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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詩篇 2:7 節：「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前言 

使徒信經一提到耶穌基督，就直接指出他是「上帝的獨生子」，和合本聖經的詩篇 2:7

節在「受膏者說」的底下有條虛線，那表示原文沒有這詞，之所以加入乃因這首詩篇的

第 2 節說：「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而第

7 節與第 2 節指的是同一位，故翻譯的人就把「受膏者說」加進來，讓經文讀起來更為

順暢明白。但因為原文沒有，所以加了條虛線。 

「受膏者」也就是 Messiah，中文的「彌賽亞」與希伯來文和英文的發音都很相近。「彌

賽亞」這個詞在詩篇第二篇以第一人稱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

兒子，我今日生你。』」「彌賽亞」是指上帝的兒子，但在這裡則是暗示受膏者是被生的，

這就令人感到困惑。如果在某一個時刻被生的話，這就與上帝有差別，因為上帝是永恒

的，而耶穌如果是在某一個時間被生下來，那麼耶穌就不等於上帝。世人都是在歷史的

某一個時刻被生下來，只是信主的人將有永恆的生命。但是我們的永生與上帝的永恒有

什麼不一樣？上帝的永恆是無始無終，是從永遠到永遠；基督徒的永生則有起頭，卻沒

有終點。 

關於這個問題，教父在尼西亞信經中就已經討論過了，尼西亞信經確定了耶穌在永恒中

受生而非被造的信仰告白。尼西亞信經的第一段講神論，第二段是基督論，第三段後分

別是聖靈論、教會論，最後也是講救恩的完成。尼西亞信經可以看成是使徒信經的放大

版。 

尼西亞信經的第二段：「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前，為父所生

的，…」在這裡用「萬世以前，為父所生」，另一種翻譯是「在永恆裏被生」。接著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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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信經第二段第二行後段「受生而非被造」，翻譯的人特別強調「受生的」，而不是「被

造」，因為被造就變成了受造之物。 

若耶穌基督是在某一個時刻被造的，那就跟上帝有差別，用「受生」一詞就是強調耶穌

基督不是受造的。初期的教父他們藉著尼西亞信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也是根據詩篇

2:7 節的「我今日生你」來解釋。 

但是「今日」是哪一日呢？尼西亞信經說是在「萬世以前」，或者說「在永恆裏面被生

的」。在永恆裏面被生就沒有時間點，因為上帝是不受時間所限的，上帝是永恒的，而

受膏者是在永恆裏面被生，而不是被造。教父為了尼西亞信經的定稿開了兩次會，在很

嚴謹的討論下，完成了這段對基督永恒神性的信仰告白。 

父子關係是指聖父和聖子的本質，而非時間先後 

回到詩篇第 2 篇，耶和華上帝用「我今日生你」來宣告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我們總認

為父親一定比較老，而兒子應該比較年輕，父親是先生先死，兒子應該是後生後死，時

間可能差幾十年。其實「父親」跟「兒子」這一組相對的稱謂應該是同時產生的，因為

沒有孩子你也不能被稱為父親，只能當丈夫而已。因此，聖子跟聖父是同永恆的。聖經

真理是很嚴謹的，「今日」是初期教父的解釋，而這個「今日」是指在永恆裏。 

對上帝而言，「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祂的「現在」；而對人類而言，時間是一條直線，

有過去、現在和未來。永恆的上帝是無限的，祂是從永遠到永遠，這跟佛教講的「活在

當下」是不一樣的，也與現今世界一些享樂主義講的「活在當下」也不一樣。享樂主義

的「活在當下」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今天就好了，人可以不在乎，但上帝在乎。上

帝造的人有神的形像，世人可以不管明天而只享受今朝，上帝卻要人死後，要復活受審

判，要每個人為自己的過犯負責。這是很嚴肅的。 

「基督是神」是聖經直接的宣告 

約翰福音 1:1-3 節中：「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這裏「萬物是藉著他造的」指出耶穌正是造物者，約翰福音 1:14 節寫著，「…我們也見

