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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早期生活与事工 
经文: 

约:一章,1-8 节 

太:一至四章 11 节 

可:一章,1-13 节 

路:一至三章 17 节 
提纲: 

1. 三十年的拿撒勒生活 

2. 预备时期 

3. 犹太地的事工 

八月份: 加利利的事工 

九月份: 离开加利利 往耶路撒冷 

十月份: 迈向耶路撒冷 

十一月份: 在耶路撒冷 

十二月份: 受难与复活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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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林前 3:7-8 
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

长的神。8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

夫，得自己的赏赐。 

 

提醒事项 
1. 8 月 12 日主日敬拜时间是上午, 跟本教堂的教会联合聚会,

中午聚餐, 下午有茶点。 

2. 幼儿照顾的服事急需要 2 位同工配搭,欢迎有感动加入的弟

兄姐妹跟唐香谱姐妹报名。 

 

基督神人二性的关系  

       Loraine Boettner 

在韦斯敏德公认信条中，我们看到有关基督位格的清晰和完全的陈述：“神的儿

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既是唯一永远的神，与父同质同等，及至日期满足的

时候， 就取人性，集人性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和共有的软弱于己身，只是无罪：

他藉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马利亚的胎中，以其本质成孕。所以完整无缺，而又

是相异的二 性，即神性与人性，毫无转化，合成或混合，不可分地结合于一位

格之内，这位就是真神真人，却是一位基督。神人间的唯一中保。”(第八章第

二节) 

许多批评家在研究基督的位格上走入迷途，其原因乃是在于他们揣测他必定是一

位神， 或一个人的结论。意即他是神，就不是人，是人，就不是神。他们似乎

永远没有想到基督是具有神人二性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面临了一个不可避免

的难题，因为 整个历史的传统都见证了神而人的耶稣，耶稣是超自然的，而且

他还有个一般人所具有的完全人性，这些批评家倾向于把福音中的自然与超自然

的因素予以撕开，然 后他们就将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归属于“历史的”陈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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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超自然的部分贬低为“神话”。无论如何，这样的批评是极不合理的。他们这

种批评并非根据历史的或圣 经原文的批判，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明说基督仅仅是

个人的说法，只是先入为主的自圆其说。他们的批评仅是根据哲学上的假定，认

为超自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今所有的关于历史的耶稣的证据，首要来自新约圣经，其次来自早期基督

