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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救恩的實現 
 

聖經書卷：四福音書 

 

等待是人類最難的功課，這對囯破家亡的猶太人尤其堅難。他們自認是神的選民，相信神

對他們的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應許不會落空，相信神對大衛家王位的永存的應許

也必成就。在兩約之間的靜默時期，他們所等待的是神再次興起大衛的后裔，帶領他們脫

離羅馬帝國的統治，復興以色列囯在大衛和所羅門時代的盛世。在宗教方面他們的確回歸

到敬拜唯一真神的信仰和敬拜，也嚴格的遵行耶和華藉摩西頒佈給他們的律法，謹守拉比

針對律法的解釋所延伸出來的規條。在他們的心目中，當他們謹受遵行神的律法，神就會

保守他們，實踐祂對百姓的應許。可惜的是，這種偏差使他們無法感受神的恩典，反而自

義於自己的遵行律法規條，以自己的行為為傲。對救恩的認識有極嚴重的錯誤認知。 

 

(瑪3: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

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所尋求的主” – 救主，受膏者，君王，彌賽亞，大衛的后裔，神所差遣/膏抹的 

 

耶和華揀選以色列民族是要藉著祝福他們而祝福萬囯萬民(創15:1-3)。耶和華神所要差派的

救主，不是只是以色列民族單一民族的救主，而是拯救萬囯萬民的救世主。這位救世主不

是要將以色列民族從壓迫他們的外邦政權解救出來而已，祂更是要打敗那在空中執政掌權

的魔鬼撒旦，將萬囯萬民從罪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這位救主要設立的不是地上的屬人的

以色列囯，而是屬天屬神自己的天囯。 神如何實現祂所預備的救恩，就是“神為愛他的

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 

 

裂天而降的道 
 

約翰對耶穌的介紹 – 約翰福音的序言(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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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

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6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 7 這

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

為光作見證。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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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

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15 約

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使徒約翰在序言裡面把耶穌描寫成“道”，神創造的話語，一切萬有的基礎，成為人的真

理。耶穌基督不是抽象的觀念，神話，而是真真實實，有形有躰的介入人的世界。約翰極

想要證明的在歷史上所發生之耶穌的降生、受死及復活這些事件就是亙古永存的神在啟示

他自己，藉此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時空中得以和永恆的真理相遇。 

 

保羅在給以弗所教會的書信裡面也是同樣的以這個主題為訴求說到神從創立世界以前揀選

了我們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並且耶穌基督是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竹質的而

神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弗1:3-14) “ 3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

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

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

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使

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同樣的，保羅在歌羅西書更清楚的補足了約翰的觀念。 (西1:15-17) 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

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

的，又是為他造的。 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哥林多前書八章六節其中也用同樣的話訴說父神：“6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

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而對主耶穌基督則說：“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

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同樣的，在在啟示錄四章11節也這樣說主耶

穌“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

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希伯來書的開頭的序言，也同樣反映出約翰的觀念：“神

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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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大衞的子孫 

(太 1:1-17) 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2 亞伯拉罕生以撒，以

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 5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

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  
11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12 遷到巴比倫之後，

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 13 所羅巴伯生亞比玉， ….16 雅各生約

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17 這樣，從亞伯拉罕

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

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十四: “大衛”的數值 4+6+4) 

(路3:23-38) 23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

是希里的兒子， 24 希里是瑪塔的兒子，瑪塔是利未的兒子，… 27 約亞拿是利撒的兒

子，利撒是所羅巴伯的兒子，所羅巴伯是撒拉鐵的兒子，拿單是大衛的兒子，… 
32 大衛是耶西的兒子，耶西是俄備得的兒子，俄備得是波阿斯的兒子，波阿斯是撒

門的兒子，… 34 猶大是雅各的兒子，雅各是以撒的兒子，以撒是亞伯拉罕的兒子，

亞伯拉罕是他拉的兒子，他拉是拿鶴的兒子， …38 以挪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

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猶太法典：“馬利亞，希里的女兒”) 

 

