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关于耶稣的考证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认为耶稣是谁？有些人说祂是一位“大
师”。另一些人说祂是一位“先知”，或是一位“哲学家”，或是一位“西
方的神”，或是一位“好人”，因为祂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 

    其实耶稣并不只是一位大师兼先知，祂也远胜于一名哲学家，
或足以效法的好人。耶稣不是西方人，所以不能称祂是一位西方
的神。祂并未做一件使人成名的事，然而，祂的生命影响了全世
界。祂没有建造任何纪念碑，也没有掌管一支军队。事实上，祂
从未出过远门。奇妙的是，祂出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今天却有数
亿的人声称认识祂本人。他们说祂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并愿意为
祂而死。祂到底是谁？   



  

 

在本课你将学习到 
    圣经向我们展示耶稣是谁 
    个人经历告示我们耶稣是谁 

本课将帮助你 
知道可以从哪里找到耶稣言行的真实记录 
描述耶稣传记的作者 
阅读有关人们今天对耶稣的评述 
开始亲身了解耶稣 

圣经向我们展示耶稣是谁 
目标 1 说明你可以倚靠圣经来认识耶稣是谁的理由 

圣经的准确性．．．．．． 

    要知耶稣是谁，可从一本书中找到答案，它准确地记载了耶



  

稣的生平事迹和祂的教训──圣经。圣经包括六十六卷书，是由大
约三十五至四十位作者所写成的。 

 

    圣经的作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职业。他们当中有学者、医生、
君王、先知、祭司、商人、农夫、牧者、官员和渔民等。他们生
活在大约一千六百年不同的时代中。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且有如
下共同之处: 

    一、他们同拜一位神──耶和华──宇宙的创造主。 

    二、他们每一个人都蒙神向他们显现，而且都愿意接受神的
信息，传给世人。 

    三、他们都将神所吩咐的事记录下来。 

    神保守这些人毫无错误地撰写过去的事，以及预言未来的事，
并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环境中传达神的信息给世人。在很多年
前，这些由神启示的作品汇集成书──圣经。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
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注意：以上引用的经文前面说出了经文的出处，告诉你这节
经文出自圣经的哪卷书、哪一章、哪一节。 

    圣经各方面都是准确的，从每一个细节上，从历史和科学的
角度来看都是准确的。它所记载关于国家与个人的成百上千的预
言都无一不成为事实，这些足以证明它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
倚靠圣经来了解耶稣是谁。 

习题 

1 下列关于所有圣经作者的句子中有 3 个是对的，在其前的字母
上划圈。 

a) 他们都生活在同一时代。 
b) 他们崇拜同一位神。 
c) 他们崇拜许多的神。 
d) 他们从神那里接受信息。 
e) 他们随己意撰写经文。 
f) 他们按照神所说的话而撰写。 
g) 他们的书中都有错误。 

2 我们可以倚靠圣经来认识耶稣是谁，因为圣经是： 
a) 又长又具体。 
b) 小书卷的汇聚。 
c) 从神而来的准确信息。 

圣经的主题．．．．． 



  

    为什么要将大约四十个人历时超过一千六百年所写成的六十
六卷书汇成一本呢？因为这六十六卷书的主题只有一个。这些书
卷向我们展示同一幅画的不同画面。圣经各卷所载的历史、律法、
诗歌、预言、传记和实用的教训等都有同一的中心主题——一位
慈爱的神赐给罪人的救恩。 

 

    圣经的两部份——旧约与新约——指示我们世人需要一位救
主，并且神预备耶稣这位救主。旧约是写在耶稣降世以前，包罗
许多关于祂的预言。新约则告诉我们，这位救主怎样降临，以及
我们怎样靠祂得救。全部圣经的主题──人类的救恩──集中在耶稣
这位人类的救主身上。 

习题 

3、圣经的中心主题是人类的救恩出自  
a) 更好的律法。 
b) 救主耶稣。 
c) 优良的环境。 



  

d) 改进了的宗教。 

4、下列各词组出自圣经的哪一部份，在前面写出代表圣经部份的
数字。 
      a）讲述救主怎样来到                 1)旧约 
      b）描述救主生平及我们怎样靠他得救    2)新约            
      c）有许多预言，讲述将要来的救主                       

