太四1、路三21-23、四14

3) 圣经有好几次论到耶稣的神人二性，

却同时都提到 他就是 有 个位格
却同时都提到，他就是只有一个位格。
罗一3-4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是人子也是神子，
有两性却是一位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圣经常称耶稣为人，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是神…
腓二6 11 他本有神的形像…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二6-11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且死在十字架上

神是不死的，这是用人的身分替我们死了。
神人二性都提到了，却很明确的提到— 就是他，
一个位格，不是分裂成两个人，这是初期教会做的定论。
基督的职分 office，有三个职分
 性 nature，有两个性，人性跟神性
nature 有两个性 人性跟神性
 基督的状态 state，降卑跟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