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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  認識基督(四)─基督是一切  
(一) 基督是「我是」的神 

1. 「我是」的神─自有永有的 
出 3:1 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葉忒羅的羊群、一日領羊群往野外去、到了 神的山、

就是何烈山。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燄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不料、荊

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燬。3 摩西說、我要過去看這大異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

壞呢。4 耶和華 神見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說、摩西、摩西．他說、我

在這裏。5 神說、不要近前來、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來、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

地．6 又說、我是你父親的 神、是亞伯拉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 神。 
出 3:13 摩西對 神說、我到以色列人那裏、對他們說、你們祖宗的 神打發我到你們這

裏來．他們若問我說、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說甚麼呢。14 神對摩西說、我

是自有永有的(I AM THAT I AM 我是)．又說、你要對以色列人這樣說、那自有的

(I AM 我是)打發我到你們這裏來。 

2. 主耶穌就是「我是 I AM」的神 
約 8:24 所以我對你們說、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若不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約 8:28 所以耶穌說、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

憑著自己作的．我說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約 13:19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要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可以信我是

基督。 
約 18:5 他們回答說、找拿撒勒人耶穌。耶穌說、我就是。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

裏。6 耶穌一說我就是(I AM)、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約 18:8 耶穌說、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若找我、就讓這些人去罷。 

3. 主耶穌是生命的活水 
約 4:13 耶穌回答說、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14 人若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不渴．我所賜

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約 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說、人若渴了、可以到我這裏來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說、從他腹中要流出活水的江河來。 
啟 22:17 聖靈和新婦都說來。聽見的人也該說來。口渴的人也當來．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

生命的水喝。 

4. 「我是生命的糧」 
約 6:32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來的糧、不是摩西賜給你們的、乃是

我父將天上來的真糧賜給你們。33 因為 神的糧、就是那從天上降下來賜生命給

世界的。34 他們說、主阿、常將這糧賜給我們。35 耶穌說、我就是生命的糧．到

我這裏來的、必定不餓．信我的、永遠不渴。 
約 6:48 我就是生命的糧。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了。50 這是從天上降下

來的糧、叫人喫了就不死。51 我是從天上降下來生命的糧．人若喫這糧、就必永

遠活著．我所要賜的糧、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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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55 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

也常在他裏面。 

5. 「我是世界的光」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說、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不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 

6.「我是門」 
約 10: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8 凡在我以先來

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不聽他們。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來的、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喫。 
太 7: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路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14 引到

永生、那門是窄的(窄於基督)、路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7.「我是好牧人」 
約 10:10 盜賊來、無非要偷竊、殺害、毀壞．我來了、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

得的更豐盛。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識我的羊、我的羊也認識我。15 正如父認識我、我也認識父一

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彼前 2:25 你們從前好像迷路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靈魂的牧人監督了。 

8.「我是復活，我是生命」 
約 11:24 馬大說、我知道在末日復活的時候、他必復活。25 耶穌對他說、復活在我、生命

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了、也必復活．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不死。你

信這話麼。27 馬大說、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就是那要臨

到世界的。 

9.「我是道路，真理，生命」 
約 14:6 耶穌說、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若不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1) 主是道路─主就是我們從這裏到神那裏去的道路，或者說，從這裏到神那裏去的方法；

有主就有道路，沒有主就沒有道路；有主就有方法，沒有主就沒有方法。 
來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了一條

又新又活的路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2) 主是真理─真理是基督自己。真理不是講到基督的話，真理不是基督論，真理是基督。 
約 1:14 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我們也見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3) 主是生命─我們的生命是一個活的人，是基督在我們身上彰顯出祂自己。 
約一 1:1 論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見所看見、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來、我們也看見過、現在又作見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

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10. 「我是真葡萄樹」 
約 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離了我、你們就不能作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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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西 3:11 在此並不分希利尼人、猶太人、受割禮的、未受割禮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

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切、又住在各人之內。 
主說我就是世上的光，祂不是說我能夠給你們光，乃是祂作我們的光。主說我就是生命的

糧，祂不是說我能夠賞賜你們生命的糧，乃是祂作生命的糧給我們。主說我就是道路，祂不

是說我能夠指引你們走道路，乃是祂就是我們的路。主說我就是真理，祂不是說我能夠教導

你們一個真理，乃是祂就是真理。主說我就是生命；祂不是說我能夠給你們生命。在我們的

經歷中只有基督，凡祂所賜給的，都是祂自己。 

1. 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林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 
神不是把智慧賜給我們，神是把基督賜給我們，基督就是我們的智慧。神不是把義賜給我

們，神是把基督賜給我們，基督就是我們的義。神不是把聖潔賜給我們，神是把基督賜給我

們，基督就是我們的聖潔。神不是把救贖賜給我們，神是把基督賜給我們，基督就是我們的

救贖。有了基督就有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沒有基督這些就都沒有。 

2.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西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加 5:22 聖靈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樂、和平、忍耐、恩慈、良善、信實、23 溫柔、

節制．這樣的事、沒有律法禁止。 
神是把基督自己給我們，是基督，是一個活的主。神沒有給我們謙卑，神沒有給我們忍耐，

神沒有給我們溫柔，神是把整個的基督給我們。是祂作我們的謙卑，是祂作我們的忍耐，是

祂作我們的溫柔。我們自己作出忍耐的行為和基督就是忍耐，是不同的兩件事。今天我們如

果忍耐，不是我們忍耐，是祂在我們裏面忍耐。 
主是一切，又住在一切裏面。聖靈的果子不是學來的，必須是基督的活出。 

3. 基督是神計畫的中心 
啟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了萬物、並且萬

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弗 1: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9 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

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

地上一切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了基業、［得或

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行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豫定的． 
腓 2:9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叫一切在天上的、地

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不屈膝、11 無不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

歸與父 神。 
林前 8:6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

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羅 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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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督還要再來 
徒 1:11 加利利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離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見他怎

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來。 
1. 提接聖徒，在空中與主相遇 
帖前 4: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降臨、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 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裏死了的人必先復活。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留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

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2. 以色列全家都要悔改得救 
羅 11:26 於是以色列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來、要消除

雅各家的一切罪惡。』 

3. 主降臨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帖後 2:8 那時這不法的人、必顯露出來．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降臨的榮光廢掉

他。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說、世上的國、成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4. 要忍耐等候主來 
雅 5: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來。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

得了秋雨春雨。8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來的日子近了。9 弟兄

們、你們不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了。 

5. 將來必成的事－末日的異象(啟 4:1-22:21) 
(1)  禧年以前(啟 4:1-19:4) 
   a. 天上的寶座－在寶座上的神、配揭開七印的羔羊 
   b. 地上的災難－七印災、七號災、七碗災 
(2) 禧年之時－羔羊婚筵、千年國度(啟 19:5-20:6) 
(3) 禧年以後(啟 20:7-22) 
   a. 撒但的永世－被扔在硫磺的火湖裏 
   b. 新天新地 
   c. 聖城新耶路撒冷－新婦、羔羊的妻 
 
啟 22:7 看哪、我必快來。凡遵守這書上豫言的有福了。 
啟 22:20  證明這事的說、是了．我必快來。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