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爱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 3:16 ”）
这个是整本《圣经》最为人所熟知的经文，一个宝贵的应许，即是上帝如此的爱

世人，以致他赐下自己的独生子来为人类舍命，真是难以置信的爱。
“天父爱我们，不是因我们赎价的重大；乃是因疼爱我们，才为我们预备了

如此重大的赎价。基督是个媒介，上帝借着他就将无穷的大爱倾在堕落的世界
‘ ’  上。 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林后 5：19）天父与他的儿子同受

苦难。在客西马尼园的悲恸和髑髅地的惨死上面，大有爱心的主竟亲自为我们
”付了赎罪的重价。 《  喜乐的泉源》第 1章

这样的大爱远超乎我们的理解。
“赐下基督作为礼物，是上帝之爱及他的父性的最伟大真理，从亘古一直到

永远都是如此。”——《选粹》1897 年

天父赐下……

——默想这个奇妙恩赐所含的意义 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在这个世界被造之前，
天父曾同意接纳圣子的甘心乐意的牺牲，为人类而成为赎罪祭。

“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
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
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译者注：两职希伯来原

 文指两者）（亚 6：12，13）
“ ‘回顾在过去永恒的岁月里，圣子宣誓立约把自己舍命为救人类，而且 父与子曾立

约：如果人类被撒但所胜，他们就要救赎人类。那时他们曾握手订立庄严的誓约，预
’”  定基督为人类的中保。 《历代愿望》第 87 章

“ ‘天使说： 你想想天父同意让他的爱子，为人类而死是没有经过挣扎吗？不，不，
即使是天上的上帝也经过一番挣扎的，亦或是让有罪的人灭亡，或是赐下他的爱子为

……’”  他们而死 。《早期著作》原文 127 页
——思考一下他所遭受的危险，有一个存在的风险 即是天父可能永远失去了他的

儿子。
“只有当得赎之民与救赎主一同来到上帝面前时，才能体会到救赎的代价是

何等昂贵。永远家乡的荣美出现在眼前时，我们就要想起，耶稣曾为我们的缘
故抛弃这一切。他不仅离开天庭作了天涯游子，而且为我们冒了失败和永远灭

……亡的危险 ”  《历代愿望》第 13 章
当天父的爱子差来救赎人，却被人唾弃时，天父有何感想？他看见爱子被钉死在

十字架上，被围观者嘲弄讥讽，而同时他却不做任何事去拯救他。
“ ‘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

’弃我？ ”  （太 27：46）
尊荣归给天上的上帝，因他与他的儿子一同为人类而受苦。
然而上帝不仅仅赐下基督来救赎人类，而且“上帝为向我们保证他永不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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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之约，便赐下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类家庭的一员，永远保留他的人性。 ”《历
 代愿望》第 1 章

耶稣会保留他的人性到永远。
“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我们既然有一

……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
……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  （来 10：12；4：14—16）
思考一下这个令人崇敬的事实：
“ ……他和我们联成一体，直到永远 上帝已在他儿子身上取了人性，并将这

……人性带到最高的天上 在基督里，地上的家庭同天上的家庭竟团聚在一起了。
得了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长兄。”  《历代愿望》第 1 章
当我们默念天父上帝和他的独生子的大爱时，我们内心充满何等的感恩与仁爱啊！

……上帝的儿子赐下来

上帝的儿子现在以人子的身份与人类联成一体，但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是他父亲的
独生子。在永恒的岁月里，上帝有一位儿子在他自己的形象里，是道成肉身的一位，
他也是天父本体的真像 “， 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

“ …… …… ”因此天父论到他的儿子说， 上帝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 因为圣子
同享有  上帝的一切性情。（来 1：3 8﹑ ）

“ ” “作为一位独生子，基督是 远超过天使 因为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
”贵。 （  来 1：4）
“上帝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儿子既不是象创造天

使那样，籍创造而得的一个儿子，也不是象收纳蒙饶恕的罪人那样，籍收纳而
……得的一个养子，而是一个独生子。他是天父本体的真像 ”（《时兆》1895年）

（阅  来 1：1 3﹑ ）
当基督藉着道成肉身，以人性掩盖它的神性时，他成为在马利亚 “ ”腹里的 圣者 。 
 （路 1：35）圣子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他当时成为一位神人合一的婴孩，顺服

他自己所制定的一切律法。
“因此 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

”“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加 4：4 5﹑ ）
“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并非是在两千年前从伯利恒降生时才开始，而是从 太