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宣告耶穌就是天父的獨生子。「父」和「子」

想表達的不是大小，而是表示父與子有相同的生命。詩篇第 2 篇的意思是「父是神，兒

子也是神」，而且聖經又告訴我們神只有一位，所以父子是合一的。 

約翰福音 1:18 節：「從來沒有人看見神」。舊約中最靠近神的是誰呢？是摩西。他希望

能夠看到神，但是摩西仍然沒有真正跟上帝面對面，而上帝也只讓他看到祂的背影。上

帝把自己隱藏在雲彩中跟摩西對話，並沒有面對面。約翰接著說，「父懷裏的獨生子將

他表明出來」，就是耶穌基督把父上帝表明出來。怎麼表明呢？就是約翰福音 1:14 節的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上帝慈愛的一面，而真理是上帝公義的一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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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面都在耶穌身上有完美的彰顯，於是把上帝看不見的本質彰顯出來。使徒約翰說，

我們不是看見耶穌的樣子，我們乃是看見耶穌的榮耀，耶穌榮耀的把神的恩典跟真理在

人間彰顯出來。 

另外，約翰福音 5:17-18 節記著，當耶穌行了神蹟之後就對他們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神作事，耶穌說他也作事，猶太人聽此越發想要殺他，因為耶穌把神當成

自己的父親，而且把自己與神視為平等。但是，猶太人認為上帝只有一位，而耶穌這個

加利利出生的拿撒勒人，憑什麼說自己是神？他們因此認為耶穌亵瀆神，就要殺耶穌。 

耶穌並沒有否認他自己是神。耶穌說：「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我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約 5:26），換句話說，耶穌的生命不是被造的，他的生命是自有永有的。世人的生命

都不是自己本來就有的，每一個人都是被父母生下來的，而父母也不是在自己有生命，

是從祖父母來的，這樣往上推，最後推到亞當，而亞當再往上推，聖經啟示我們亞當的

生命是從上帝來的，所以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是自己本有的。 

耶穌接著更直接的說，「我與父原為一」（約 10:30）。這使得猶太人更要殺耶穌了，耶穌

好像越講越可惡，但事實就是如此。有很多人覺得基督徒太驕傲，只有自己信的才是真

神，而且還只有信這位神才能得永生，不明白的人就說我們太狹隘、太自大了。順我者

昌，逆我者亡；信我者得永生，不信我將永遠滅亡。耶穌在約翰福音 14:6 節說：「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可以到父那裏去」，而彼得在使徒行傳 4:12 節也說：「除他以外，別無

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基督教講的很唯我獨

尊，但其實真理都必然是絕對的，科學中許多的真理，定律都是不變的，而屬靈的真理

更是不變的，只有一個造物主是個事實，不容我們改變。 

人間也有很多事物應該是絕對的，例如夫妻之間就只能是兩人一體，若有第三者介入絕

對是很糟糕的事情。如果有一種病，醫生說就是要這樣醫，並且只有這個藥有效，是目

前為止最好的，如果你不信、不吃就會死，你應該不會認為醫生很驕傲。所以當耶穌說

「我與父原為一」，這並不是他太驕傲，因事實就是，他是從神那裏來的。保羅做見證

說：「耶穌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羅 9:5） 

耶穌的話有上帝的權柄 

關於耶穌是上帝還有一個直接的證據就是，耶穌講論關於未來的事情幾乎都兌現了。如

馬太福音 24 章中，耶穌說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馬太 28 章也說福音要「傳給萬

民」，不只是天下各處，還要傳給每一個民族，包括最小的族群。而在使徒行傳第一章

更說要 「傳到地極」，「地極」是指最偏僻的地方。 

過去幾年我跑到新疆的烏魯木齊，然後再搭飛機約 90 分鐘到喀斯、喀什格爾、南疆、

北疆等很偏僻的地方。天山的山上一些少數民族，就在過去這幾年內開始信耶穌，開始

他們自己的家庭教會。我從 2001 年開始年年都去，之前我們蓋愛心學校，在 2008 年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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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感動協助當地的原住民唸好的大學，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在故鄉全部被穆斯林包圍，