徒的信仰与生活，这个证据不可否认地阐明了一位神而人的耶稣。在不同的来源

中，我 们找到许多前后一致的证据，它们都是切实可靠的。在耶稣的位格或世

界中超自然是否可能，并不是历史上的或经文评论的问题——这种批判应当公平

地完全地与那 传留下来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约经文有关，出乎意料之外，这些经

文都完全支持对超自然的信仰。这是一个哲学世界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仅凭

武断的拒绝福音书中 有不可证明的因素而来解决。在本章中，我们的目的就是

表明相信福音书中所说的耶稣是神人二性乃完全合理的。而且这神人二性，在基

督里的功能是完全协合的， 只有如此，神人二性的位格才能为人类预备救恩。 

在主的道成肉身中再加上他的神性，并非加上另外一个位格，(如果那样的话，

岂不是他就成了双重的位格?)， 乃是非位格的一般人性，所以他以前是并且继

续是神而人，两性分清永为一位。的确，在这里所有的奥秘是我们不能解释的。

或者我们可以在人的禀性中发现极类 似。人是由根本不同的两个本质所构成—

—一个受心灵影响的非物质的灵魂，以及一个物质的身体，受物质与化学及电力

等在世界中环绕我们之力量的限制。这两性 并非融合或混合去产生一个与二者

不同的第三性，乃是二者完全和谐并存，而又有其特殊的属性。每一性都要顺从

其范围内的规律，正如与另外一性分离一样。比如 在人里面的灵魂，是支配和

管辖权的因素，在基督里的神性，也是一样，在人里面灵体的属性或特征，就是

那人的品性或特征，由一个人的身体和灵性，我们就可以 断定这人如何，假如

他的人格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快乐的或忧伤的，聪明或愚蠢的，或者他的身体

重一百磅或五十磅，是高是矮，有蓝色眼睛，蒙受痛苦或病患， 我们不必去指

出这些事情是应用在那个事上，我们应当知道，这些特征或情况中的每一份，只

能应用在一个属性上，而不能应用在另一个属性上。灵魂不能负伤或烧 毁，或

成为跛子或聋子，身体也不能思想，或者快乐或忧伤，或者问心无愧或懊悔。人

是什么样的人，或有什么经验，端视其心灵和肉体之经历。 

因此由于基督有两性的事实，并且看见我们心里存着的是那一个性，就应当说他

是无限或有限的，他是从亘古存在或是生于伯利恒，他是无所不知的或者他的知

识有 限。在他凑集成的人格中，按肉体方面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另一方

面，他是“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 1：

3—4)。 所以圣经指出他为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他生而为婴孩，又是永

恒之神，他是马利亚的儿子，同时又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他虽然旅途

困倦，仍藉着 全能的道支持万有。他虽不能离开父做什么，但凡被造的没有一

样不是藉着他造的。他虽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而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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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强夺的。他虽取 了奴仆的形状，但他特别的和天然的形状是神的形象。他

虽在身材方面渐渐增长，但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他虽在智慧

方面渐渐增长，但完全地认 识圣父。他虽是生在律法之下并守律法，但他奉自

己的名，赐给了一个新的且更完全的律法，称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比圣殿更大。

他的心虽然忧伤，但他是和平之 君，他虽在罗马巡抚的命令下赴死受难，然而

他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虽被接升天，为他的门徒们所不能看见，但仍继

续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 此，福音书的作者有时称他为神，有时称

他为人——我们不能接纳他为神而不接纳他为人，乃是要接纳他为神而人的一位

道成肉身的神，他的整个属世生活，也不过 是属天的那一位在世存在的一段插

曲。 

我们已经声称，在基督里的两性是如此的联合，以致于这两性的每一属性，都能

说明这位格。因此，我们正确地认定这同一的位格，无论我们称他为耶稣或基督，

神或 人，神子或人子我们所说的既然是同一个人，那么说耶稣渴了或说神渴了，

耶稣受痛苦或神受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而死，或神在十字架上代替人而

死，如果 我们心里知道，任何一个性所完成的行动，则说什么都是完全正确的。

在圣经中，神性与人性的属性与能力都是属于一位基督。反过来说，这位基督的

工作与特性也 是属于神人二性的，此二性在机体上联合于单一的位格之中，只

能基于这个原则，神人二性的工作与特性才能鲜明。例如：圣经上告诉我们，有

罪的人“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林前 2：8)，保罗指出：“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徒 20：28)，并且宣称：“只有一位神，在神和

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5)。约翰写着：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并曾亲手摸

过的”(约壹 1：1)，又在另外一处宣称：“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约 19：

37)。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中好些人)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

处，怎么样?”(约 6：62)有一个名词用以特别指著他人性的名词，只有当论到

他的神性是真实的时候才能运用。 

“马利亚、神的母亲，”在罗马天主教会反复的使用这辞句，对更正教通常是刺

耳的，假如我们记住马利亚作为母亲不是属于他的神性，只是属于他的人性，尚

有其真实的意义，这名词对那些外面的人容易误解，并有助于错误的传播， 好

是不要使用这名词。 

人类的救赎主具有神人两性是必需的，若是主真的采取了人的地位并且受苦与受

死，那么他必需成为人，因为如若仅是神性就不可能那样去做了，假如他的受苦

与受死 是有无限的价值，那么他必定是神，简而言之：他的人性，就是叫他能

受苦，而他的神性，使他的死才有无限的价值。假如他只是人，他就必需为他自

己作成得救的 工夫，纵然他是无罪的，他也不能为救别人而付上充足的赎价，

但是他既有神人二性而又完全和谐的联合在一起，所以他是真神也是真人，他所

完成的赎罪是具有无 限的功劳，因此，足能拯救那些，凡信他的堕落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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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既因一个人的行动而堕落，那就是亚当正式代表全人类，那么就可以用同样

