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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耶稣——祂把神显现给世人

    

    你已读到了本书最重要的一课。在前面每一课你可以学
到那些服事神的人的信息及其生平。他们的言语举止见证了
神。我们确实已从预言里听到神的信息了。

    我们已学到神的本性、罪的本性、审判的必要、神的慈
爱与关怀，以及祂拯救我们的计划。我们听到预言要人们期
待那真正的圣人，他们叫祂弥赛亚。

    我们已听到神的信息了。问题是我们是否敞开心来听
呢？有时我们听，但心却为其它事物所困扰。我们并未真正
听见神的话语，本书的真正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预
言带给我们的意义。我们有责任来思考这些问题，并以行动
来表现我们所学到的。

    一位圣经学者说了这段话：“我们必须警醒自己，来注意
我们听到的。这样才不会随波逐流。不要轻忽所听到的。”在
过去，神藉着先知来对我们说话，但现在这位学者说：“神透
过那要显示神所爱的人来说话。”这就是神对全人类的话语。

    神真正的显现，就是先知所说的，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
当祂开始传道时，听者无不惊奇。他们说祂的话带有权柄。
在本课我们要学习耶稣的事迹。通过祂的话语、事迹和显现
出的真理，祂对我们说话。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
先知们口中的祂
祂的话语带有权柄
祂是道路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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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帮助你…
列举耶稣实现预言的方法
解释耶稣的基本教义
解释为何无罪的献祭是必要的
回应耶稣爱的邀请

先知们口中的祂

    主说：“在山上传福音、显示拯救的人是何等美丽..
听，听我说…注意听，听我说，使你的灵可活。”

    在这些由以赛亚所说的话语里，神应许了人会得到福音。
这福音会传遍全世界，不仅只限于一帮人或一宗教团体。我
们知道这福音是由一个孩子的出生开始。我们已知先知预言
了那位要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人、祂的出生、特点及其事工。

    这些预言实现在伯利恒的一个晚上。一个处女马利亚生
了一个儿子。恩光照满了天空，天使说：“我来带给你喜悦的
福音。救世主由你而出，他是弥赛亚。”神向马利亚显示，这
孩子是那先知预言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祂的名字叫
耶稣，意思是救赎主。

    就像先知的话语和行为证明了他们的预言。让我们开启
我们的心，来学习耶稣弥赛亚。首先我们得知祂生平的一切
细节都在预言里被提到。没有其他人被预言说得这么准，包
括祂的出生、生平、特点、事工。

有关耶稣弥赛亚的预言．．． ．．．．．． ．

    祂的家世  从神对夏娃的话语开始，经由挪亚、亚伯拉
罕一直到大卫，耶稣的身世就被预言了。

    祂的出生  祂在伯利恒由一处女生下来。祂的出生就是
超自然的现象。

    祂的生平  祂要接着那在旷野呼喊的使者而来。祂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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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为王，称为先知，并要施行奇迹。祂没有罪，神的灵给予
祂权柄。

    祂的特点   祂是由女人而生，神要在祂身上显现。祂是
一个受苦的仆人，完全奉献于慈爱和救赎的任务。祂要成为
救赎者，那实现动物献祭所象征的完美献祭。

    祂的顺服和重现的荣耀    祂顺服于羞辱，并重归于胜
利和荣耀。祂要受伤并沉默地忍受。祂是神的羔羊，并要做
完美的献祭，使人们摆脱罪的工价。就像神提供的献祭，要
救赎亚伯拉罕的儿子一样，那完美的献祭弥赛亚也要如此地
拯救人类。祂是神的恩慈，向人类显现。祂要忍受邪恶，即
使控告祂的话都是谎言。而且祂没有罪，祂要被朋友出卖。
祂要全面胜利，并重回在天上的地位。

    我们不仅由伟大的先知们的口里听到，也从神的仆人那
里获得有关耶稣弥赛亚的预言。

    例如天使对约瑟说：“她会生一子，你要叫他耶稣。因为
他要从罪中救出他的子民。“

    天使对处女马利亚说：“注意！你将怀胎生子，并取名叫
耶稣。他将为大，并称为至高之子。“

    马利亚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雅各（以色列），为要记
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

