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   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应许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父母应许为儿女做事，政治家、 商
人及商店老板给人应许。我们都有过等候别人履行他们的应许的
经历，有时我们要等候很长时间，有时我们完全失望。 

神也给予应许，耶稣出生数世纪之前，神就应许弥赛亚（受
膏者）要来。祂藉先知说话，描述这是一位怎样的人以及祂能作
什么。 

耶稣来的时候，许多知道这些预言的人注意到十分重要的事：
耶稣所说所做的与这些预言的描述完全吻合。他们认识到耶稣就
是神应许所要差来的弥赛亚，神实现了祂的应许！ 

你在本课将学习有关耶稣的各种预言，其中的奇妙事要向你
展现出来。 



  

 

 

在本课你将学习到 
理解什么是圣经预言 
查考关于弥赛亚的各种事实 

本课将帮助你 
认识各种圣经预言          
解释耶稣怎么会是所应许的弥赛亚 
体会圣经预言的价值 

理解什么是圣经预言    

目标 1 找出描述经预言的本质及重要性的句子。  

圣经预言是神藉着祂的众使者，即众先知传给祂子民的各项
信息。藉着这些先知们，神要让祂的子民知道祂要他们做什么事，
并且指示他们许多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 



  

神感动这些先知写下了祂所赐的各种启示，我们可从圣经中
读到这些启示。他们关于未来事件的预言，使圣经不同于其它宗
教的经典。其中有一些预言已准确的应验了，有些预言现在正应
验在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些也必在将来成全。 

 

预言的重要性．．．．．． 

圣经预言的应验，可使我们相信圣经之所以被称为“神的话”
是真实的。试想，除了神之外，谁能在几百年前详细的预知未来
的事而能准确的说出某人某地某时发生某事呢？神在事先显示祂
的旨意，然后按着祂藉着祂的众先知所说的话，逐一兑现，做成
一切，而证实了圣经的启示性。 

旧约所记载有关一位将要来临的救世主的种种预言，是极为
重要的，其理由有三个： 

一、我们可以将耶稣的生平和这些预言进行对比，来看耶稣
是否真正的是神所应许的救世主。 



  

二、我们藉着这些预言，可更明了“耶稣是谁“，以及祂为什么
要到世间来。而对于祂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要作的事，也可得
到指示。 

    三、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按着祂的应许而行事的。关于耶稣
首次降临的预言已不折不扣地应验， 同样，关于祂的第二次降临
也必在将来应验。 

习题 

1．圣经所预言的未来事件是 
a) 先知从死人的鬼魂得来的信息。 
b) 先知从研究星象得来的预言。 
c) 神藉着祂的众先知，启示出来的。 

2．关于有一位救主将要到来的各项预言很重要，是因为它们 
a) 证明神实行祂的应许。 
b) 描述圣经时代的政治形势。 
c) 包含许多有趣的图表。 

弥赛亚预言的发展．．．．．．．． 

我们称那些有关救世主的预言为“弥赛亚的预言”。这是从希伯
来文“弥赛亚”的名称而来的，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祭司、先
知和君王们在旧约时期中，被油膏抹显示他们是由神所拣选出来
分别担任神所派定的工作。将要来的弥赛亚则由神用圣灵膏抹而
担任祂的工作。祂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份。弥赛亚译成希腊



  

文便是基督。我们说及基督耶稣，就等于说耶稣是弥赛亚，那位
受膏者是实现弥赛亚的预言者。(译者按：基督耶稣的名称，亦可
解释为“受膏者救世主”)。  

 

关于弥赛亚的各种应许，是神向祂的子民在大约四千年或更
长时期内逐渐赐下的。有些是描述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在地上要
做的工作，另一些是关于祂将来永恒的国度，还有一些预言是有
关本地时局的信息， 但又跨越它们本身而遥指弥赛亚的降临。 

关于弥赛亚的详情，神的启示与日俱增，例如，祂在何处降
生， 祂将如何受死，祂将做怎样的工作等等。其实，有些圣经学
者在旧约预言中已经找出三百三十处有关弥赛亚的详细记载。神
想要人人都能在弥赛亚降临的时候认出祂来。 

习题 

3“基督”这个名称的意思是 
a) 受膏者。 
b) 征服者。 
c) 祭物。 



  