馬太是應驗預言的詮釋者，因為馬太福音裡有65處的舊約聖經經文。其中一層不變的引用

舊約經文，馬太一共在十二處地方說過預言應驗在耶穌身上，馬可只表達過一次這種見解

，在路加福音裡面著完全沒有這種論點，而在約翰福音裡面的出現過幾次。 

 

令人訝異的是，馬太福音本身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任何關於耶穌是否出於大衛家族的爭議

。如果他的對手對此有任何懷疑，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用此點攻擊他，他所宣稱的彌賽亞身

分也就會不堪一擊。同樣的，路加福音書中的耶穌家譜也沒有任何被攻擊的記載。相反地

，猶太人知道也承認耶穌是約瑟和瑪利亞的兒子。間接的也就承認耶穌是大衞的後裔，不

管是從母系或父系來看。(約6:42) 42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

認得嗎？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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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來的救主 
 

曠野的牧羊人 

 

野地裡的牧羊人也許不像法利塞人和文士那麽有學問。但是，他們對神在以色列歴史中的

作為和對民族的應許，應該是不陌生的。他們知道伯利恆是大衛的城，也像大部分的以色

列人一樣的期待判望耶和華應許的彌賽亞救主。 

 
8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

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10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

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

救主，就是主基督。 12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

了。」 13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

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15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西緬和亞拿 

 

(路2:25-38) 25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

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26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

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27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

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 28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 29 「主啊，如

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31 就是

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33 孩子

的父母因這論耶穌的話就稀奇。 34 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

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做毀謗的話柄， 35 叫

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36 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

，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做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七

年就寡居了， 37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 
38 正當那時，她進前來稱謝神，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 

 

西緬的感恩禱告的根據，是以色列人所熟知的彌賽亞預言，而西緬相信他們都應驗在嬰兒

耶穌身上。這類的感恩詩歌，對舊約聖經來說並不陌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申命記32章的

摩西之歌。當事者在默想彌賽亞時，常會吟唱這歌。特別是裡面通常不斷重複的“救恩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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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和“彌賽亞，大衛的子孫”。也讓我們聯想到，新約聖經啟示錄裡的“神羊羔”的詩

歌。(啓5:9-13, 15:3-4) 西緬和亞拿兩人同証耶穌是基督，是救贖主。 

 

馬利亞和撒迦利亞的讚美詩 

 

馬利亞的讚美詩  

(路 1:46-55) 46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47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48 因為他顧

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49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

的名為聖！ 50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

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52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53 叫飢餓的得

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54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 55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

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撒迦利亞的讚美詩  

(路 1:67-79) 67 他(施洗約翰)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 68 「主以色列

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 69 在他僕人大衛家中，

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70 正如主藉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71 拯救我

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72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約， 73 就是

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74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75 就可以終身

在他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侍奉他。 76 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 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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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

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書起頭所記錄的感謝詩歌，證明那些事情的真實性。早期教會的崇拜，經常用瑪

麗亞讚美詩，這詩令人想起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在瑪麗亞和撒迦利亞的詩歌裡，有一些詞

句會使得猶太人覺得非常貼心。其中一部分可以從哈拿的感恩詩歌裡得悉： 

 

(撒上2:1-10) 哈拿禱告說：「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

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 2 只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外沒有可比的，

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 6 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

。 7 他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 …10 與耶和華爭競的必被

打碎，耶和華必從天上以雷攻擊他，必審判地極的人；將力量賜予所立的王，高舉

受膏者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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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主的先鋒 
 

施洗約翰自己為耶穌所做的見証：1）他自己是那位在礦野的聲音，主的先鋒；2）他為自

己的見証也見証耶穌是那位“將要來的救主”，他也直接見証耶穌是神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羔羊。耶穌也自己為施洗約翰見証他是“在主前面預備道路”的那一位。 

 

(可1:1-8) – 太3:1-12;路3:1-17 
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2 正如先知以賽亞[a]書上記著說：「看哪！我要

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他的路！』」 4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5 猶

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 
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

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8 我是用水給你

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約 1:19-34) 19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

那裡，問他說：「你是誰？」 20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21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是那

先知嗎？」他回答說：「不是。」 22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

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是誰？」 23 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

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24 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25 他們就

