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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个生活在费城南部的8岁小男孩，我蒙神垂怜与祂这位在天
上的父建立了彼此相爱的关系。

天父本已是我所渴慕的神的全部，所以过去我从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将
耶稣也视作神。我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正意味着他就是完全的神。

多年以后，我才从圣经中读到，耶稣自己和圣经都一同宣称了耶稣的
完全神性！我从圣经中所发现的关于耶稣是神的依据都在这本小册子
中呈献。愿它能就此改变您的生命，正如它改变了我一样。

ｩ､ｩ､ 编者鲍伯·福克斯牧师·丰盛生命团契

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耶稣 （《约翰福
音》 8：24 ）

 任何的非基督教宗教都不承认耶稣的完全神性。甚至
连一些基督徒都对此抱有怀疑。

 每个人所得的救恩都取决于他们各自与耶稣本身所建
立的是何等关系，而并非仅仅是遵循他的教导。父神
和耶稣都要求我们从信靠耶稣而得拯救。 （参见《约
翰福音》 3：16、36，《使徒行传》 4：12）

 我们若不将耶稣视作神，我们就比较难以做到信靠、
顺服他以及圣经中记载的他所说的话语。

 就从耶稣是如何自称的来看，耶稣只可能是骗子、疯
子、魔鬼、或者正是神！

 神希望他的跟随者能够向他人解释他们对耶稣的信
仰：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
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书》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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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各人所得的救恩取决于他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神父差派耶稣降世为人，是惟要叫信耶稣的人得着永
生：

   “神爱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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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3：16）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耶稣接着说：“信子的人有
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
他身上。” （《约翰福音》 3：36）

 凡人中的先知或教师没有哪个可以、或者应当宣称自
己是基督。身为凡人，这样的宣称可被视作对神的亵
渎。耶稣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宣称而被钉了十字
架。 （参见《马可福音》 14：61-65）

 耶稣同时也宣称独独信靠他是通往天父那里的唯一道
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使徒路加在论及耶稣时如此写道：“除他以外，别无拯
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
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我们若不将耶稣视作神，我们就比较难以做到信靠、
顺服他以及圣经中记载的他所说的话语。“……叫人都
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
子来的父。” （《约翰福音》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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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依据

归根结底，圣经中支持耶稣之神性的
证据是具有压倒性说服力的。

事实上，仅凭这第一点就可以合乎圣
经地证实耶稣的神性：耶稣接受在地
上的犹太人和在天上的天使敬拜他。

圣经中的依据有如下几类：

耶稣接受来自地上的人们
的敬拜

在天上，耶稣是受天使、长
老以及一切受造物的敬拜

在圣经中耶稣实际上被称
作神

耶稣宣称拥有神的属性、
职能和头衔

耶稣以神的方式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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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除神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错误的

根据圣经的教导，只有全能的神方配得地上或天上的敬拜。十诫
中的第一诫就禁止这类偶像崇拜。神曾因人们崇拜假神而毁灭整
个国家，包括祂所爱的以色列。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当使徒彼得进到哥尼流的家去见他
时，哥尼流“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ʻ你起来，我
也是人。ʼ” （《使徒行传》 10：25-26）

当使徒约翰在天上从天使所受的启示甚大，他深受震慑，约翰如
此写道：“……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
说：ʻ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
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ʼ” （《启示录》 22：8-9）

在《启示录》十九章第10节中约翰又想要跪拜那位天使，然而天
使也对他说了基本相同的话：“千万不可！你要敬拜神！”

然而，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天上，耶稣却接受人们和
天使的敬拜。

这意味着耶稣要么是真正的神，要么就是在神眼中视为极罪
恶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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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地上接受人们的敬拜
 受他的使徒敬拜：“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ʻ你真是神的
儿子了。ʼ” （《马太福音》 14：33）

   “忽然，耶稣遇见她们，……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
他。” （《马太福音》 28：9）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马太福音》 28：17）

   他的門徒“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
去。” （《路加福音》 24：52）

   多马称耶稣为神：“就对多马说……ʻ不要疑惑，总要
信！ʼ多马说：ʻ我的主，我的神！ʼ” （《约翰福音》 20：
27-29）

要知道，这些正是和耶稣一起生活了3年之久并看到他被钉死的人们。如果耶稣只
是一个凡人，他们不会不知道！

 受他所医治的人敬拜：“他说：ʻ主啊，我信！ʼ就拜耶
稣。” （《约翰福音》 9：38）

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决不会让任何人去敬拜他自己。他会因宣称自己是
神这样的亵渎行为而遭人们用石头砸死。

 受异教术士敬拜：有几个博士看见他的星，就长途跋
涉“特来拜他”。 （《马太福音》 2：2）之后当他们找到耶
稣，“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马太福音》 2：11）

如果耶稣不是神却又容许人们敬拜他，那么他必然不是个
骗子就是个疯子或者来自地狱的魔鬼 ── 或者以上三

者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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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天上受天使和长老的敬拜！

论及耶稣的再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6节昭告说：“再者，神再使长子到世
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
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ʻ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
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ʼ” （《启示录》 5：11-12）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
说：ʻ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
永永远远！ʼ四活物就说：ʻ阿们！ʼ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启示
录》 5：13-14）