4 神赐下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a) 是在耶稣降生四千多年前。 
b) 是历时大约四千年逐渐赐下的。 
c) 是藉着生活在四千年以前的一位先知。 

预表弥赛亚的典礼．．．．．．．． 

在旧约时期，神的子民所行的崇拜仪式属于预表性的。神制
定了一个完全的献祭系统，预表将要来临的弥赛亚为救罪人而献
上祂的生命为祭。各祭司所做的工作，也是预表耶稣作为全人类
无瑕疵的大祭司所要做的工作。 

新约希伯来书整卷书都在叙述着耶稣怎样完全符合旧约中所
预表的象征式的典礼。 

    今天，我们仍可从全世界寻出一些有关于神昔日为罪人所立
的预表性典礼和献祭的遗迹，许多宗教在崇拜中都有些这样的表
象，它们是指向耶稣的，所以这些宗教的成员应研究基督教的圣
经，得以找出他们所守礼节仪式所蕴藏的真正意义。 

习题 

5 思考：你是否知道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献祭典礼？它们有
何意义？ 

6 你已经知道，耶稣完全符合旧约典礼中的象征式预表，找
到祂符合这个预表的 好方法是 

a) 思考你们地区所信奉的宗教。 



  

b) 掌握圣经里所有弥赛亚先知的名字。 
c) 学习新约希伯来书。 

查考关于弥赛亚的各种事实 

目标 2 识别耶稣在哪几方面应验了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旧约先知预告了许多有关弥赛亚的重要事情，本节描述其中
五件。 

人性与神性．．．．． 

我们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内，可以找出关于弥赛亚的第一个应
许。神指出祂是“女人的后裔”， 将从女人而生。世上第一个男人
和第一个女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神的仇敌撒但诱惑他们违背神
的命令，使他俩与神隔离，而落入撒但的权势下。神却应许将来
有一位救世主降生， 祂能够击败并摧毁撒但的权力。当时，神对
撒但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创世记 3：15 

在此以后的许多世纪里，神向祂的子民说了许多次关于这位
救世主更加详细的情形：祂将降生于巴勒斯坦(即以色列)境内的伯
利恒，然而祂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永生的。祂原是永远存在的，
却以婴儿的样式来到世上， 长大后成为以色列的王。先知弥迦曾
预言说：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



  

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
有。” 弥迦书 5：2 

在耶稣降生以前约七百年的时候，神向先知以赛亚指明，将
要来临的救世主具有人性和神性。祂将由一位童贞女生而无属人
的父。祂的荣衔之一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
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 7：14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
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
赛亚书 9：6 

你可从新约马太和路加两福音书中读到耶稣降生的故事。—
—祂是由童贞女马利亚怀孕而生， 没有属人的父亲。是神的能力，
圣灵使这事发生。祂兼具了人性和神性，是“以马内利”——就是神
与我们同在。 

习题 



  

7 我们知道耶稣是旧约所预告的以马内利，是因为祂是 
a) 生于伯利恒以法他。 
b) 从圣灵怀孕。 
c) 一位伟大而智慧的教师。 

祭品和救主．．．．． 

神曾向几名先知显示这位救主， 祂将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为我
们赎罪的祭而献上。在耶稣未曾降世以前，所有用来献祭于神的
牲畜都是象征着祂的。有罪的人，要携带一只羔羊或山羊交给祭
司，宰了之后焚烧于祭坛上。这意思是：“神阿，我得罪了你，因
此，我觉得很负疚，不想再犯。我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
我是该死的。但是，求你怜悯施恩，悦纳这代表我的祭品，赦免
我，使我能够为你而活。”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完整地叙述神怎样使这位救主成为我们
的赎罪羔羊，随后又怎样使祂复活，喜悦地见到那些罪人藉着祂
的受死而得拯救。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和我们的救主。有先知
曾预告祂将在某时某地并怎样被一个密友(祂的门徒之一)出卖，又
被人诬告、拘禁受审、受嘲弄，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但祂
要复活。所有这些旧约先知的预言都一无遗漏的在耶稣身上应验
了。关于这个主题，你会有更深入的学习。 

