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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四福音與歷史書 第四堂 基督的生命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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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裏給我們看見，主和我們正當的關係，乃是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乃是當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之後，我們才能效法主。乃是當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之後，我們才能求祂加給我們力

量。生命形成性格，性格形成行為，所以看你的行為就知道你是何種生命。我們由四福音

書來認識基督的生命，追求更多的像基督，有祂的性格，活出祂的榮形。 

一、耶穌基督的生命 

(一) 永恆非受造的生命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2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3 萬物是藉著

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

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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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約 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二) 聖潔公義的生命 

徒 3:14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聖潔公義者聖潔公義者聖潔公義者、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

主、 神卻叫他從死裏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 

1. 主耶穌是聖者 
路 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

者、必稱為 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稱為聖稱為 神的兒子〕 
路 4:33 在會堂裏有一個人、被污鬼的精氣附著、大聲喊叫說、34 唉、拿撒勒的耶穌、

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我知道你是誰、乃是 神的聖者。 
約 6:68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69 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 神的聖者(the Holy One of God)。 

2. 主耶穌是義人 
太 27:24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

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罷。 
路 23:47 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 神說、這真是個義人。 

(三) 是光是愛的生命 

1. 光的生命 
約一 1:5 神就是光神就是光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路 1:78 因我們 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約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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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2:46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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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的生命 
約一 4: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神就是愛神就是愛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 
約 13: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約 13: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15: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 

(四) 平安喜樂的生命 

1. 平安的生命 
路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約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我的平安我的平安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

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約 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

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2. 喜樂的生命 
約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我的喜樂我的喜樂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 
約 17:13 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裏充滿我的喜樂。 

(五) 羔羊的生命 

啟 13: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

他。(the Lamb that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創世時被殺的羔羊) 
約 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

負〕世人罪孽的。 
腓 2: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 

1. 順服的生命 
約 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

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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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4:36, 路 22:42) 

2. 無聲的生命 
賽 53: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不開口〕他像羊羔

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太 27:13 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麼。14 耶穌仍不

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 

3. 掌權的生命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

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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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穌基督的捨命 

(一) 主捨命作多人贖價 

太 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可 10:45)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路 22:19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

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

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二) 主甘願捨命顯明神的愛 

約 10: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

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約 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羅 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

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三) 主捨命為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 
約 6: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 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三、耶穌基督的性格 

(一)  基督是柔和而謙卑的 

太 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柔和謙卑柔和謙卑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

息。 

1. 柔軟而剛強 
太 11:26 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約 2:15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

他們的桌子。16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

賣的地方。 

2. 謙和而掌權 
太 20: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

他們。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亞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

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太 21:5 要對錫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又

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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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卑微而尊貴 
太 9:11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飯

呢。 
約 13: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

那裏去、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5 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

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二)  基督是不爭競也不喧嚷的 

太 12: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19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20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

勝．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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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督是注意內裏實際的 

太 12:6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7『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 
太 23:25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卻

盛滿了勒索和放蕩。26 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面也

乾淨了。 

(四)  基督是愛罪人卻恨惡罪的 

可 2:17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我來本不

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路 15:7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

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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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5:14 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

更加利害。 
約 8:10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11 他

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五)  基督是良善的 

詩 86:5 主阿、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可 10:18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主沒有按著我們的過犯來待我們，乃是按著祂的良善來待我們。) 
 
 
作業三：請列舉耶穌基督的生命和新約聖經給我們的命令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