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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的功課 

 

誰是耶穌？ 

 

 

附註：為了讓彼此更互相了解，請花一些時間分享下列幾項你的夢想及目標： 

 

1. 個性的目標 

比如：我希望能做到自我約束。我希望能更喜樂些。 

 

2. 靈命的目標 

比如：我希望讀完整本聖經。我希望能記住整本約翰福音。 

 

3. 個人的目標 

比如：我希望能擁有一個房子。我希望寫一本書。 

 

 

 

 

不要進入第二章直到你完成所有下面的功課，完成後請打勾： 

 

 

____研讀及完成所有第一章的內容 

 

 

____和帶領你的人討論你所回答第一章的功課  

 

 

____背誦經文約翰福音 3:16-17 給帶領你的人聽  

 



 10 

(給帶領人：在進入分享前，請先讓你所帶領的人分享他信主的過程，然後你再告訴他你自己信主

的過程。) 

 

第一部分：認識神 

 

第一章 

   誰是耶穌？ 

 
 

 

 

 

 

 

誰是耶穌？ 

如果要真正了解基督徒的信仰，我們首先必須知道耶穌是誰。許多人對於耶穌有錯誤的認識，回

教徒說他是一位先知，其他的人說他只是一位好的老師，但是聖經上的耶穌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A. 他是完全的神 

 

 我們要知道有關耶穌的第一件事是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他並非只是部分神而已，相對的，他也

是一位百分百的神，他就是神。 

 

1. 請讀約翰福音 1:1 和 1:14，這兩節經文告訴我們耶穌是誰以及他已經存在多久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用你自己的話寫出你覺得耶穌在說出這些關於他自己的話語時，他所指的意思是？ 

 

a. 約翰福音 10:30-3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福音 14:8-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用你自己的話寫出，在以下的經文裡，你覺得別人怎麼看耶穌呢？ 

 

a. 多馬，約翰福音 20:25-2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耶穌的敵人，約翰福音 5:18 (為什麼他們想要殺耶穌？) 

記經文 約翰福音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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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耶穌有能力可以做惟有神可以完成的事情，查考以下的經節，寫出耶穌做了哪些事是惟有神

可以做的呢？ 

a. 馬可福音 2:1-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歌羅西書 1:15-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哥林多前書 15: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耶穌是唯一的一位宗教領袖在其一生當中完全了諸多預言。舊約是由許多人共同寫成，歷時

超過 1,500 年，其中有 332 個預言因著耶穌的出生、耶穌在世上的事工及耶穌的死亡而實

現，如果要單靠機運來實現這 332 個預言是絕對不可能的，唯一使這種預言實現的方法就

是耶穌是主，是那位應許的彌賽亞。以下為一些關於耶穌生平的預言。 

預言 耶穌實現預言 

以賽亞書 7:14 – 童女生子 馬太福音 1:18, 24-25 

彌迦書 5:2-3 – 生於伯利恆  馬太福音 2:5-6 

撒迦利亞書 – 因 30 塊錢被賣 馬太福音 26:15 

以賽亞書 53:12 – 與罪犯一同釘死 馬太福音 27:38 

詩篇 34:20 –  骨頭一根也不折斷 約翰福音 19:33 

以賽亞書 53:9 – 葬於有錢人的墓 馬太福音 27:57-60 

 

耶穌是主  他所實現的預言、他所活出來的生活、他所行的神蹟、他對自己所做的宣言、別

人對他是誰所說的話、他的死、復活、及升到天堂---都指向一個事實，那就是他不只是一個人

而已，他是神。 

B. 耶穌也是全人 

耶穌不僅僅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聖經告訴我們當他活在世上的時候，他有著跟其他

的人一樣的特質。他從母腹而生(馬太福音 1:18-20)，和其他小孩一樣成長(路加福音 2:52)。他

有肉體—他經歷飢餓(馬可福音 11:12)和口渴(約翰福音 19:28)；他也會累(約翰福音 4:6)；他能

感受疼痛，受傷時也會流血(約翰福音 19:34)。他也有情感—他受試探(路加福音 4:1-13)；忍受

憤怒(馬可福音 3:5)；悲傷時落淚(約翰福音 11:35)；當他想到迫近的死亡時的傷痛(路加福音

22:44)。由此看來，耶穌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C. 耶穌是唯一的一位從死裡復活的宗教領袖 

 四個福音書記載著耶穌從墳墓裡復活(同時哥林多前書 15:1-8 也有)。以下是耶穌和世上其他宗

教領袖的比較。 

   穆罕默德的墳墓  - 非空墓 

   佛祖的墳墓  - 非空墓 

   孔子的墳墓  - 非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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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墳墓  - 空的墳墓!! 