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什麼施洗呢？」 26 約翰

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 27 就是那在

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28 這是在約旦河外伯大尼，約翰施洗的地方

作的見證。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

人罪孽的！ 30 這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

在我以前。』 31 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

人。」 32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

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34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創 22; 

賽 53) 

 

(太 11:2-10) – 路 7:18-28 

https://classic.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rk+1&version=ESV;CUVMPT#fzh-CUVMPT-241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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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

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

告訴約翰， 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

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7 他們走的時候，耶

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

嗎？ 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

王宮裡。 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

大多了。 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

個人。 

 

 

救贖主的言與行 
 

耶穌所行的神蹟是他神性的非常有力的啓示，因為沒有人能憑自己的能力行真正的神蹟。

馬可福音 2：1-12 –耶穌治癒了癱子。不僅治病，他更有權炳寬恕罪惡，這是惟有神自己

才有的權柄。 

 

(可2:1-12)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裡， 2 就有許多人聚集

，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

用四個人抬來的。 4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

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 5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

子，你的罪赦了！」 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心裡議論說： 7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

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8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

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議論呢？ 9 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

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 10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

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11 「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12 那

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於神，說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討論“活水”，他指出了她犯罪的生活方式，然後向撒瑪利亞婦人承

認他就是期待已久的彌賽亞。 

 

(約4:21-26) 21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

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

太人出來的。 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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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2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25 婦人

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 26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耶穌在約翰福音 10:19-39 中提到了奇蹟，以此證明他在說實話。這段經文是基督對不信的

猶太人褻瀆的回應（10:20）。本節還包含一個美好的承諾，即一旦得救/重生/成為基督

徒，就永遠不會失去救贖。(10:28-29) 

 
19 猶太人為這些話又起了紛爭。 20 內中有好些人說：「他是被鬼附著，而且瘋了！

為什麼聽他呢？」 21 又有人說：「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鬼豈能叫瞎子的眼睛

開了呢？ 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 23 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廊下行

走。 24 猶太人圍著他，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

告訴我們。」 25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

事可以為我作見證， 26 只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27 我的羊聽我的聲

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

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29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

把他們奪去。30 「我與父原為一。」 31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32 耶穌對他們

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為哪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33 猶太人

回答說：「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為你說僭妄的話；又為你是個人，反將

自己當做神。」 34 耶穌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我曾說你們是神』嗎？ 
35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神， 36 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

世間來的，他自稱是神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嗎？ 37 我若不行我

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 38 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

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 39 他們又要拿他，他卻逃出他們的

手走了。 

 

在基督受審期間，祭司長要求他表白：“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可 14:61) 

(可 14:62)“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太 26:64)“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

天上的雲降臨。” 

(加 22:70)“你們所說的是。” 

 

耶穌在約翰福音 10 章中說他是好牧人。當我們與以西結書 34 章一起對照閱讀這段經文

時，我們會發現耶穌在將自己與神比為同等。在以西結書，神宣告了自己要成為以色列的

牧者。猶太民族是一個耕種和牧養的社會，他們知道並深愛舊約的這一部分。因此，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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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說“我是好牧人”，而整個約翰經文與以西結書經文如此明顯地平行時，毫無疑問的，

以色列百姓非常清楚耶穌是在自稱是神。 

 

(約 10:11-16)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

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 13 雇工逃走，

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15 正

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

我必須領牠們來，牠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結 34:11-16) 11 「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 
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雲黑

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裡救回他們來。 13 我必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各國內

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

處牧養他們。 14 我必在美好的草場牧養他們，他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他

們必在佳美之圈中躺臥，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吃草。 15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

做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 16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

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同樣的，當耶穌稱耶和華為“我的父親”時，就是宣告自己與神同等，直接宣告他就是

神。這就碰觸了猶太人的底綫，以耶穌為褻凟神的，要將他至於死地。 

 

(約 5:16-18) 16 所以猶太人逼迫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做了這事。 17 耶穌就對他們

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18 所以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

了安息日，並且稱神為他的父，將自己和神當做平等。 

 

(6:43-47) 43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

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45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

『他們都要蒙神的教訓。』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裡來。 46 這不是說

有人看見過父，唯獨從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47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