若去遠方讀大學可能比較容易信耶穌。最近看到第一個福音的果子，是一個住在大石頭

鄉的女生，今年升大三，我們從最近的城市還要再用兩三個小時才能到她家，前兩個月

終於收到好消息。起因是 2007 年我們認識一個讀研究所少數民族的弟兄，他去北京參

加由基督徒辦的免費電腦培訓，不但信了耶穌而且還受訓練，並且回到故鄉成立團契，

這三年多在家鄉傳福音，約有二十幾個人信耶穌；當我們知道這位弟兄在大城市帶團契，

就把這個女生介紹給他，而這個女生最近信而受洗了。 

新疆是很偏僻的地方，是大陸離海洋最遙遠的地方，可是上帝一樣眷顧他們，他們中間

有維吾爾人、哈薩客人、烏茲別克人；新疆境外則有烏茲別克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

哈薩客共和國…等，新疆真的如聖經中所言的，就好像是地極，而上帝就在這幾年派人

去了，感謝神。 

另外在塔吉克，一個靠近巴基斯坦邊界，約只有三萬多人的地方，叫塔斯庫爾幹，面積

約有半個台灣大，當地的羊叫馬可波羅羊，聽說是馬可波羅發現的，你遠遠的看那坡上

的羊，小小的，好像不大；走近一點才發現其實這種羊跟馬一樣大，是世界上最大的羊，

很會爬山，幾千公尺的高山都見得到。 

就在 2009 年在塔斯庫爾幹的一個旅館，窗戶上面寫著呂底亞工作室（參徒 16:14），我

就知道有宣教士來了。有一對夫妻，他們的工作是用蒸氣為客人薰腳，這樣比較衛生，

不像大陸很多地方泡腳有衛生的疑慮。他們用消毒過的蒸氣，再加上一些中藥，也加上

禱告，醫好了很多人。 

我去薰腳時和他們在言談當中得知他們是基督徒，才來四個月就已經帶領二、三十人決

志信主，這是很大的突破。現在他們已經開始聚會，這對中年夫妻以前也不懂這些，只

是被聖靈感動要走向耶路撒冷，他們就跑到邊境來了，從這裡去耶路撒冷比從北京去更

近，他們因為只有一個兒子，而孩子十八歲已經長大自立了，他們夫妻就來到邊疆，想

藉傳福音走向耶路撒冷。在少數民族地區傳福音，兼為客人薰腳，因為有加上中藥和禱

告，醫好了很多有關節炎的人。他們在觀光飯店為客人薰腳要收費，到部落裡是免費；

中國的塔吉克人才三萬多人，塔斯庫爾幹人口也才六千人，但是耶穌說「傳到地極，傳

給萬民，」就照字面兌現。傳遍天下，傳到地極，傳給萬民，有沒有權威？當然有。 

耶穌有神聖的名字 

聖經不但直接宣告耶穌是神，並且有神聖的名字。以賽亞書 9 章 6 節就是一段著名預表

耶穌的經文:「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

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穌說，他的國不屬這世界，

但是基督的國度和政權都是最大最久遠的，基督的國度已經遍滿世界，而新約聖經也已

經翻譯成三千多種語言流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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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的外公已經 101 歲，是布農族的宣教士，他曾把新約聖經翻譯成布農文，他的

妻子 93 歲，兩人結婚已經 75 年了。現在兩人都很衰弱，不太能下床走路了。台灣的布

農族人數很少，分布在台東、花蓮、高雄的山上，我外公到處去找他們，並在他們中間

開拓設立教會，所以耶穌的國度很廣的，連山上也有祂的百姓。 

台灣在二千年的總統大選，投票的前兩天教會的執事問我主日的講題是什麼？我說講題

是「政權輪替，神權永續」。這位執事就告訴他的妻子說，政權要輪替了。其實我不知

道誰會當選，我只知道政權輪替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是只有耶穌的政權是永遠長存的，