    西面将婴孩耶稣抱在怀里，带祂进入会堂。他受主的感
动说：“我眼已见神要在人前准备的救恩。“

    神的计划是多么神奇！祂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以色列）并且应许赐福给他们。他们的确是被拣选的，如
果我们遵行神的启示，我们就知道，是经由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种子使弥赛亚从罪恶中把人类救出来。我们看看耶
稣弥赛亚的家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约瑟并不是耶稣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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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耶稣是神奇的由处女马利亚所生。这不寻常的出生不是
凡人可以做到的，这是神的奇迹。

我们从预言听到的真理．．．． ．．．． ．．

    充分的证据，使得学者和寻求真理的百姓对预言的实现
印象深刻。事实上，整个预言都以耶稣弥赛亚为中心。没有
了祂，大部分的预言就失去了意义。明显地，大先知们如亚
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都讲了对我们最有用的话语。
当预言说有好消息时，不要迟疑去接受它！

习题
1. 选出正确的句子。

1）神本身预言将要到来的那位救赎者。
2）神赐给大卫写诗篇的灵感，其中包含了弥赛亚耶稣本
身及其事工的信息。
3）神赐给以赛亚能力预告许多关于耶稣为救赎而受难的
计划的细节。
4）神向童女马利亚、约瑟及西面显明关于耶稣这位弥赛
亚的真理。

祂的话语带有权柄

有关耶稣弥赛亚有一点是神秘的。祂由婴儿出生，长成
大人，与他人一起工作生活。外表上祂看起来与之前的先知
并无不同。但祂的灵使祂与众不同。祂的灵不像人的灵，祂
的灵是神造的灵。神在祂身上显现出来。祂是神的话，但不
是以书本的方式展现出来，不像其他的预言一样，而是以人
的形式展现出来，可看见、可摸到的。经由这位的教导、神
迹及谦卑，神的至爱由此显现了。神的权柄也就是藉着这个
灵将神的话语传讲出来。

    当耶稣弥赛亚由孩子长大成人时，祂体会凡人有的喜怒
哀乐。这样人们才知道祂了解人类的需要和软弱，他们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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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看到神的爱与关怀。

    祂在约旦河边被约翰证实后，耶稣弥赛亚便开始教导的
工作、宣扬真理。祂教导人民如何取悦神。祂教导人民，像
之前的先知教导的一样，神会惩罚罪恶之人，并提供救赎给
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弥赛亚的一些教导，
我们会发现祂的教导完全印证了预言。

神话语的重要性． ．．． ．． ．

    当祂开始教导时，耶稣遇到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撒但
企图试探祂。当然，耶稣的力量大于撒但。祂还运用了神话
语的权柄。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
出的一切话。”

    食物，能满足肉体的需要，是我们在世上的需求。撒但
想要试探我们，使我们远离神，并让我们去追求地上的财富
与欢乐。耶稣弥赛亚教我们通过接受并追随神来维持信心。
祂在刚开始进行教导的事工时，祂强调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该永远记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继续讲解经文，并在教导中引用经文。祂向门徒指
出，经文上说祂的生活和言语是要来成就预言。人要知道神
的话语和爱，是由神的话语显现出来的。这话语要引导我们
的一生。

神的正义与审判．．．． ．． ．

    耶稣清楚地教导神圣的公义和圣洁的公义。祂用强烈的
口吻警告那些被罪支配的人，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神的公
义要使不听从神的人，屈服在审判下。凡不悔改接受宽恕的，
都要受到永不止息的火惩罚。耶稣引用大卫和以赛亚的预言，
警告人们悔改逃离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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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爱与关怀．．． ．． ．

    耶稣教导说，神就像慈爱的父亲，深深地关切注意孩子
们的生活。人是祂最高的创造物。当人们照着祂的旨意而活
时，人是神最大的喜乐。当人们拒绝悖逆神时，祂就忧伤并
且渴望人们悔改。耶稣说神积极寻找人们，并看顾他们，呼
召他们，并提供救赎给人们。耶稣在世上不拒绝任何罪人，
就证明了这点。祂寻找他们，与他们交谈，并以许多方式显
出神的爱与关怀。