 因此，我們可以如此總結，耶穌是從死裡復活的神人！ 

耶穌為何要來？ 

1. 耶穌為何必須要來到世上？請讀羅馬書 3:23 並寫下你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因為世人都犯了罪，我們都需要罪的饒恕。希伯來書 9:22 及利未記 17:11 告訴我們要如何罪

才可以得赦？ 

 

在舊約中，以色列人必須定期帶牲物到祭司前獻祭，以求罪得饒恕。這些羊必須是完美無暇

的。祭司會宰殺這些祭物並將血灑在祭壇上以表示暫時性罪的遮蓋，如此的獻祭是耶穌要來的

預表。請看以下的經文並寫下相關耶穌的部分：  

a. 約翰福音 1: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彼得前書 1:18-19 在 19 節中，耶穌被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節中，耶穌的血為你做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是“神的羔羊”，他的死不是只有暫時遮掩我們的罪而已，而是將我們的罪洗清。他用自

己寶貴的血救贖了我們(救贖的意思為〝脫離綑綁，通常必須要付代價〞) 

3. 耶穌知道如果和父神沒有建立關係的話，生命會是空虛沒有意義的。他也知道和父神沒有

建立關係的話，人便無法經歷天國的永生。 

a. 耶穌為何來到世上？ 

  約翰福音 10: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耶穌將永生給誰？ 

  約翰福音 3:16-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耶穌來拯救誰？ 

  路加福音 19: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因為愛我們來到世上，他希望和我們建立關係並將永生給我們。但是有罪的人是無法和聖

潔的神建立關係的，所以耶穌犧牲自己使我們的罪得饒恕，讓我們可以成為聖潔。約翰福音 15:13

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的確，耶穌是如此的愛著我們!! 

 

耶穌要再次回到世上 

耶穌今日活著，而且積極的參與這世上的事及基督徒的生命，儘管他並非如兩千年前活生生的活

在這世上，但是聖經告訴我們耶穌未來會再次回到這世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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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考以下的經文並寫下經文中有關耶穌再次回來的訊息： 

  a. 約翰福音 14: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帖撒羅尼迦後書 1:7-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使徒行傳 1:9-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新約聖經中有超過 300 處的經文提到有關耶穌的再來！沒有人知道耶穌何時會回到這個世界，

但是從以上的經文可以看出耶穌希望我們能行在聖潔中並且熱切的等候他的再臨(請看約翰一書

3:2-3)。當耶穌再臨的時候，大家都會看到他並且承認他的確是主！對於基督徒而言，這會是喜樂

的一天，但是對於那些拒絕他的人，會有令人恐懼的審判等著他們。那些承認耶穌為救主的人可

以進入天國承受永生，但是對於那些不願意對主有信心的人，會與主永遠隔離，並且接受永遠的

懲罰(請看啟示錄 20:11-15)。 

 

認識耶穌是救主、是神 

要成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必須了接耶穌是誰及他為什麼要到世界上來。但是了解是不夠的，我們

還必須相信他。但是相信他也仍舊不完全，聖經告訴我們即便是鬼魔也信(雅各書 2:19)！要成為

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必須將信心放在神身上 - 我們必須做一個切身的決定來信靠神，並且將

我們的生命交託給神。 

耶穌基督的福音可以被總歸為 5 點： 

 

1. 天國是一個免費的禮物 

你們得就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

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 

  天國並不是賺來的或是我們應得的。當我們了解聖經如何談到人，我們便能更清楚這裡所

說的。 

2. 每個人都是罪人而且與神隔離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 3:23) 

每一位在世的人都無法達到神完美的標準，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罪人與與聖潔的神

分離。就如同我們不能將五個好蛋與一個壞掉的蛋打在一起做成一道菜，還期望別人來接

受它；同樣的，我們對主奉獻上的生命或許有世人所謂好的東西，卻也有不好的行為及想

法在其中，我們確仍然期望神能接受。為什麼罪人無法進入神神聖的天國，探討此一問題

的原因讓我們能更進一步來看聖經如何談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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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是仁慈的、也是公義的 

 因為神是慈愛的，他並不希望我們因罪而在地獄裡接受審判；但也因為神也是公義的，所

以必須有人因我們的罪而受審判。因此，在神的面前必須要有個贖價好讓罪人可以進入天

國。所以既是仁慈的神、也是公義的神要如何同時解決此一個矛盾的問題？方法就是以顯

出他的慈愛，神為我們差派耶穌來到世界上，當耶穌為我們的刑罰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就