”初 。

……这受膏君

犹太人非常清楚只有一位上帝，但是他们同时也知道上帝有一位儿子，在《圣
经》中被称为弥赛亚。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弥赛亚）
【注一】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

”“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或作：有）受膏者（弥赛亚）
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但 9：25 26﹑ ）
弥赛亚——上帝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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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
”“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

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箴 30：4 5﹑ ”）
他的名字是什么？
他的名字是“ ”以马内利 “，因为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

”  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赛 7：14 “）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
稣（Yeshua），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  （太 1：21 “） Yeshua”是

“ ” “ ”希伯来文的名字，是指耶稣，意思是 救赎 或 上帝拯救 。但马利亚的儿子不是从怀
孕时才开始他生命的，他是以上帝永恒的儿子身份，藉着神迹进入她体内的。

“救赎的工作被称为奥秘，是因着永远的公义归于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它的
确是个奥秘。人类犯罪的结果是与上帝为仇。基督为了承担人类犯罪的恶果，
付上了无限的代价，因他道成肉身的过程，对于众天使和人类而言都是个奥秘。
掩盖他的神性，撇弃他原有的荣耀，他竟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在人类的肉
体里，他活出了上帝的律法，以致他可以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并向全天庭的众
智者证明，律法是对生命的保护，并且对于一切顺从之人乃是幸福﹑平安及永

”远福乐的保障。  （《圣经注释》卷 7.915 页）
当我们默想耶稣为了抬举及救赎人类，所遭受的危险时，我们的心就会柔软而顺

服了。
当上帝的儿子在永恒的岁月里，他就受了恩膏，因为他是作为弥赛亚（受膏君）

“ 的身份来到此世界的。（受膏君）常常用希伯来文一词 Messias”(即弥赛亚)，但希腊
“文对于（受膏君）一词却用 Christos” “或 Christ” “ ”即 基督 。在耶稣受洗于约旦河后，他

跪在岸上，向天父祈求，且天父亲自垂听了他儿子的恳求。“他荣耀的光辉从宝座上
直接闪耀出来。天开了，清丽无比的光彷佛鸽子，落在救主的头上，──这正
是那柔和谦卑者适合的象征。

在约但河边的广大群众中，除了约翰以外，没有几个人见到这从天而来的异
象。然而上帝临格的严肃气氛，弥漫于会众之间。他们都肃静地站在那里，凝
视着基督。只见那永远环绕上帝宝座的光彩，围着他的全身。他那仰着的脸所

“反射的荣光，是他们从未在人的脸上见过的。从开了的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
”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历代愿望》第 11 章

但是上帝的灵在那时降下来，不是使他成为弥赛亚，圣灵降下来而是证实他作为
受膏君的身份，是在过去永恒的岁月里曾恩膏的那一位。

“上帝的儿子宣称他自己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受膏
的）。【注二 ” “】 ；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  （箴 8：23﹑
24）
犹太民族等候上帝的儿子（弥赛亚）的降临，在耶稣降生时，众天使告诉牧羊人，

“说他已经降临到人间了，因为他们说：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弥赛亚）。  （路 2：11）

“当犹太人看见施洗约翰的工作，他们怀疑他可能就是弥赛亚，因而他们 都心里猜
”  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弥赛亚）。 （路 3：15）

“当那班法利赛人质问施洗约翰说： 你是谁？” “时，约翰回答： 我不是基督 ”。
“ ”（请记住，他是在说： 我不是那受膏君。 （这个是在与耶稣举行洗礼仪式前就发生

的事。）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
‘ ’” “ ‘说： 你是谁？ ； 他就明说： 我不是基督。’” “ ‘并不隐瞒， 他们又问他说： 这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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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是谁呢？是以利亚吗？ 他说： 我不是。 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 不是。 ； 于是
‘ ’” “他们说： 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 他说：

‘ ‘ ’ ’”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 那些
”“ ‘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 他们就问他说： 你既不是基

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约 1：19-25）
约翰回答：“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

”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  （赛 40：3）
在耶稣受洗之后，安德烈和约翰跟从他，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以兴奋之情，安德

“烈去找到自己的兄弟彼得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  。 （约 1：41）
“第二天，耶稣遇见了腓力，他又去找到拿但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然后当拿但业见到耶稣说： 拉比，你是
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约 145 49﹑ ）

