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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四福音與歷史書 第三堂 基督的生平與身位 

在全部聖經中只有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這四本書被稱為福音書，本課程將由四卷福音

書來學習：「基督的生平與身位」、「基督的生命與性格」、「基督的工作與禱告」、

「基督的教導與比喻」。 
 
一、耶穌基督的生平 

(一) 耶穌的降生與童年 

太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 
可 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路 1: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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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穌的降生（太一 1 至二 23、可一 1、路一 1 至二 52）：只有馬太和路加福音描述耶

穌的降生。由於兩者採取不同角度撰寫，故相似之處不多。 

(1) 獲知耶穌的降世：透過夢境(太)、透過天使(路) 

(2) 耶穌降生的目的：是來拯救百姓脫離罪惡的(太) 

太 1:21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

來。 

 (3) 報佳音者：聖誕星向博士(太)、天使向牧羊人及西面報喜訊(路) 

太 2: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路 2: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4) 家譜：從亞伯拉罕到耶穌(太)、從亞當到基督(路) 

馬太福音指出約瑟真實的家系，而路加福音則是馬利亞真實的家系。馬利亞和約瑟都是大

衛的後裔，約瑟屬於所羅門的家系，而馬利亞屬於拿單的家系。 

2. 在拿撒勒的童年：耶穌 12 歲時，在聖殿裏，坐在猶太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路二

41-50）。年少的耶穌已深知祂降世的神聖使命。雖然如此，路加記載耶穌向來是個孝順

的孩子（路二 51）。祂在拿撒勒度過 30 年卑微的生活，從約瑟學懂了木匠的手藝。 

路 2:49 耶穌說、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30 年唯一的一句話) 
路 2:51 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

裏。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年紀〕、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二)公開傳道的準備 (太三 1~四 11、可一 2~13、路三 1~四 13、約) 

1. 約翰的洗：施洗約翰的洗是悔改的洗，耶穌受洗是為表明祂到來是要預備替人贖罪。耶

穌受洗的最重要一幕，便是天上有聲音宣告祂是神所喜悅的愛子。 

可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11 又有聲音從

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約 1:31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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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受試探：假如耶穌的受洗反映祂事奉的本質，那麼，祂受試探便展示祂將來傳道時

身處的境況了。這是與邪靈正面爭戰，也勾畫出耶穌整個事奉的特點。馬太和路加福音均

記載耶穌受魔鬼試探的詳情。魔鬼並不是質疑主耶穌乃神兒子的身份，而是要引誘主運用

神的大能來滿足肉身的需要，站錯地位，只作「神子」，不作「人子」。神兒子經過這一

場考驗的爭戰，站在得勝的地位上，作新造人類的元首，進入最重要三年半的公開職事。 

(三)在加利利傳道 (太四 12~廿十、可一 14~十、路四 14~十九 28) 

1. 呼召門徒：約翰福音記載耶穌第一次呼召門徒叫他們得救。對觀福音記載耶穌呼召四個

門徒，他們便撇下漁船，來跟從耶穌（太四 18-22；可一 16-20；路五 1-11）叫他們得

人。另一個重要的呼召臨到利未，亦即稅吏馬太，另一個則是奮銳黨的西門。 

2. 登山寶訓：馬太對耶穌的夫子身分印象尤其深刻，故他詳細記述祂的教訓。登山寶訓表

達了深刻的教導，滿有倫理特色，耶穌似乎在當中提倡摩西律法，並且遠超越它。登山寶

訓以八福開始，訓示有關道德及屬靈的價值觀，是天國子民的律例典章。 

3. 醫病趕鬼：不少醫治趕鬼神蹟貫穿福音書中。顯示耶穌有能力勝過肉體的疾病，尤其表

現出耶穌的身分。由於耶穌的傳道工作是在屬靈爭戰中進行，這在祂遇到的試探裏表明出

來，所以，祂是世界的光，便須與黑暗權勢對抗。 

太 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4. 人群的反應：在早期的傳道工作中，耶穌甚受百姓歡迎（太四 23-25）。這種受歡迎程

度無疑流於表面，而且對耶穌的使命所包含的屬靈目的沒有認識。 

5. 裝備十二門徒：對觀福音各提供了十二門徒的整個名單（太十 2-4；可三 16-19；路六

14-16）。馬太及馬可福音均有記載他們對抗邪靈的權柄。換言之，這些人都與耶穌一

樣，要參與屬靈的爭戰。對觀福音詳細地記下耶穌差遣他們往外傳道前，對他們的特別訓

誨（太十 5-42；可六 7-13；路九 1-6）。 

6. 「我是」的神：生命的糧(約 6:51)；世界的光(約 8:12)；羊的門(約 10:7)；好牧人(約
10:14) ；復活與生命(約 11:25) ；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葡萄樹(約 15:5) 

7. 以比喻作教導：馬太福音記載了耶穌的講論範例。以天國的比喻為題，載於馬太福音第

十三章。除此以外，馬太福音亦記載其他有關天國的比喻，路加福音則傾向保留一些與天

國主題不大關連的比喻。符類福音中，以馬可福音所載的比喻最少。比喻相當寶貴，因為

它能激發思想，而且較容易銘記於心，日後依舊能向讀者發出挑戰。 

8. 登山變像：耶穌往該撒利亞腓立比去，那裏成為祂傳道工作的轉捩點（太十六 13-20；

可八 27-38；路九 18-28）。耶穌在那裏向門徒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說我人子是