在這兩千年來不曾輪替的，他一直在擴展他的國，而且將延續到永恆。 

耶穌被稱為「奇妙，策士」，這裡是指他的國策。國家決策的方向一旦錯誤是會危害百

姓的，他的策略是完美的；而有策略還得有能力，所以耶穌是全能的神。而耶穌不但有

能力，他還是「永在的父」。所謂「永在的父」不是指耶穌是聖父，而是指耶穌像是一

個永遠陪伴我們的父親，不但有能力而且還有愛心。作為國家的領導人要把百姓當作自

己的孩子，像父母官一樣勤政愛民，才能真正為百姓謀福利。 

耶穌死後復活顯現時，多馬因為不在場，所以他不相信耶穌復活了，多馬說我要親眼看

到、親手摸到我才要信，而耶穌後來再顯現給多馬看時，多馬不敢摸主就說：「我的主！

我的神！」（約 20:28）他稱耶穌為神，耶穌並沒有拒絕，因他本來就是神。這也是聖經

中耶穌稱為神的記載。 

耶穌有神聖的屬性 

第一、永存：希伯來書 1 章 8 節「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

權是正直的。」 

第二、全在：他是無所不在的。但是這句話有點語病，因為耶穌不會跟罪惡同在的，基

本上這是一個形容詞，表示他能夠分身有術，遍佈各地；聖靈也稱為耶穌的靈，雖然耶

穌已經升天，卻可以藉著聖靈無所不在的住在每一個信主的人身上。 

第三、全知：他是無所不知的。約翰福音 2:24 節：「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

知道萬人」。另外，約翰福音 21:17 節，「…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

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

羊。』」   

第四、全能：他是無所不能的。「無所不能」也有語病，因為耶穌不能犯罪，而且他也

不能違背祂自己的定律。此外，耶穌雖然是神，可以掌握新的未來，但是他也不能改變

歷史，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保守自己而違背原先的承諾，這在耶穌是不曾發生的。  

第五、不變：神的本體和屬性不會增加或減少（來 1:12），永遠是那麼完美。但是「不

變」不是「不動」，因為不動是偶像，而神是活潑的，只是祂的神性永遠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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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神一切的屬性：哥羅西書 2:9 節說，「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

在基督裏面」，所以基督是完全的上帝。 

耶穌有神聖的作為 

第一、創造：約翰福音 1:3 節，「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

造的。」哥羅西書 1:15-16 節也提到「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

被造的以先。…萬有都是靠他造的。」希伯來書 1:2 節，「…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這三處經文都提到耶穌是直接的造物者，父神反而是間接的造物者，聖父和聖子的關係

好比建築設計師和工地的工程師，而設計師不一定要在工地現場，只要委託一個很好的

工地工程師，他就可以按著設計師的藍圖完全執行出來。 

第二、護理：希伯來書 1:3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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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處經文的「他」是耶穌，也就是托住萬有的聖子上帝。 

第三、赦罪：耶穌曾說：「你的罪赦了」（路 5:20），結果文士和法利賽人就說，只有上

帝能夠赦免人的罪。耶穌接著更讓這個天生癱瘓的人起來行走，耶穌用他的大能來證明

他就是神。其實猶太人講的沒有錯，只有神能夠赦免人的罪，只是他們不願意相信耶穌

就是神。 

第四、神蹟： 

這是最直接的證明，顯示他就是神，耶穌所行的許多神蹟都在福音書中被記載下來，也

有眾人的見證。 

第五、復活及審判一切：地上法庭的審判不是最後的審判，耶穌要做最後，真正的審判。

末日的時候，萬物都要被熔化（彼後 3:12）。上帝第一次審判世界是用大洪水，而末日

的這一次是要用大火來熔化，天地都要被火焚燒，重新塑造出一個新天新地，是一個沒

有罪惡、苦難、黑暗，而是充滿美好的新天新地。 

耶穌有神聖的尊榮 

希伯來書 1 章 8 節：「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指出耶穌有最高的尊榮。當主日崇拜程序，在最後會眾領受祝福的時候，牧師或長老常

會引用哥林多後書 13 章 14 節「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為

會眾祝福，這節經文的上帝就是天父，而主耶穌，上帝，聖靈是平行的，表示出他們是

三位一體的上帝；並且這裡是將耶穌基督放前面，是聖經中唯一的例外；因為其他經文

都把天父放前面，而這裡是特別強調耶穌的慈愛，藉著他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受苦的恩

典，我們才能跟父神合好，這也是耶穌才有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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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附錄：尼西亞信經 

1.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2. 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父所生，出於神而為神，出於光

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借著他造的； 

3. 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著聖靈，並從童女馬利亞成肉身，而為人； 

4.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于十字架上，受難，埋葬； 

5. 照聖經第三天復活； 

6. 並升天，坐在父的右邊； 

7. 將來必有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永無窮盡； 

8. 我信聖靈，賜生命的主，從父和子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他曾借眾先知

說話。 

9. 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 

10. 我認使罪得赦的獨一洗禮； 

11. 我望死人復活； 

12. 並來世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