习题 

8 我们知道耶稣成就了旧约里赎罪的礼仪， 因为祂 
a) 为我们死了。 



  

b) 做了许多好事。 
c) 给我们讲述了神的故事。 

先知、祭司和君王．．．．．．．． 

旧约预言表明弥赛亚要受神的圣灵膏抹，作我们的先知、祭
司和君王。作为先知， 祂成为神对我们讲话的声音；作为祭司， 
祂成为我们的呼声上达于神；作为君王， 祂成为神的圣手，帮助
和引导我们，为我们制定生活的标准以及生命的法则。 

耶稣开始公开传道时，祂向听众读出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让他们知道这些预言已在祂的身上应验。 

以赛亚书 61：1-2 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
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
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先知 约在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四百年，摩西是犹太人的大先
知、宗教领袖和统治者。当时，神藉着他向人说话，带领以色列
民脱离奴役。有大神迹伴随着他的服事，证明神差遣他来带领祂
的子民。摩西说：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
要听从他。” 申命记 18：15 

耶稣在许多方面好像摩西：神藉着祂说话；祂行了各样的大
神迹；祂释放罪的奴隶脱离枷锁。祂以先知的身份预告了许多事
件：其中包括祂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重返天



  

庭，祂的门徒要干些什么事，圣灵的降临，福音的传布以及耶路
撒冷的圣殿被毁等。所有这些预言正如祂所讲的那样应验了。祂
所讲的其它一些预言现在正应验。我们知道其余的将来必能全部
成为事实。 

祭司  诗篇写到弥赛亚时说：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
为祭司。’” 诗篇 110：4 

麦基洗德是旧约所提到的第一位祭司，显然是由神直接拣选
的。旧约时期的祭司们为人民祷告，并为他们的罪献祭。耶稣昔
日在世时，曾为祂的门徒多多地祷告，现在又为我们祷告。祂为
我们的罪所献的祭是祂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是依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我们不论何时向这位大祭司祷告，祂
总是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 

君王  根据旧约预言，这位弥赛亚将是一位何等得胜的君王！
祂将打败撒但——神和人类的公敌；祂将征服罪恶、疾病、忧伤
甚至死亡；祂将摧毁恶魔的势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完美、公正、
和平的政权；祂将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怪不得人人都在企盼
着祂的来临！请继续看以赛亚书 9：7 关于和平之君的预言：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 9：7 

你在福音书里会注意到有些人称呼耶稣为“神的儿子”。祂是大



  

卫王宝座的法定继承人。祂的信徒从祂所行的神迹奇事和祂的传
道，认出那位弥赛亚将要建立的奇妙国度的所有这些特征。当时
就有许多人想要拥立祂为王，可是，耶稣建立祂全球性的国度的
时候尚未来到。首先，祂要在我们的心目中和生命里留下合乎祂
国度的标准和条件。我们现在要劝人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里面的
王。所有愿意接受祂为王的人， 祂都释放他们脱离罪和撒但的权
势。 

耶稣是宇宙间真正的王。总有一天，祂必会为属祂的人再 



  

临世间，让每个人看到祂所建立的国度，祂要掌权到永远。所以
你现在要尽可能了解耶稣是谁，以及祂要你做什么。 

习题 

9 左边词组描述耶稣应验弥赛亚预言的途径，将右边弥赛亚预言的
数字写在左边相对应的词组前。 

     a 预言祂的死与复活          1) 人性和神性 
     b 为我们的罪舍弃祂的生命    2）祭品和救主 
     c 是大卫王位的法定继承人    3）先知 
     d 为跟随祂的人代祷          4）祭司 
     e 是童女玛利亚的儿子        5）君王 
     f  从圣灵怀孕 

10  如果有朋友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选择
下列句子中的 佳答案。 
a） 耶稣应验了旧约关于弥赛亚的所有预言。 
b）大部分宗教人士都赞同耶稣是好人，是一位十分聪明的教

师。 
c）旧约里的许多先知提到有一位受膏者要来。 

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好像单独的线索，耶稣来后人们才从
祂身上看到，所有这些预言是十分美妙地编织在一起。下一课我
们继续学习耶稣怎么是神的儿子。 



  

答    案 

6   c) 

1   c) 

7   b) 

2   a) 

8   a) 

3   a) 

9   a   3) 

    b   2) 

    c   5) 

    d   4) 

    e    1) 

    f    1) 

4   b) 

    10 都正确，但只有 a)提供所需证据，它的意思是耶稣的实际
生活与弥赛亚预言相配。 

5 你的答案：人们献祭这个事实表明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
并且害怕神对他们发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