新约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迹．．．．．．．．．．． 

新约记载下面的事迹: 
(1) 耶稣的生活和祂的教训。 
(2) 祂所创建的教会。 
(3) 跟从耶稣的条件。 
(4) 关于耶稣再来的事情。 

    新约的正确性，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因为是神拣选的人撰写
了此书，神将要写作的每个细节都启示给他们。有三件事足以使
我们确信新约的记载是真实的: (1)神的感动， (2)作者是见证人， 
(3)对所有事实进行的有系统的查考。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个人所写的福音书，是以他们自
己的名字作为书名。这四卷书是新约的首四卷书，我们称之为福
音书，因为“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耶稣降世赐给我们永生的福
音，乃是 好的信息。 



  

 

    我们看待人的观点是不同，试看你所认识的一个人，对这个
人来说他是邻人，对于那个人他是朋友，而对于另外的人来说呢，
他是丈夫、父亲、或工人。他们都能描写这一个人的事，但他们
对这人却会有不同的看法及不同的注重。 

    神启示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个人，以不同的观点撰写
关于耶稣的好消息。 

    马太指示我们，耶稣乃是一位君王——将以公义来统治世界
的大卫王的后裔。 

    马可指示我们，耶稣是神的仆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旧约
预言所描写的那位受苦的仆人，祂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受死。 

    路加是一位希腊的医生。他展现给我们的耶稣乃是“人子”，是
全人类完美的代表，又是全人类所有疾病的医治者。 

    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却使我们知道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是救
世主。他的书所记载的是一位他熟知的人的生平。他和祂之间有
着密切的交往。约翰是以证人的立场写作——证明耶稣是谁。其



  

目的是要使所有读者信服耶稣不仅仅是人，祂原是神，而以人的
样式来到世间。祂宣告说，凡信耶稣的人可得永生。这是一个伟
大的宣告，好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
耶稣的其他信徒对祂的描述时，看到他们完全是一致的。他们各
人所写关于耶稣的事迹，都是真实的。 

    马太和约翰乃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两位。他们二人追随耶
稣传道，历时三年。所以他们两人所写的都是亲身目睹耶稣所行
的神迹奇事，并记录一些耶稣的教训，以及他们两人亲眼见到耶
稣的受死和复活的情形。约翰为耶稣的神性作见证，而着重在信
祂的重要性。马太在尚未成为耶稣门徒之前，曾经做过查考官方
历史文献的工作，所以他能够有系统的，列举考据，证明耶稣就
是旧约时期的先知所写的君王。他引述那些预言和应验，追溯耶
稣的王族世系，并叙述祂国度的法规。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时，马可还是住在那里的一个青年人。
他可能常常混杂于人群中聆听耶稣的讲道，目睹耶稣所行的神迹
奇事，而且看到祂被钉十字架。后来，他与彼得（耶稣门徒之一）
密切结交。所以，他所写的福音书里面，有些细节可能是由彼得
提供的。 

    路加医生详细考查了关于耶稣的各种传闻。他写了两部书（路
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赠给一位显赫的朋友，书中准确地记载了耶
稣生平及其教会的发展情形。路加曾谒见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和许
多其他的人，打听关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受死和复活等细节。



  

他考证了许多经耶稣医好的疾病，并将当时的情形描绘出来。 

    其余撰写新约的人──彼得、雅各、犹大和保罗，都是很有资
格记录有关耶稣的事迹。彼得作为门徒追随耶稣，历时三年；雅
各和犹大乃是耶稣的弟兄；保罗曾是耶稣及其门徒的死对头。但
当他在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从那时起，
他终身向人传讲耶稣。 

    神感动这些人，为我们(也为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写下了他们所
知关于耶稣的事迹，他们的记录全部互相符合。他们用自己的经
验告诉我们怎样认识耶稣，而得分享祂所赐的奇妙生命。约翰总
结说: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
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约翰一书 1：3 

习题  

5 熟记约翰一书 1：3。 

6 新约关于耶稣的记载是 
a）是认识耶稣的人或那些从认识耶稣的人那里得知有关耶稣的

事实的人所作的记录。 
b）是一个发生在第一世纪的民间英雄传说的汇篇。 
c）是由历代口传的故事，改写而成的记录。 

7 下列句子中，有几个提供了圣经描述耶稣的可靠性的理由，在
这几个句子前的字母上划圈。 



  

a) 圣经里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许多年以前的中东。 
b) 福音书的作者认识耶稣本人，或者采访过认识耶稣的人。 
c) 所有的圣经作者都是被神感动而写作的。 
d) 圣经包含诗歌、历史和律法。 
e) 圣经里数百的预言都完全应验。 