的方法来为人类预备救恩。 加尔文说得好，为了使人与神复和，必需是“人既

由于自己的背逆毁灭了自己，就应该藉着顺服来挽救他的情况，满足神的公义，

并为他的罪受惩罚。我们的主终于 亲自成为真实的人，他把亚当性格披在自己

身上，采取了他的名字，在他的地位上，向父神表示顺服，取了我们的肉身作为

满足神公义的代价；又蒙受我们所应得的 惩罚，在他的人性内受到所应受的攻

击。因此，要仅是神的去受死，或仅是人的去胜过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将神

性与人性的联合，以致他将人性的软弱交于死作 为赎罪；以神大能，他可以克

服死亡，为我们的缘故而得到胜利。所以那些不分辨他的神性或人性，或减少他

的 高权威与荣耀，或不清楚他的良善，就是轻侮基 督。”(基督教要义卷一

421 页) 

我们曾说过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自己的联合，不是与另外一个位格，乃是与非位格

的一般人性联合。这人性若离开了神性就没有位格性，只能在与神有联合时才有

其个 性。照样我们的肉体如果与我们的灵魂分开了，则我们的理性与知觉也就

失去了，当人的身体与灵魂联合时，我们才享有真正的个人生活，因为我们是人。

在这联合 中，神性是基本的和支配的，所以这不是一个人升高到神性，乃是神

自愿谦卑他自己降到人的地位，如此，耶稣与我们一般人有同样的经验。照样，

我们的灵魂超越 并控制我们的肉体，在基督里的神性也超越并控制人性；然而

每一性继续有其本身特殊的属性来完成它本身的功能。 

不意地，基督以他自己与非位格的一般人性联合的事实，使童贞女马利亚因圣灵

怀孕的重要问题被澄清。时常有人问说基督如何能生为人类一份子而无原罪?但 

事情的真相是罪与罪孽并非归属于人性，乃是归属于各个人——特别是归属于凡

由亚当而生的众子孙。再进一步来说，如果耶稣不是由童女所生，乃是由一个人

类的 父亲和母亲所生，那末有若干理由可信，那是一个完全人，他与他自己进

入联合。在人的领域，需要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去生产一个具有身体和灵魂的新

人。耶稣既 然只有一个属人的母亲，所以他只需要与他的神性联合，仅有一个

非人格的人性，可是在这个人性中，他才可以去经历一般常人所经历的有限与痛

苦，因此，加在人 类其他份子的原罪，是不能加诸于他。罗马大公教(中译天主

教)以童贞女马利亚圣灵怀孕的教义，来解说基督本性的无罪是不必要的甚至是

荒谬的。 

在论述基督的两性中，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的位格的统一性。虽然真神与父神是一

样，和真人与我们是一样，在新约圣经中记载他一定地说到他自己时，只是好象

一个单 数人称，从未用“我”、“你”、或“他”等代名词来区分神性与人性。

正如在三位一体中来区分不同的位格，基督也从未用多数来指到他自己，这个区

分似乎在于 神性中不同的位格。有清楚的(指单独的)并 有觉知与意志的能力存

在的事实，但基督的人性并非如此，所以没有分开的人称。在全部新约圣经中，

都说耶稣是一位神，在肉身中生活与行动，新约所说的耶稣的 出生、长大、生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   http:// www.livingspring.ch 
info@livingspring.ch     