永生。 

 

(約 16:25-28) 25 「這些事，我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

們說，乃要將父明明地告訴你們。 26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並不對你們

說，我要為你們求父； 27 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出來

的。 28 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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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8:23-24) 23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

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

是基督(I AM)，必要死在罪中。」 

(約8:56-58) 56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

。」 57 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 58 耶穌說：「我實實

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I AM)」 

(約14:3-6) 3 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

就來到園裡。 4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 5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耶穌說：「我就是(I AM)」賣他的猶大也

同他們站在那裡。 6 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救贖主的受審, 被釘, 埋葬, 復活, 昇天 
 

受審與受死 

 

神的羔羊,聖潔的耶穌,以完全的無罪代替我們的罪. 

耶穌為我們承擔了被神完全離棄的刑罰 (太27:46)“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他完全的公義在神面前被算為我們的公義. 

 

(申 16:6-10) 6 「亞倫要把贖罪祭的公牛奉上，為自己和本家贖罪。 7 也要把兩隻公

山羊安置在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 8 為那兩隻羊拈鬮，一鬮歸於耶和華，一鬮歸

於阿撒瀉勒。 9 亞倫要把那拈鬮歸於耶和華的羊獻為贖罪祭， 10 但那拈鬮歸於阿撒

瀉勒的羊，要活著安置在耶和華面前，用以贖罪，打發人送到曠野去，歸於阿撒瀉

勒。 

(申 16:15-22) 15 「隨後他要宰那為百姓做贖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帶入幔子內，

彈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彈公牛的血一樣。 16 他因以色列人諸般的汙穢、過

犯，就是他們一切的罪愆，當這樣在聖所行贖罪之禮，並因會幕在他們汙穢之中，

也要照樣而行。 17 他進聖所贖罪的時候，會幕裡不可有人，直等到他為自己和本家

並以色列全會眾贖了罪出來。 18 他出來，要到耶和華面前的壇那裡，在壇上行贖罪

之禮。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壇上四角的周圍， 19 也要用指頭把血

彈在壇上七次，潔淨了壇，從壇上除掉以色列人諸般的汙穢，使壇成聖。20 「亞倫

為聖所和會幕並壇獻完了贖罪祭，就要把那隻活著的公山羊奉上。 21 兩手按在羊頭

上，承認以色列人諸般的罪孽過犯，就是他們一切的罪愆，把這罪都歸在羊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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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藉著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曠野去。 22 要把這羊放在曠野，這羊要擔當他們一切

的罪孽，帶到無人之地。 

 

 

復活 

 

(太 28:1-10, [路 24:1-12,可 16:1-8, 約 20:11-18])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

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來看墳墓。 2 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

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3 他的相貌如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 
4 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甚至和死人一樣。 5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

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 6 他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

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 7 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從死裡復活了，並且在你

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8 婦女們就

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歡喜，跑去要報給他的門徒。 9 忽然，耶穌遇見她

們，說：「願你們平安！」她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 10 耶穌對她們說：「不要

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裡必見我。」 

 

(可 16:12-13, [路 24:13-35]) 12 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

耶穌變了形象，向他們顯現。 13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約 20:26-29 多馬 ) 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

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27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a]我的

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28 多馬說：「我的主！

我的神！」 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林前 15:12-19) 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

事呢？ 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

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

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16 因為死人

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

在罪裡。 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1. 基督復活,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  

2. 基督復活, 因為神叫一切服在他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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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復活, 廢去罪的權勢, 勝過死的恐懼. 

4. 沒有復活, 我們所信,所傳的是枉然. 

5. 沒有復活, 我們是為神枉作見証. 

6. 沒有復活, 我們沒有將來的盼望. 

7. 沒有復活, 我們比不信的人更可憐. 

 

升天 

 

(徒 1:1-11)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 2 直

到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3 他受害之後，用許

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4 耶

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

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7 耶穌

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8 但聖

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9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

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10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

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11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

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可 16:19-20) 19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20 門徒

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馬太福音 27:51-28:20、馬可福音 16:1-20、路加福音 24:1-53、約翰福音 20:1-21:25、使徒

行傳 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