个人经历告示我们耶稣是谁 

目标 2 找出从个人经历中认识耶稣是谁的方法。 

    耶稣现在活着，并且我们可以亲身认识他！这是福音的一部
分。耶稣在很久以前为人们所做的事，现在仍然在做。 

别人的经验．．．．． 

   你有无相识的人,他是亲自认识耶稣的呢？这不是指任何仅仅
熟悉关于耶稣的事迹，或仅是属于某基督教会的人。亲身认识耶
稣是会改变人的生命。今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确实是认识耶稣的。
他们会乐意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他们当中有些人会这样说:“我曾
常常憎恨每一个人，但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之后，祂就改变了
我，现在我爱他人，而且要帮助他人。” 

    “我曾常有负罪感，但经我祈求耶稣赦罪之后，祂就完全赦免
我的罪，并赐给我喜乐平安和一颗洁净的心。” 

   “耶稣已经指明我活下去的理由和生命的目标。” 

   “耶稣是解决我所有难题的答案。在祷告中，我把所有的事情都
交托祂，祂就指示我如何去做，并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我不再感觉孤单了，因为耶稣常与我同在。” 

   “我曾陷入吸食海洛英的毒井中，但当我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
时，祂就把我的毒瘾消除了。” 

   “耶稣垂听祷告，多次医好了我。” 

    上面的见证，加上数以千计的其它见证，都是由今日真正认
识耶稣的人所作的，它们足以显示圣经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希伯来书 13：8 

 

习题 

8  读 5 遍希伯来书 13：8 并背诵。 

9 设想：你若听到有些人讲述他们与耶稣同在的种种经历，正如
上文所说的一样，你会有何种感想呢？你也想认识耶稣吗？听
了这些真实的见证，你是否相信，认识耶稣也可能帮助你解决
一些难题？ 

自己的经历．．．．． 

    你怎样才能用 好的方法去认识耶稣是谁呢？你可从圣经中
获悉许多关于耶稣的事迹。在圣经中你可知道祂的生活情形和祂
的教训，也可明了祂为何要来到人间，以及为你做了什么事。圣
经告诉你，耶稣现今在做什么以及将来还会做什么。你也可从别
人的经验中了解关于耶稣的事。自从耶稣降生，经过了多年直到



  

今时，人们已经发现，耶稣总是向那些诚心想要认识祂的人显露
祂自己。 好的是你能亲自认识祂，而且能亲身体会圣经对祂所
论及的话确属真实。 

 

    在你一生中，也许你已经认识了耶稣，也许你从未听过许多
有关耶稣的事，也许你已经认识了祂并爱祂，或者好像保罗一样，
原是与耶稣为敌，亲身遇见耶稣之后，他的人生改变了，你也许
同样地反对过福音。不论你对于耶稣的认识如何，以及你对祂的
态度如何，这些课程的写成是要帮助你更好地亲身认识耶稣是谁。
当人亲身认识耶稣时，我们希望并祷告，愿你也能分享因着与耶
稣的亲密关系而得来的奇妙恩惠。 

习题 

10 在下列认识耶稣到底是谁的方法中，选择其中 好的三种，圈
上它们前面的字母。 

a) 研究圣经中关于耶稣的记载。 
b) 研究其它宗教所说有关耶稣的话。 
c) 比较各宗教的教训。 
d) 聆听耶稣为那些亲身认识祂的人所做的事。 



  

e) 亲自认识耶稣。 
f) 聆听人们对神的各种见解。 
g) 聆听敌对耶稣的人所说的话。 

11 你想更多地知道“耶稣是谁”吗？希望如此。这些课程将帮助你
了解耶稣以及祂能为你做什么。 

课文练习答案不是按顺序排列，为的是不让你提前看到下一
题的答案。 

第一课 答案 
4   a 2）新约 
    b 2）新约 

  c 1）旧约 
1   b） 他们敬拜同一位神。 
    d） 他们接受了从神而来的信息。 
    f)   他们按照神所说的话而撰写。 
6   a) 
2   c) 
7  全都正确，但 b，c 和 e 说明你能相信圣经所说耶稣是谁的理

由。 
3  b) 
10  a）  d）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