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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生平耶稣生平
耶稣是谁 ─ 近代的观点

福音派：相信福音派：相信…
1. 旧约先知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新约圣经按希腊文 Ch i t 翻译成基督新约圣经按希腊文 Christos 翻译成基督 ─
是上帝的受膏者，所膏、所兴起的那一位

道 人子2. 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人子，

但没有丢弃百分之百的神性、他是神子
3. 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 ─ 圣父、圣子、圣灵

4 他是救赎主 以义代替不义 以无罪代替有罪4. 他是救赎主，以义代替不义，以无罪代替有罪，

死在十字架上，经历从死里复活，

为要将人从无助 罪中为要将人从无助、罪中，

让他们得拯救、得释放，赐给他们新的、丰盛的生命

耶稣是谁 ─ 近代的观点

不信派：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心仪、喜欢研究基督教信仰、圣经，

信仰背景、概念、神学，与福音派背道而驰。

1. 耶稣只是 宗教家，而非上帝，是先贤、圣人耶稣只是 宗教家， 非上帝，是先贤、圣

2. 耶稣只是一位 犹太先知，

宣告启示文学式的末日即将来临，警告百姓预备审判宣告启示文学式的末日即将来临，警告百姓预备审判

没有视自己为弥赛亚或人子，自觉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

福音书记载他所行的神迹 只是神话传说福音书记载他所行的神迹 只是神话传说

3. 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并不相同，

真实耶稣是使命受挫的失败者 他的死是悲剧真实耶稣是使命受挫的失败者，他的死是悲剧

4. 耶稣是道德宗师，跟苏格拉底或孔子一样 ─
异教徒 异端与近代自由派学者普遍的看法异教徒、异端与近代自由派学者普遍的看法

5. 历史上并没有耶稣，只是传说中的人物

耶稣是谁 ─ 圣经之外，耶稣存在的外在证明

第一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犹太古史》

描述一个基督徒领袖雅各受审的情形描述一个基督徒领袖雅各受审的情形，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

有位被称为耶稣的智者 ─ 如果我们可以视他为人的话，

他是行异能、喜欢受真理者的导师。他是行异能、喜欢受真 者的导师。

跟随他的有犹太人、外邦人。他是「那一位基督」。

当彼拉多接受领袖的建议，判他被钉十架时，当彼拉多接受领袖的建议，判他被钉十架时，

所有爱他的人都没有离弃他，

因为他三天后复活 向信他的人显现因为他三天后复活，向信他的人显现，

正如圣经曾预言关于他的神迹。

同时 因他的名而被称作基督徒的一类人同时，因他的名而被称作基督徒的 类人，

直到现在也没有被灭绝。



耶稣是谁 ─ 圣经之外，耶稣存在的外在证明

罗马史学家塔西图 Tacitus《世界史》

描述基督徒在罗马皇帝尼禄时期受迫害的情形 ─
不是任何从人而来的援助、王公赐予的财物，

更非任何献与神明的赎罪祭，能使尼禄避免非 神 赎罪祭，能使 避免

百姓的非议，相信他并没有放火烧罗马城。

所以，为了止息谣言，尼禄就捏造不实的罪名，所以，为了止息谣言，尼禄就捏造不实的罪名，

嫁祸给基督徒，并以最惨烈的酷刑虐待他们，

因为他们原是被众人讨厌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原是被众人讨厌的 群人。

他们的创立者叫耶稣基督，在凯撒提庇留的时代，

被犹大巡抚彼拉多以罪犯之名处死被犹大巡抚彼拉多以罪犯之名处死。

这种有害的迷信，消弭了一时，岂知随后竟然扩大蔓延，

不但毒害犹大全地 还毒害了全罗马城

史学家塔西图 以异教徒的眼光，来批判基督的信仰。

不但毒害犹大全地，还毒害了全罗马城。

耶稣是谁 ─ 圣经之外，耶稣存在的外在证明

拉丁作家小皮里纽 (AD62-113) 在小亚细亚担任总督时，

写信请示皇帝他雅努，处理基督徒带来经济问题 ─写信请示 雅 ，处理 带来 济问
因为基督徒增多，为异教献祭用的祭牲销路大减。

信中提到基督徒，说：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信中提到基督徒，说 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习惯在固定的日子，在天亮之前聚会，

以启应方式向耶稣基督唱诗，好像向上帝歌唱一样。
他们彼此谨守誓约 ─ 不做诡诈的事，不欺哄人，

不偷盗，不奸淫，不做假见证，不叛教……
拉比 ─ 文士与法利赛人所组成的教导团体，

在西元五、六世纪汇编而成《巴比伦他勒目》，在西元五、六世纪汇编而成《巴比伦他勒目》，

有六处以相当不敬的口气提到耶稣；

显示初世纪犹太律法师，对耶稣的排斥、抵挡。显示初世纪犹太律法师，对耶稣的排斥、抵挡。

从这些批判、记载基督徒的文件，证实耶稣基督确实存在。

耶稣是谁 ─ 内证，从圣经当中研究

旧约 经旧约圣经 ─ 特别先知书所记载的预言，

比照新约圣经中的应验
新约证实这些预言的内容，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旧约弥赛亚预言 预言内容(按事件顺序) 新约应验