需要注意的是，对父神的敬拜和对羔羊耶稣的敬拜是没有分别
的。所有被造物都敬拜自有的神，圣父和圣子。

“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ʻ你是神的儿
子！ʼ” （《马可福音》 3：11）

在圣经中，从未有记载说邪灵会俯伏在地拜一个仅能驱赶它
们而已的人。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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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8：29） 

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在末了的时候叫鬼魔们受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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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耶稣在圣经中正已被称作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 1：1）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 1：14）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腓立
比书》 2：6）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 （《歌罗西书》 2：9）

说到耶稣和神的父子关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3节如此宣告说：“他是神荣
耀所发的光辉，是神[天父]本体的真象，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论到使者，[父]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ʻ神
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ʼ” （《希伯来书》 1：7-8）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 9：6）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
是‘神与我们同在ʼ。）” （《马太福音》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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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拥有神的属性、职能和头衔
 耶稣为他自己而创造万物：“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
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藉着
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歌罗西书》 1：16） 只有神才会为
祂自己而造万物。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约
翰福音》 1：3）

 耶稣拥有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 （《马太福音》 28：18）

 耶稣赦免人的罪。“……就对瘫子说：ʻ小子，放心吧！你的罪
赦了。ʼ有几个文士心里说：ʻ这个人说僭妄的话了。ʼ” （《马太福
音》 9：1-3） 只有神会赦免人的罪。

 耶稣将人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
太福音》 1：21） 惟有神能做这件事。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ʼ” （《约翰福音》 1：29）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
活着，替他们祈求。” （《希伯来书》 7：25）

 耶稣和天父宣称拥有阿拉法和俄梅戛的名号：“主
神说：ʻ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
后永在的全能者。ʼ” （《启示录》 1：8）

“看哪，我必快来！……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
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启示录》 
22：12-13） 惟有耶稣是那将要快来的！



1010

耶稣拥有神的属性、职能和头衔 （续）

 神和耶稣代人向恶者伸冤。“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
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ʻ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ʼ” （《罗马书》 12：19）

 “神的公义判断” （《帖撒罗尼迦后书》 1：5）将在末了的时候
被彰显。“……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
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
音的人。” （《帖撒罗尼迦后书》 1：7-8） 这所说的是

谁的天使？？？

 神和耶稣宣称拥有拯救者的名号：“惟有我是耶和
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以赛亚书》 43：11）

 “奉我们救主神[天父]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 （《提摩太前书》 1：1）

 “……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 （《彼得后书》 1：
11）

 “……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愿恩惠、平安从父
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提多书》 
1：3-4）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连续的两节经文中 （《提多书》 1：3-4），父神
被称为“救主”，而耶稣也同样被称为“救主”。

在旧约中，父神有13次被称作“救主”。在新约中，父神和耶稣均被称
为“救主”总共达24次之多。有时候是称父神为“救主”，其余时候

是称耶稣为“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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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以神的方式说话
 耶稣宣称自己与父神的同一性： 《约翰福音》 10：

30-33：“‘我与父原为一。ʼ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犹
太人回答说：ʻ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
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ʼ”

 犹太人企图杀死耶稣，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
当作平等。” （《约翰福音》 5：17-18）

 耶稣自称有神的圣名：“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
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
他……” （《约翰福音》8：58-59）

     “I Am (我是自有永有的)”  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4节中耶和华神的圣   
名。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任何人擅用这个圣名都可能被石头打死。

 耶稣说信靠他可以得永生：“……我又赐给他们永
生，他们永不灭亡……” （《约翰福音》 10：28）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约翰福音》 
11：26）

   “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约翰福音》 14：1）
   耶稣曾教导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
样。” （《约翰福音》 5：23）

   “……他[圣灵]……就要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是因他
们不信我……” （《约翰福音》 16：8-9）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
福音》 8：24）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 （《约翰福音》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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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伟大的道德教师，或者天使长？

一些否认耶稣是神的人常常会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
先知，或者天使长。

耶稣不可能是以上所述的任何一个身份，正如剑桥大学教授C.S.路易斯博士在
他所著的《返璞归真 （纯粹的基督教）》中所写的：“一个人若是凡人，
说出像耶稣说的那些话，决不会是伟大的道德教师。他若不是疯
子，……便是地狱中来的魔鬼。”

如果耶稣故意捏造自己的身份，他又怎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道德
教师或者神的先知呢？

如果耶稣明明知道他自己不是神，却还是宣称自己拥有神的名
号、属性和权利，那他就是一个骗子或者疯子，或者两者皆是。

如果他是一个神圣的天使长，那他又怎么能容许人们在地上和天
上敬拜他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天使，怎么可能去告诉人们他
们必须信他──以及父神 ──从而获得救恩呢？一个天使如何能
应许说他自己──而并非神──可以赐给人们永生？任何一个属
神的天使，怎么可能声称拥有神的头衔、属性和职能呢？路西法
可能会这么做，但是一个属神的天使不会。

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个选择──关于耶稣是谁？
   从他所说的和所做的
   从圣经是如何记载他的

耶稣只可能是一个骗子、疯子、魔鬼……或者主神！

你会说耶稣是谁呢？
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吧。你的永生取决于你的选择。

（《约翰福音》 3：16； 3：36； 《使徒行传》 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