罪的代价与回归神．． ．．．．．．

    耶稣用呼召、预言和实例来解释罪一定会带来永久的折
磨，并与神隔绝。因为大家都有罪，所以这罪的代价是无可
避免的。如果这惩罚毫不留情的执行的话，每个人都会被判
永远的死亡。神用动物的献祭来告诉我们，如何把公义和爱
一同显示出来。这样罪就被判在动物身上了。动物代替罪而
被杀，所以罪的代价就被还清了。而神也提供救赎之道。在
祂教导的最后，耶稣说祂自己将成为完美的献祭，要替世界
赎罪，祂要当许多人的替罪羔羊。祂告诉门徒足够的信息，
使他们能了解为什么祂要受苦，这样他们才能传救赎的福音。

心灵的真正敬拜．．． ．．． ．

    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替主说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
是枉然。”

    耶稣弥赛亚再次教导我们，必须用虔诚的心来敬拜神。
祂警告人们不要做没有诚心的奉献和敬拜。有一次有人问祂
何处是敬拜的最好地点。祂回答说什么地方并不重要，祂说
神是灵，敬拜祂必须用真心和诚意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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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信心和顺服．． ．．．． ．

    神完美羔羊的献祭足够救赎全人类。罪的宽恕，只能临
到那些有信心接受并真心相信献祭是为他们而设的人。人因
选择而进入罪，也因选择而来接受救赎。神向人类提出救赎。
像先知以赛亚说的：“来，听从我。”神不强迫人，祂不随便地
接受和拒绝他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爱与恩慈。但信心
和顺从是必要的。耶稣说：“那么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
必得着。”

    我们由这些例子得知，耶稣的教导是一个总结，一个所
有先知预言的实现。凡听祂讲道的，都说祂的话带有权柄。
耶稣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因为祂说：“我来是为了实现律法
和预言。”

习题
2. 下列是关于耶稣的教导。请在你所学过的先知中写出与其
相符的例证。例如：耶稣教导神话语的重要性，其中一个例
证是摩西接受了神亲手写的话语。或许你能想出许多相符的
例证。

1） 神话语的重要性                       
2） 神的正义与审判                         
3） 神的爱与关怀                           
4） 罪的代价与回归神                          
5） 心灵的真正敬拜                             
6） 人的信心和顺服                             

祂是道路和真理

有些紧跟随耶稣的人，从一开始就发觉到耶稣是应许的
弥赛亚，神要在祂身上完成祂的目的，其他人也开启了心智，
了解真理了。他们从耶稣的生活中看见预言的实现。有一些
人在约旦河边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和施洗约翰的宣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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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祂神奇的教导，他们看见祂施行神迹。在他们的心中感
受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同在和爱是要来这世界和好归向祂。

但是耶稣的门徒是跟我们十分相象的人，他们也有疑问。
耶稣讲到祂要受难，并为救赎人类的罪而死。这是难以理解
的。神如何靠耶稣解救人类？耶稣为何要受苦，羞辱和死亡？
罪的代价为何能一次偿清直到永远？

祂继续教导、传道、施行神迹并引用先知的预言。神逐
渐地向门徒展现祂的本性。祂说：“神作工我就作工。”这就是
说神住在祂里面，为的是要彰显特别的事工。因为祂无罪的
生活，耶稣完成每一条神的律法。祂没有罪要遮掩，祂是没
有罪的人，祂将自己献为神的羔羊，完美地替代人的罪。那
事工就是救赎全人类。像以赛亚所应许的，神在耶稣里，要
让人回归于神。耶稣说祂会被判死亡并复活来完成救赎的计
划。

“相信我，”祂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祂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很快地让人们了解祂的话语了。
大祭司诬告耶稣，并想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傲慢、
悖逆的心不愿接受弥赛亚耶稣的奇事——神恩典的显露。他
们把祂当作普通人看待因而控告祂亵渎神，因祂自称人类的
救主。