7 

活、死亡、永恒、全知、全能和一切其他的特征，无论是人性或神性都是指着他

一个人说的。原来任何人选择某种传统的陈述强调耶稣的人性，且以 此为基础

声称他仅是人，与选择其他的陈述强调他的神性，再声称他纯然是神，都同样是

错误的。如果有人将这两性混淆，以致他们既非神又非人的第三性(正如优提缺

斯的异端——在主后 451 年产生了被迦克墩会议所定罪。)，或者将神人二性分

开，以致于把基督变成两性分裂的人(涅斯多流的异端——在主后 431 年被以弗

所会议定罪)，都是同样错误的。这些各样的错误，常是一再的发生，只有藉着

对基督位格的正确了解才能消除它们。 

这两性在一个位格联合的教义，乃是开启有关基督位格之圣经教训宝藏的钥匙，

并且使读者在念圣经时能得到一个完全理智的与一致的系统。正如瓦菲德博士关

于这教 义曾经说过，“总之，神人二性的教义提供了历史的耶稣生命彰显的谜

之唯一可能解答。这教义为我们提供它自己不是难题的创造者，乃是难题的减弱

者。——这个 教义和其他别的教义一样，帮助了我们。如果我们看它仅为一种

假设，那就叫我们的注意力被繁多的现象减少其秩序和统一，我们的领受也在这

贬抑的地位上。但它 不是来对我们仅作为一种假设。此教义是有关主耶稣所有

基督教信仰的基要见证。其实，那是我们的主自己本身的见证，对我们揭露他的

禀性的奥秘。总而言之，耶 稣事实的简要说明，就是在他的完全显示中对我们

已启示的事实。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拒绝它(神人二性的教义)，但在我们拒

绝中，我们拒绝了唯一真实的耶稣，而赞成了另外一位耶稣——不是另外一位，

乃是纯粹幻想的创造之物。我们实在面对两择其一：或是历史上两性的基督，或

一个强烈的幻想。”(基督论与批评第 309 页)。 

同一作者在另一相连的作品中关于新约圣经对耶稣的描写说：“这描写并非一个

仅是人的生活，虽然它包括一个完全的记述和完全的人性生活。那乃是在神性生

活中一 个人生插曲的描写，所以那不仅是与超自然事件相关联，亦不仅藉超自

然的外貌加以润色，不仅是安置在一个超自然的环境中：超自然是它的真正本质，

将它排除， 将是全部的消散。无论如何，新约圣经中的耶稣并不根本上的是普

通人，乃是神所赐的：他是神短时的在人间暂居，关于他在天上的存在，不仅在

他的幼年时期，乃 自始至终所有在他的肉身时期。 

“当然，这非常的超自然记述，对我们的反超自然时代是一个绊脚石。所以唯一

可预料的，这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学者受反超自然直觉所影响，已经

借取把超 自然排除的工作，无论如何历经艰辛，在企图作成一个历史上的漏勺，

想滤除一切奇迹，但仍让耶稣通过了；原来在耶稣自己就是所有奇迹中 大的奇

迹。因此有一 种增长不已的倾向(似乎在绝望中完成此伟业)去 制造一个筛子也

想把耶稣滤除，在绝望的议会中找寻避难所，那就是说从来无耶稣其人存在，基

督教并无创立者，非仅有关耶稣的描述，就是耶稣本人乃是后来的理 想投射到

过去的历史中，可是，攻击的主流非但指向耶稣自身，乃是福音书作者所说的耶

稣，以自然的耶稣来代替超自然的耶稣。”(基督论与评论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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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存在两性之间的关系彻头彻尾地整个研究，我们还是面对难以探究的奥

秘。那是圣经所启示那些奥秘之一，乃他们未尽力去解释的。基督是一位绝

对的独特的人； 虽然在每个世代中，在他的人性与事实上费了很多研究，他

的位格仍然是一个极深的奥秘，象在一些关心三一真神本身者的困惑一样，

所有我们能知道的简明事实， 在圣经中都已经启示给我们，除这些以外是不

必要的了。事实上我们不能明白在我们本性中属灵的和属肉体的联合，我们

亦不能明白神的属性。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 的，为一般基督徒所能了解。这

些基要的事实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在他的本性上又附加了一个完全

正常的人性，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尽都适合这人性的限制 之内，他的生活始

终在肉身中彰显神的生命，他在肉身中的行动从未超越了适合于道成肉身的

神性化身之外，这一切的成就为的是在人性上他可以做人的替身，他可 以在

律法前承担人的义务，受人因罪所应受的刑罚，并替人完成了救赎。 

 

  服事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陈远明 证道: Ernst Hauser 

    翻译: - 翻译: 高杰华 

    司会: 黄宗妮 司会: 赖迦南 

    司琴: 吴  漾 司琴: 吴  漾 

    招待茶点: 林  舟 招待茶点: 邓小花 

    儿童主日学: 陈 剑 儿童主日学: 林  舟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幼儿照顾: 张婉儿 

    周报: 吴  漾 周报: 林立志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23 人 上次主日奉献:  425 瑞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