赛七14 被童女所生 太一22、23

诗一三二11、赛九6、十六5 大卫王的后代 路一31、32

但二44、七14、27 王位存到永远 路一33

赛七14 名是以马内利 太一23

赛四十3-5、玛三1 有开路先锋 路一76-78、三3-6、太三1-3

弥五2 诞生在伯利恒 太二5、6

何十一1 逃往埃及 太二15

耶卅一15 孩童被杀 太二17、18

诗六九9 为父发热心 约二16、17诗六九9 约二 6、 7

赛六一1、2 被上帝的灵充满 路四18、19

赛九1、2 作外的光 太四13-16

赛五十三4 施行医治 太八16-17

click左下角
赛五十三4 施行医治 太八16 17

亚九9 骑驴进耶路撒冷 太廿一4-5

诗八2 在孩子口中得着赞美 太廿一16继续课程

耶稣是谁 ─ 内证，从圣经当中研究

旧约弥赛亚预言 预言内容(按事件顺序) 新约应验

诗一一八22-23 成为被弃的房角石 太廿一42

赛五十三3 被人拒绝 十二37-38赛 十 人 十

诗四一9，五十五12-14 以卅块钱被卖 太廿六14-16；21-25

亚十三7 被击打，门徒逃跑 太廿六31、56

赛五十6 被鞭打苦害 太廿六67 廿七26赛五十6 被鞭打苦害 太廿六67、廿七26

亚十一12-13、耶十八1-4、十九1-4 出卖他的钱用来买一块窑户的田 太廿七9-10

赛五十三12 被列在罪犯之中 太廿七38

诗六九21 有人拿醋与苦胆给他 太廿七34 48 约十九28 30诗六九21 有人拿醋与苦胆给他 太廿七34、48；约十九28-30

诗廿二16；亚十二10 被刺被钉 可十五25；约十九34-37、廿25-27

诗廿二18 衣服被拈阄 路廿三34；约十九23、24

被敌诗廿二7、8 被敌人包围与嘲笑 太廿七39-44；可十五29-32

诗卅一5 把灵魂交给父 路廿三46

诗卅四20；出十二46；民九12 没有一根骨头折断 十九33-36

亚十二10 人仰望被刺的那位 约十九37

赛五十三9 与财主同葬 太廿七57-60

诗十六1 从死里复活 太廿八2-8

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耶稣降生的日期推断

今天普遍认定的纪元分法，是以耶稣降生日期作为分野…
耶稣降生前称作西元前或公元前，

 英文以 B.C. (Before Common or Before Christ)
 反对以耶稣降生为纪元的人，

在现代改写为 B.C.E. (Before Common Era)在现代 ( )
耶稣降生后称作公元或西元，

英文 A.D.，源自拉丁语 Anno Domini 主的年份A.D.B.C.

后来学者发现，耶稣并非在公元元年降生…
 公元 525 年，教皇约翰一世因先前的罗马皇帝

逼迫基督徒，不愿继续使用A.U.C. 纪元

拉丁文：anno urbis conditae 从罗马城奠基那年起计算。

教皇下令丢尼修斯为西方教会制订一种标准历法
丢尼修斯推算出A D 1 年等于A U C 754 年丢尼修斯推算出A.D.1 年等于A.U.C.754 年，

认定公元元年，视为耶稣降生的那一年

耶稣降生的日期推断

后来学者赫然发现，丢尼修斯少算了时间…
 犹太古史作者约瑟夫所记载，

大希律死于A.U.C.750 逾越节前夕，

也就是 4BC 四月四日左右

 太二1-3 大希律从东方博士那里知道耶稣的降生，

杀了伯利恒城周围两岁以内的婴孩

足见耶稣降生一定是在大希律死之前，在 6- 4BC 之间

根据推断 耶稣降生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五或六年根据推断，耶稣降生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五或六年…
 约二13-20 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犹太人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犹太人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约瑟夫记载 ─ 大希律于 20-19 B.C.

开始建造圣殿 第 46 年是 A D 27开始建造圣殿，第 46 年是 A.D.27，
约二20 记载的时间应是 A.D.27 的逾越节

耶稣降生的日期推断 ─ 最有可能是在 6-5 B.C.

 约二13-20 耶稣在逾越节前半年接受施洗约翰洗礼，
 出来传道，当时大约是A.D.26年底

 犹太祭司或散和都公会 (Sanhedrin犹太公会)
的议员，开始有资格工作的年龄是满 30 岁

推算 A.D.26 年底，耶稣已经过了三十岁
 路三23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

 路二1-7 罗马政府要求户口登记，这种登记每十四年做一次，

 约二23、五1、六4、十二1 记载，耶稣传道生涯大概三年半左右…

 A.D.6 他们在犹大地开始做第二次户口登记，

可推算第一次户口登记是 8 B.C.左右开始可推算第 次户口登记是 8 B.C.左右开始

 罗马帝国幅员广大，人口统计劳师动众，

可能约瑟一家，在两三年才完成户口登记

耶稣基督的存在是真实的…

可能约瑟 家，在两三年才完成户口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