“在撒玛利亚井边，妇人对耶稣说：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约 4：25）

“耶稣回答：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约 4：26）
“她就跑回村子，对众妇女大声说：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

”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约 429）
“ ”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

‘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
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约；4：30 39﹑

40﹑ ）
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承认耶稣就是那位所膏的上帝的儿子。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当撒但在旷野上前试探耶稣时，他非常清楚他是谁，但是他用话语向他（耶稣）
“发出挑战，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太 4：3）

“然后撒但带耶稣到殿顶上，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
”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  太 4：5 6)﹑

之后，撒但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然后厚颜无耻地建议他：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  。 （太 4：8﹑

9）
在这点上，上帝的儿子斥责撒但，命令他退去。
“耶稣忍耐着静听这大欺骗者的话，不是没经一番斗争的。但上帝的儿子并

不需要向撒但证明自己的神性，或是说明他屈尊降卑的理由。”《历代愿望》第  
12 章
当然耶稣知道是撒但，尽管撒但企图努力装扮成一位从天而来的圣天使。
“从前撒但与上帝的儿子第一次交锋时，基督是天军的统帅，而那领导天上

叛乱的撒但被摔了下来。现在他们的情形显然是颠倒过来了，所以撒但尽量利
用它自以为有的优势。他说，最有能力的一位天使已从天上被驱逐下来了。说
耶稣的形象显明他就是那堕落的天使，为上帝所摒弃，为世人所唾弃。一位神

……明应能行神迹，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  （《历代愿望》第 12 章）
记住他父亲自天而来的声音，宣告他是他的独生子，给予基督能够抵挡撒但的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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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从天而来的信息能激发那些听到之人的信心，但这信息主要是为了上
帝的爱子作见证的，以致他可以勇敢地完成他曾与天父在天上议会里所立的誓约。
是的，撒但及其天使承认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但他们却惧怕他。他们知道他

有能力消灭他们，在某天，他真的会这样做。
在加大拉 “，那群恶天使呼喊： 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

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太 8：29）
“ ‘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路 4：41）
是的，撒但及其恶天使都知道他的身份，他们也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

我是谁？

“在基督传道的最后日子里，他问门徒们： 人说我人子是谁？” “门徒们回答： 有
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 ”耶稣然后又问：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阅  太 16：14-16）

因彼得的回答，救主祝福了他，告诉他，这是他的天父所指示的答案。彼得已经
“……表白了十二个门徒的信念， 这一天在他们面临信心的大考验之前，有圣灵的能力

…… ”降生在他们身上 在人性的外形之下，他们辨认了上帝的儿子的荣耀。 （《历代愿
 望》第 45  章，原文 664 页）

“就在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对她（马大）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  约 11：
25-27）
马大的回答清楚地表明，耶稣在永恒的岁月里就出生，清楚地宣告他就是那位将

要临到这世界的圣子。“基督的神性是信徒得永生的保证，因为在他里面就有永生，然
而，在他生命里的这个时候，耶稣是依靠他天父的能力叫死人复活的，因为他行神迹

”  的能力，世人藉着信靠他，也可以同样获得。 《历代愿望》第 58  章，第 1章
在他对马大的讲话中，耶稣展望将来他的第二次复临，那时所有已睡的义人将会

因他自己的能力而复活。
“当耶稣与犹太人谈话时，他们就质问他：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

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约 8：53）
“在把尊荣归给他的天父后，耶稣回答：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

”拉罕，就有了我。  （约 8：58）
犹太的领袖们马上就明白耶稣在宣称是伟大的自有永有者 “，于是 他们拿石头要
……”打他  （约 8：59）

“在另一事件中，耶稣当时正在所罗门的廊子里行走，犹太人围住他盘问： 你叫我
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约 10：24）

“换句话说，就是问： 你是那受膏者吗？”
这个与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仪式无关，因为许多人约在三年半前都在现场，并且

探子们已追踪到耶稣的每一行踪。他们的问题是与他在天上作为那受膏君有关。
“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

’”我作见证 。  （约 10：25）
“他们已经听到圣灵的声音，在他们的内心说话，宣称他（耶稣）就是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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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受膏君，并且力劝他们作他的门徒 。
但是他们拒绝了基督之后，再接受他为弥赛亚，未免太难堪了。他们既踏上

”了不信的路，高傲的心就不容许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  （《历代愿望》第 21 
章）