成就了神的公義。因此，我們就可以確信聖經上所寫的“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耶穌愛你是如此的深，他寧願死，也不願在永生中沒有你的同在。 

 

4. 耶穌是我們到神那裡去的橋樑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摩太前書

2:5) 

我們在此章中已經看到，耶穌是那位神人，那位唯一介於聖潔的神與有罪的人中間的中

保。我們可以選擇為自己的罪接受在地獄中的刑罰，也可以選擇為我們的罪在十架上付上

代價的耶穌，來免除神公義的刑罰(羅馬書 5:9)。假如我們選擇耶穌，那他在十架上的死成

為讓我們與聖潔神建立關係的’橋樑’。 

有些人想藉著做好事、宗教、道德、或是其他的方法來建立一個到神那裡的橋樑，聖經告

訴我們所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因為惟有十架上的基督可以讓我們與神建立關係。 

有人說宗教可以用兩個英文字母來代表‖D-O‖ (做)，所有的宗教告訴我們要’做’這個，’做’

那個，好修得到天家的路。基督教的教義卻可以用四個字母來表示‖D-O-N-E‖(完成、成

就)，耶穌已經為我們’成就’了。藉由他的死與復活，耶穌為我們的罪付上代價，並且給我

們天國的禮物，我們只要靠著信心便可以接受這個免費的禮物。 

 

5. 永生的禮物要靠著信心來接受 

你必須要個人接受耶穌基督(羅馬書 5:17;10:13 和約翰福音 1:12)，光知道有關耶穌的事實是

不夠的，你必須要個人接受耶穌以成為一位基督徒及承受永生。舉個例子：光相信止痛藥

可以治療頭痛並不會讓疼痛減輕 - 你必須要服藥，去’接受它’，如此止痛藥才會有效。同樣

的，單單知道有關耶穌的事情並無法拯救你從你罪的代價出來 - 你必須做一個決定來信靠

神，並接受他成為你的救主及你的神。 

聖經如此說‖凡乎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們必須完全來相信耶穌，以和他建立關係。然後

進入天國。只需要在你的心中如此禱告‖主耶穌基督，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並不配接受永

生。但是我相信你為我死、並從墳墓裡復活，為我在天國預備地方。耶穌，我要悔改離開

罪，轉而將信心放在十架上的耶穌。求進入我的生命中並掌管我的生命，我將完全信靠你

的救贖，也接受你所賜永生的這個免費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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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已經接受耶穌成為你的救主及神，並將生命交在他的手中？____是  ____否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 3:36) 

 

你覺得耶穌是誰？ 

 

在本章中你已經讀過一些有關耶穌的基本事實，請用你自己的話語寫下你覺得耶穌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靈修默想 

我們要用約翰福音 15:15 來靈修默想結束這一章，耶穌在這一段經文中說：以後我不再稱

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

經都告訴你們了。有一首詩歌叫做‖耶穌，乃是罪人的朋友‖更是提醒我們這美好的事實。 

 

讓我們自我提醒耶穌是那位神人，為我們死及復活，同時也是那位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比

任何人都要更親近你的朋友。 

 

讓我們一同來思考 D. James Kennedy 所總結福音的一段話： 

―神是聖潔的而我們是有罪的，這就是問題所在。但是假如問題僅就如此，神可以很快的解

決它，他可以將我們全送到地獄去。但是神是慈愛的，並且是有無盡的愛，就因為他愛我

們，他差自己的獨生子來到世界，並將我們所有的過犯與罪讓耶穌承擔。在我成為一位父

親之後，有一件事最令我不解的就是神將所有對人類的刑罰加在他自己的兒子身上；讓耶

穌在肉體及心靈上為我們罪的緣故無盡的承受刑罰。一如我告訴別人的--你的問題是很簡

單的 - 罪必須受神的刑罰，但是問題是，是你要在地獄接受永遠的刑罰或是耶穌為你罪的

緣故被釘十字架呢？假如你寧願選擇後者，你必須拋棄信靠自己，為你自己的罪悔改，接

受耶穌進入心裡成為你的救主及神，相信耶穌死的贖價成為你救贖的唯一希望。而神的應

許就是‖凡信靠我的人就承受了永生‖，這就是福音。‖ 

 

願你在思考這些話語時，你對耶穌的愛會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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