你看，祭司们只注重外表、在地上的容貌和条件，他们
无暇于对他们看似愚蠢的教导。

他们的心被传统和他们自己设定的仪式所桎梏住了，所
以他们要永远的消灭这位揭穿他们伪善的弥赛亚。

当然耶稣可以利用神迹逃跑，但祂愿意献身。祂这样做
是为了完成神的目的。而每件事都是按着神救赎的计划来进
行的，就像先知说的，祂来就像沉默的羔羊等待被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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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行刑的人把弥赛亚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当时
传统的刑罚。两个强盗也在耶稣旁边，被钉在十字架上。这
印证了预言说祂会在罪恶的人群中死去。祂甚至没有一丝的
罪。有一强盗悔改了，并请求宽恕。即使耶稣受了痛苦，祂
仍然向悔改者传达平安。祂牺牲的方式和超自然的现象，完
成了每一项预言之后，祂的身体被有钱人取走，而祂的墓也
被官员封住了。

在弥赛亚被献为完美献祭的第三天早上，祂的身体由死
里复活了，就像祂所预言的。民间的祭司长老认为他们已把
弥赛亚耶稣给限制住了，但神破坏他们的计划。弥赛亚耶稣
虽然经历了牺牲的痛苦，但祂由死里复活了。永远的胜利！
身体的死，代表神为救赎全人类，祂最大的创造物的献祭已
完成了。现在救赎的行动已完成。伟大的完美献祭已献上了，
救赎人类的奇迹已展开，直到永远。

在弥赛亚耶稣的门徒发现坟墓是空的之后，他们遇见了
复活的耶稣。祂跟他们一起讨论先知。祂说：“对先知的话，
不要迟疑相信。” 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神的荣耀。于是从
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耶稣的话都讲给他们明白了。

那听祂讲话的门徒，听到真理，心头都是火热的。他们
更清楚地了解到弥赛亚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确是先知说的
神救赎的计划。他们是这样的兴奋，甚至跑到都市里，告诉
他们的朋友：“这是真的，”他们叫道：“耶稣已从死里复活！”
在这之后，弥赛亚耶稣向其他人显现。祂给他们看复活的身
体，并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
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能
明白圣经。祂叫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佳音要传给全世
界的福音。

弥赛亚耶稣被接升上天，祂活在天上。祂的门徒充满自
信与喜悦，他们的问题都得到解答，弥赛亚耶稣及其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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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就了预言。

习题
完成句子

3. 弥赛亚耶稣说：“相信我，                ”

4. 那些忠心跟随耶稣的人怀疑祂是弥赛亚，是因为
1)                                  
2)                                  
3)                                     
4)                                      

5. 当耶稣弥赛亚讲到            时，产生了一些疑问。

6. 耶稣经常藉着                 回答问题。

7. 耶稣弥赛亚的最后行动之一是打开门徒的心智，这样他们
才可以                       。

    你愿意敞开心灵去更了解神的话吗？读摩西的律法、诗
篇及福音书。向神祷告求神开启你的心。

接受真理是个人的行动

    “耶和华啊，你的话立定在天，直到永远。耶和华啊，愿
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

    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的祷告，来了解神的话语和祂对我
们的计划。但我们也从先知得知，人的悟性是不够完美的。
神的方法是超乎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是不足以了解神藉由
弥赛亚耶稣的救赎计划中的每一部分。在祂爱的深处及救赎
的本意中仍是一个迷。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信赖上。
我们必须靠着信心来接受祂。

    因为我们是神的创造物，我们的目的是成为祂的喜悦和
荣耀，所以祂赐给我们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饥渴。记得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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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我们深深的需要神。
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正常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和不安，内
在的饥渴使我们向神求助。既然祂赐给了我们饥渴，而祂又
邀请我们，祂就不会拒绝我们。神将帮助我们来相信，信靠
祂。祂会赐给我们神显现给全人类的恩慈。

    凡接受神恩典的都可以说：“他取走了我们的罪，他为我
受难。因他的牺牲，我得以存活。”我只要接受这真理并靠这
真理而活。

    另外还有一项不能言喻的美丽真理，那就是弥赛亚耶稣
并不是献祭的替代品而已。祂为我们受难，不仅是救我们离
开羞辱和地狱之火。那位无罪的人要当我们的辩护人，我们
的中保，通过祂有效的献祭，来阻止我们与神隔绝。祂献上
祂自己来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祂使我们从罪里得自由，给
我们力量克服罪与诱惑。因祂我们永远和谐喜乐，祂赐我们
大能，我们因祂而活。