“耶稣继续说： ……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和父原为一。  （约 10：27-

30）
 “于是犹太人因他的话而恼怒， 又拿石头起来要打他”  （约 10：31）

    “你们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我 ”？ 耶稣问。
    “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 ”  。 （约 10:33）
    “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 你

’说僭妄的话吗？ ”  （约 10:36）
法利赛人和以色列的领袖们都哑口无言，无可辩驳，但是他们依然继续他们邪恶

的意图，欲致耶稣于死地。
我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曾到耶路撒冷过一个大节，在经过毕士大的池子时，他医治了一位瘫痪三十

“八年的瘫子，吩咐他：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欢天喜地离开了。
但那天是安息日。
很快犹太人就因此控告那人干犯了安息日。
后来那人在圣殿里，但是他不知道法利赛人恨恶耶稣，还告诉了他们医治他病的

是谁。结果耶稣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回答对干犯安息日的指控。
“在他的辩护里， 耶稣对犹太人说明，救治病人的工作，是合乎安息日的律法

…… “ ……耶稣说：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耶稣声称自己与上帝有相等
的权柄。在地上，行天父在天上所做的工作，这工作的神圣和性质也是相等的。

但这使法利赛人更为恼怒了。他们找托辞回避他对安息日所提的论点，同时想拿他自称
……与上帝同等的话去煽动民愤。首领们的愤怒是没有限度的 。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
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约 5:19）
问题不在于弥赛亚是上帝的圣子这个道理或这个信仰。很简单，犹太人不相信耶

稣对他自己就是这位弥赛亚的宣告，但是耶稣还是讲出这道理，即他是上帝的圣子。
忽然间对干犯安息日的指控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同时犹太公会传出更大指控的声

音：

你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在犹太公会前耶稣面临考验，他被以起誓方式质问。
大祭司 “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
”是？ （太 26：63）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
”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太 26：64）
“大祭司立刻撒裂他的衣服，说： 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 他是该死的。”  （太 26：65，66）
很明显犹太全国都知道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意味着他是神圣的，是那位被领

“到 亘古常在者” “面前的，要得了 ……权柄﹑国度﹑荣耀 ”  （但 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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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基督神圣的圣子身份这个真理，他遭受指控并被定罪。
“当耶稣被带到彼拉多，祭司长及官长面前时，他们大声呼喊： 钉他十字架，钉他

” “十字架！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
” “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

”帝的儿子。
“彼拉多就问耶稣， 你从哪里来的？” “但耶稣没有回答他。 钉他十字架 ”！ 祭司

 们呼喊。（约 19：6，7，9）
于是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钉十字架。
“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太 27：
39，40）
当时男女老幼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就没有了救恩。

感谢上帝，他拒绝聆听他们的辱骂。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

……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 我是上帝的儿子。’”  （太 27：41，43）
“ ‘身受痛苦，奄奄一息的耶稣，对祭司们说的话句句都听见了。他们说： 他救了别

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些自称为解释预言者讥诮救主的话，恰巧在讲说《圣经》所预言，他们在此场

……合所要讲的话 这些话虽然是用讥诮的口吻说出来的，却令人空前热心地去查考
”《圣经》。智慧人听到这些话之后，就去查考《圣经》，默想，祷告。 《历代愿望》

 第 78 章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

——因此耶稣被钉死了，因为他宣称自己是 上帝所膏的儿子。
这个事实应使我们更深地思考这个主题。
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在永恒的岁月里，一直就是上帝所膏的儿子吗？或者如犹太人

一样，我们对他自己的宣称犹豫不定呢？我们是否相信天父真的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
们的罪恶而受死呢？或者更直接的说我们是否相信上帝差遣他受膏的圣子是成了肉
身来的呢？

“请审慎自己的回答，因为如果你否认了前面所述的真理，结果就是沉沦， 凡灵不
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
已经在世上了。”  （约壹 4：3  ；约贰 7：9）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
”“ ”  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约壹 2：22，23）

“请阅读约翰所写的话，再次思考如果耶稣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 凡认耶稣为上
”“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

”“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  （约壹 4：15；5：1，5）

“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
”“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

”“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
”“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天父），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
”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约壹 5：10，11，13，20）“认识你独一

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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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你愿意相信耶稣是自永恒岁月起，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吗？
不要以为这将会削弱基督的荣耀，其实一点也不，反而会增强，因为一位仁慈的

