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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14——基督：耶稣的称号和使命 

介绍 

耶稣的传道生涯记载在四个福音书中，并被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

部分是把耶稣介绍给这个世界。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进行公开传

道。他向人们宣告自己的身份——基督，神的儿子。他行了很多

神迹，宣称并证实自己的身份。他的言行也激起了广泛的争论。

之后，第一部分以耶稣询问门徒的一个问题为结束——人们说我

是谁，你们认为我是谁？ 

在四福音书中，耶稣生平的第二部分则是聚焦在他如何成为世界

的救赎者。 从耶稣去耶稣撒冷到最后走向十字架，第二部分叙述

了耶稣如何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作为罪的代价。 整体来看，这两

部分的故事可大致描述为：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介绍耶稣——基督受难 

耶稣的人性——耶稣的工作 

谁是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 

将这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

子。 

 

叙述中的关键：彼得认主 

在福音书的记录中，彼得在凯撒利亚腓利比境内认基督（马太

福音 16，马可福音 8，路加福音 9）是一个重点。我们在前面的

讲章中提到过（参见讲章 12）。在这里彼得认主是从第一部分进

入第二部分的关键连接。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

谁？”他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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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你们说我是

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

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

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 1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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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正确的认识主。但为什么彼得认主会成为第一部分的高潮

呢？ 因为福音书的作者希望读者（和我们）知道这是关于耶稣

身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我们是否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

生神的儿子呢？这是关键性的问题。 

 

如果从这里直接读到耶稣受难的部分，就是耶稣站在大祭司该

亚法面前的时候，该亚法让耶稣自己见证自己是谁。 

 

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

子基督不是？”（马太福音 26:63） 

 

耶稣承认他是基督，他引用旧约但以理书来证明他的身份（但

以理书 7:13,14）。他是神的儿子，是天父定意要掌管世界的那位

掌权者！ 

 

大祭司听到耶稣的证实之后就撕裂衣袍，指责耶稣犯亵渎之罪

（宣称自己是神）。他们判定耶稣要为自己的话而受死，于是他

们往他脸上吐口水，鞭打和戏弄他。几个时辰之后，耶稣被钉

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了。 

 

福音书作者在第二部分的开头描述彼得认主，在结束部分描述

大祭司不认耶稣，作者想要强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耶稣到

底是不是基督？ 

 

连接两部分的重点：一位受死的基督 

所以，如果耶稣是基督（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并且如果他做

了那么多事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为什么人们还是很难接受他是

基督呢？这是因为他并不符合犹太人认定的弥赛亚的形象。 

——他们以为他的形像和他们的想象是一致的。 

——他们以为他会是来自于国王，有更多国家的权力。 

——他们以为他会领导政治上的革新。 

——他们以为他只会和宗教上的精英群体有联系。 

 

对于基督是什么样，会如何行事人们有不同的期待，耶稣和人

们普遍的期待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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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耶稣有一件事让人费解，当耶稣告诉他们自己将要去耶路

撒冷并要在那里献上生命时，这对于哪怕是他最忠实的信徒来

说，都十分令人费解。 

 

彼得认主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如下：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

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

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 16：21-23）。 

 

彼得无比惊讶。一个受死的基督？不可能！这不是我们想象中

的基督。神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特别是对

于基督，对于永生神的儿子来说，这实在不可能发生！ 

 

在那个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的确很难接受一个“受难的弥赛

亚”这样的意向。他们很难相信神会膏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人。为什么？因为在申命记中这样描写： 

 

“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诅咒的”（申命记 21:23）。 

 

如果有人被挂，就说明他们是受神诅咒的作恶的人。所以他们

不能相信基督最后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神怎么可能诅咒弥赛亚

呢？这根本说不通。所以门徒们很难理解耶稣的预言。 

 

所以要理解耶稣的使命是什么，这正是福音书的第二部分的重

点！ 福音书作者用了很多篇幅叙述第二部分。 这里有一些数

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在描写耶稣受迫害和牺牲过程中花了

多少笔墨（尤其是介绍他生平的最后一周）： 

 

四位福音作者描写耶稣最后一周所占的篇幅： 

马太福音 三分之一；马可福音 三分之一； 

路加福音 四分之一； 约翰福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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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受难周，告诉读者耶稣是怎样被

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因为这是核心部分。耶稣是基督，是

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永生的上帝”却让他成为“受死的基

督”！这就是连接耶稣生平两个部分的重点。 

 

耶稣对他死亡的预言 

要了解耶稣的真正使命，必须要认识到耶稣是受死的基督。他

来到世界上并不是主要为了传道，做一名教师、先知或者统治

者。他来是为罪而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多次谈到自己的

死。在他传道的早期，他和一些宗教领袖曾进行过交流：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

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在

建立起来么？”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

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

的（约翰福音 2：18-22）。 

 

在讲述耶稣传道的第一部分即将结束的时候， 耶稣对他自己将

死的预言激起了人们的分歧。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

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 

  

有些人说他们相信上帝，甚至也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的意思是相信

上帝和耶稣的存在。耶稣是那位犹太人长久等待的弥赛亚， 耶稣

用他的生命为代价成为人类犯罪的牺牲，洗净的人们的罪，要相信

这一点和仅仅相信他的存在是截然不同的。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你怎么描述你相信的耶稣？你是否认同福音作者笔下的耶稣：永