    当你相信并接受神救赎的恩典时，你就免于审判了，因
为弥赛亚耶稣已为你受难。你不再有罪，因罪的代价已还清。
你是全新的人，你与神的关系已和好了。现在你的灵与神的
灵之间已有交通和关系。

    如果今天你有不安，不确定的心，不要轻视它。这就是
先知说的饥渴。像大卫一样向神呼喊：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
的过犯。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向神祈祷来开启你的眼，使你可看见祂的同在；开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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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使你得到祂的启示；开启你的灵，使你得到祂的指示。

    求神向你个人来显明献祭和弥赛亚耶稣荣耀复活的真
理。求神给你信心来接受祂完美的救恩。用心灵再听一次弥
赛亚耶稣的话：“相信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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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7. 了解圣经

1. 以上全对

6. 先知们曾经说过的话

2. 你的答案。以下供参考：

1）摩西教导顺服神的话要比仪式重要。

2）挪亚被告知要为大水灾做预备。

3）神告诉大卫不会死，因为他悔改。

4）摩西吩咐人们用羔羊的血涂在自己的门上作记号。

5）大卫说：“神的牺牲是一个破碎的灵；一颗破碎悔
罪的心。”

6）亚伯拉罕愿意为神献祭自己的儿子。

5. 祂为人类赎罪而受难死亡。

3.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4.    1）预言的成就

2）他们当中有人见证祂的受洗

3）他们听到祂的教导

4）他们看到奇迹

你或许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答案。另一个正确答案
是：在他们的心里感受到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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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仔细阅读过第八课呢？
2 你是否完成本课所有习题呢？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的答案呢？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你是否已达到他们建议的？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复习了？

选择题

6. 在耶稣出生的预言中得到应验的是：
1）当一群天使诗班在犹太人的山上唱诗赞美神时。
2）当一个天使宣布救世主将出生的好消息时。
3）在祂的出生地：拿撒勒。

7. 在献祭的象征中，神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提供了赎价。我们
由此看到弥赛亚也提供了

1）为所有人类的赎价。
2）显示继续献祭的需要。
3）为那一天被选上的人的赎金。

8. 无邪恶的、顺服的和清白无辜；忍受悲伤，痛苦和屈辱；
弥赛亚是神      的最高表现。

1）爱，忽略失败与罪的爱
2）牺牲，为错误付上代价的牺牲
3）忍耐，为错误辩护的忍耐

9. 在耶稣之前的先知们，耶稣教导人们神会惩罚罪，但是祂
会提供一条救恩的道路给

1）所有人，不在乎他们对他所付出的反应为何。
2）被拣选的人，从那些做好事为基础的人当中选出来

的人。
3）那些愿意接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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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稣教导：人是因选择而犯了罪，因此，要得救他必须
1）运用极端的决心来拒绝罪。
2）藉着告诫来复原已经选择的结果。
3）选择接受神得仁慈益处。

是非题

11. 诸如摩西、大卫和以赛亚等先知们的预言精髓是专注于
耶  稣弥赛亚本身以及祂的事工。

12. 从耶稣受到撒但诱惑的挣扎中，耶稣展现了克服诱惑的
得胜将临在意图不犯罪的人身上。

13. 在动物献祭的象征仪式中，神诠释了义与爱之间是可以
相结合的。

14. 虽然神完美羔羊的献祭充分地拯救了所有人类，赦免只
有在那些信心接受这献祭的人们身上才会发生。

填空题

15. 所有预示性的信息是针对       本身及其事工。

16. 耶稣教导人们         的大能克服撒但的引诱。

17. 人因为一个选择而开始犯罪，人也能够藉着    而得到
救恩。

18. 耶稣对祂的门徒们解释所有先知们所说的关于     。

19. 虽然我们或许无法完全了解神的爱和牺牲的本质，而我
们与祂的关系必须以信任为基础；我们必须藉着      接受
祂。

20. 耶稣不但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受苦，使我们从屈辱和地
狱的火里得释放，而且还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