天父，甘愿承受如此大的痛苦，而赐下他的儿子为有罪的人类受死。
（按照“ ”三一真神 论的教导，说“ ”三一真神 上帝中的第二位成为圣子耶稣，在他

生活于世的期间，耶稣称呼第一位神（“ ”三一真神 “ ”上帝的一位）为 天父 ，然而查考
耶稣的受孕，就会显明第一位格的不是他的天父，而是荫庇马利亚的第三位格的上帝
（即圣灵上帝）（阅路 1；34，35）。但是有关上帝教义的真理没有这种混乱，因为
在道成肉身里，天父还是他儿子的天父，藉着他自己无所不在的灵，他能够在宇宙中
任何一个地方作事。）
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母亲），想象一下，冒着可能永远丧失你独生儿子的风险，

把他赐给一个反叛的世界，并为世上的人而死，那种痛苦的心境可想而知！
思考它，并默想他。
你愿意现在就接受我们天父及他爱子所启示的真理吗？当你把自己的生命降服给

上帝，就会在默想这一切的奇妙中，领受了福上加福。
你就会以永远的感激之情，体会到天父的爱是如此伟大，以致他竟乐意赐下他的

……独生儿子给我们，不计较任何代价 并且圣子也乐意付上此无限的代价。
————————————————————————————————————

【注一】
“（希伯来语 mashiyach” “）一词，同时也拼写为 mashiach”, “意思是 受膏的”，通常

指一个献身的人（如君王﹑祭祀或圣徒），特别也指弥赛亚，受膏者。许多其他的经
“文是 Messianic” “，是提到弥赛亚，而没有用到 Messiah” 一词。《但以理书》第九章是
“用了 Messianic”，清楚地启示了基督开始传道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具体年份。他是于

公元 31 “ ” “年死的，他必使 献祭与供献止息 ，因为最伟大的牺牲已献上。 他受鞭打，
”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赛 53：8）

【注二】
“ ” “ ” “（希伯来文 被立 或者 建立 是 nacak” “或作 nasak”）,且是一个最初的词根，意

“思是 倾倒出(犹指祭奠用的酒) ”，去膏一位王，掩盖，融化，倾倒，铸金属，建立 ；
“ ”倾倒 一词与膏油有关，指膏的方法，即是倾倒出膏油。（阅利 8：12）。当摩西立起

“帐幕时，他就用膏油抹各样器皿，用具及祭司， 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
”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 (出 40：9) “。 nacak”一词用在箴言书指膏耶稣，

“同时也用在诗篇里。 说，我已经立(nacak)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
”要传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诗 2：6,7）。这是一篇有关

弥赛亚的诗篇，论及他的道成肉身及属世的锡安山，并且论及他的神性及属天的锡安
山。（  阅诗 48：1，2）油是代表上帝的灵，在天上他的天父膏他时就赐下给他了。请
记住，他是由圣灵受孕，在他受洗时再次被恩膏了。

——————————————————————————————————
进一步学习的材料



•  《 我们会如何思考基督？》：  在 1888  年间，由 E.J 瓦格纳长老所评述的基督

真实的身份，他反驳说基督是一位受造者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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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唯一真正的磐石乃是耶稣基督，即上帝的儿子。

通过学习《圣经》﹑《预言之灵》著作及本会先贤们的评论便可知晓。

• ——《耶和华的见证 永活的声音》：直接引自余民教会的奠基者们的评述。

你自己会明白所有本会先贤们所信及教导的是什么，并且怀爱伦师母对他们的有关评
论。

•《和他的教导》第一册,“我们对将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上帝已引领我们

所走过的的道路，和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他的教导。《怀爱伦生活短篇.》196 ”页

•《上帝的灵是谁？》 “ ”对圣灵系统的圣经学习。（包括经文所提到的 灵 一词，

是严谨而诚挚的学习）

•《他自己的代表》描述耶稣与圣灵之间的关系。

•《阿拉法与俄梅嘎》：在末日有什么神秘莫测的危机在等待着本会？怀爱伦曾

“看见了，并且她 为我们恐惧战惊”。

•《耶和华的祭坛》，在迦密山上恢复上帝的祭坛，与在未后恢复对真神的认识

相类似。

•《上帝奇妙的爱》：只在天父与圣子牺牲的亮光里，我们才能很快明白上帝为

人类所付出的爱，《圣经》的描述开启了这真理，适合所有基督徒读者。（包括非本
会的信徒）。

 相关书刊来自：
www.yongyuandefuyin.com                                   
www.acts321.org       联系我们
Email  ： sskucy@gmail.com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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