誰」，結果引出彼得著名的認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聽見這話便指

出，祂要把祂的教會建在「這磐石」上（只記載在馬太福音）。當耶穌在三個門徒面前變

象（太十七 1-8），進一步啟示祂的基督身分，祂就是榮耀國度的實際。 

(四)受難週 (太廿一 1~廿七 66、可十一 1~十五 47、路十九 29~廿三 56) 

1. 耶路撒冷：所有福音書均記述耶穌榮耀地進入耶路撒冷的情景，反映他們都重視它。群

眾歡呼迎接祂，但整幅圖畫在數天後卻完全改變了，群眾喊著要釘死耶穌。 

約 12:12 第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13 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

接他、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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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15 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 

當所有門徒圍著祂，耶穌便向他們展示將要發生的事，尤其關於末世的事情。祂重申祂會

再來，並提及祂再來以先將會出現的徵兆（太二十四 25；可十三；路二十一）。這教導

的目的，是要向門徒挑戰，要他們儆醒預備主來。 

太 24: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2. 最後晚餐：耶穌死前的晚上，與門徒同席，祂以簡單的方法，揭示祂受死的意義，讓門

徒明白。為此，祂選擇了餅和酒，因這些東西都是當時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透過這象徵

的意義，耶穌解釋祂即將面對的死亡──祂的身體為人而擘開，又流出祂的寶血。 

太 26:26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

是我的身體。27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28 因為

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3. 禱告和被拿：在樓房吃過最後晚餐，耶穌直往客西馬尼園去，以沈重憂傷的心向天父禱

告。路加福音提到耶穌汗如血點，十分痛苦。在此我們看見耶穌為要認同人的需要，付上

何等代價。祂祈求事情的改變，但又順服在天父的旨意下。面對猶大時，耶穌卻表現出祂

的尊貴，祂稱賣祂的人為「朋友」（太二十六 50）。即使被拿，甚至被帶著刀棒的群眾

叱喝，祂仍毫不反抗（太二十六 55）。 

太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

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約 18:8 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我我我就是是是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罷。 

(五)被釘和復活 (太廿十六 1~廿十八 20、可十四 1~十六 18、路廿十二 1~廿十四 53) 

1. 受審與受死：耶穌最先被帶到大祭司亞那家裏初審。其後，在彼拉多和希律這些並不公

正嚴明的人審訊下，耶穌不言不語（太二十七 14；路二十三 9）。這位受感動的巡撫宣告

耶穌無罪，並讓群眾決定究竟釋放耶穌還是巴拉巴。他藉著洗手，公開宣稱他沒有分兒殺

害耶穌，隨之將耶穌鞭打，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他們殘酷地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拈鬮

祂的衣服，面對這一切羞辱和苦難，耶穌仍關注與祂同釘十架、仍不悔改的犯人，以及祂

的母親，而且祈求天父赦免那些釘死祂的人。最後，祂發出「成了」勝利的呼喊。 

2. 復活與顯現：從亞利馬太來的約瑟，向彼拉多要求領回耶穌的身體。他與尼哥底母把耶

穌的身體安放在新的墳墓裏。福音書的作者集中描述的，不僅是耶穌在復活那天的顯現，

還包括祂後來的顯現。 

路 24:6 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7 說、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 
約 20:29 耶穌對他(多馬)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3. 升天：從主復活以後直到正式升天，一共在地上停留了四十天。 

徒 1:3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

現、講說 神國的事。(屬地轉向屬天、外面轉向裡面) 
可 16:19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邊。 
路 24:50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51 正祝福的時候、他就離開他

們、被帶到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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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穌基督的身位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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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

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一) 祂是真正的人（truly human） 

耶穌基督是真實的人，具有完全的人性。祂稱自己爲人；也被稱爲人。 

太 1: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

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太 11:19 人子來了、也喫、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

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 

可 6:3 這不是那木匠麼．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麼．他妹妹們不

也是在我們這裏麼．他們就厭棄他。〔厭棄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二) 祂真正是神（truly Divine）(約 10:30 我與父原為一。) 

主耶穌基督是真神(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Very God)，祂是永恆的、無限的、全知的、全

能的；祂曾經創造了天地，並一直在加以維持和統管；祂必須受到尊崇、敬拜和信奉。 

約 8: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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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I AM」就是舊約神的名字「自有永有」)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 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此，明顯的看到了三位一體的三個位格，即父、子、聖靈，然而它們都聯合在同一個名

下。因此基督將自己同父和聖靈擺在一起，祂們是同一位神。 

(三) 人性和神性在祂一個身位中合而為一（one Person） 

祂是「人子」，又是「神子」(參太十六 13 人子，16 神的兒子)；祂是神而人，兼具神性

和人性。就祂的神性說，祂完全是神；就祂的人性說，祂也完全是人。 

名字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人子 30 14 25 12 
耶穌 142 77 84 239 
神的兒子 9 3 6 9 
基督 9 5 11 16 
主 59 10 57 48 

 

使徒信經（The Apostles，Creed ) 

我信神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宰；我信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由聖靈懷孕，由

童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害，被釘十字架，死了並被埋葬；祂曾下到陰

間；第三天由死裡復活；祂升入天國，並且坐在神全能的父的右邊，將來祂必從那裡降

臨，審判活人和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