生神派他的儿子来成为受死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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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

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

眼睛开了呢？”（约翰福音 10:17-21）。 

 

人们很难将耶稣关于死的预言和公众心目中“弥赛亚”的形象

像匹配起来。  

在第二部分，随着叙事慢慢向十字架推进，耶稣对自己的死也

有更多的预言了。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者、祭祀

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

16:21）。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

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马太福音 17:9）。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马太福音 17:12）。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

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地忧愁。

（马太福音 17:22,23）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

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

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马太福音 20:18,19） 

 

“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

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

了（马太福音 21:38,39）。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

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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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

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3,24）。 

 

所以，为什么福音作者们要用这么多篇幅叙述耶稣的受难？为

什么耶稣反复预言他的死亡？因为：我们能否得救取决于我们

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永生神派耶稣成为受死的基督， 

只有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 

我们要相信他是受难的弥赛亚；是被牺牲的羔羊；是从死里复

活的弥赛亚。我们不仅要相信他的人性（福音的前半部分）；我

们还要相信他的神性（福音的后半部分）。 

是的，我们相信申命记 21:23 中所述——“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

受诅咒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十字架，想到这里，我们

要认识到这句话和耶稣所作的之间的关联。 

 

早期使徒保罗阻拦基督的事业，但是之后他却找到了耶稣被钉

十字架和“被挂的人是受诅咒的”，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在加

拉太书中解释道：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

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 3:13）。 

 

他为我们受咒诅 

他为我们受惩罚 

他为我们成了代价的羔羊 

他为我们而死 

 

对于当时的人，哪怕是耶稣的门徒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基督的

工作是牺牲自己的性命，将人类从罪中得拯救。这正是基督的

核心要义。因为我们的罪和悖逆，我们无法自己拯救自己脱离

死亡的惩罚，我们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唤醒自己失落的灵

魂。耶稣，神的儿子，他代替我们的罪，献出自己的生命，成

为我们的赎价。通过成为人的样式，神才可以实现他的律法，

并战胜罪和死亡。 这真是难于理解的奥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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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大多数英雄人物故事都是先向读者介绍主要人物，之后就介绍

他们的使命。福音作者也是这样记录的。他们先告诉我们耶稣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带我们去了耶路撒冷，在那里

我们详尽的看到他是如何完成和实现天父交给他的使命。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

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10:45）。 

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也是在世时间最长的门徒。他撰写了

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以及圣经的最后的启示

录。他记录了很多与耶稣的对话。在约翰福音 11 章记录了拉撒

路的故事。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于疾病，耶稣将他从死里复

活。当耶稣到达伯大尼来探望拉撒路的家人时，拉撒路的姐姐

马大先遇到了耶稣。她听到过耶稣的教导，她和拉撒路以及拉

撒路的另一位姐姐马利亚都从耶稣那里学到很多真理。哪怕她

的兄弟已经被埋葬了 4 天了，哪怕不知道耶稣会来救活拉撒

路，马大仍然相信耶稣，她说道：“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

的儿子，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约翰福音 11:27）。 

 

在约翰福音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翰记录这件事，我们也了

解到认识到耶稣神性的重要性： 

  

哪怕我们悖逆、犯罪远离神，他对我们仍然充满怜悯和慈爱。人类的

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神为了测试人对自己的爱和顺服禁

止他们吃树上的果实，但是他们没有通过考验。神曾经警告“神的孩

子”，‘如果他们吃了这棵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

2:16,17）。他们背离神以后，在与神关系上的灵命死了（虽然肉体上

很久之后才死去）。神怜悯他们，杀死一只活物，并让他们穿上活物

的皮毛（3:21）。神解释为什么用活物作为牺牲，“因为活物的生命是

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利未

记 17:11）。现在就感谢主吧！他是慈爱怜悯的主，为了让我们和他重

建关系而将我们的罪归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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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

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

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 20:30,31）。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受死的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得

到了永恒的生命。这也是福音作者想要强调的。和神的关系是

进入永远生命的钥匙。  

 

犹太基督徒相信天父让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让圣洁无罪他引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和天父重归于好。神做

出这样的牺牲是因为这样大的救赎是我们人无法实现的！因为

人无法战胜罪恶和死亡! 若不是他向我们启示真理，我们永远也

无法知道和相信基督，这位永生神的儿子。 

 

问题讨论 

1. 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否遭遇过这种情况：相信上帝，甚至相信

耶稣的存在的，但是偏偏很难让自己理解并相信圣经中的教导—

—永生的神让耶稣来作受死的基督? 

 

2. 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你开始理解并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 

如果你还在寻求这个道理，那你现在相信到什么程度呢? 

 

3. 旧约教导弥赛亚将要到来。很多人没有想到耶稣将会降临两次: 

第一次是为了洗净人类的罪来受苦并牺牲; 第二次是在世界末了

时作为永恒的主降临。耶稣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中的第二位。

谈谈你对弥赛亚两次降临世界的理解。 

 

4. 精读以赛亚书 53 章，以赛亚预言中的"受苦的仆人"那一段，它

创作于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 700 多年前。倘若你生活在众人还不

晓得耶稣牺牲的真正意义的时代，你会怎么看待耶稣的死？以赛

亚书这一章节是否能够帮助你认识耶稣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