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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耶稣并非“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这种说法，

可能会让那些习惯了主流教派普遍所持观点的人大吃一惊。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古以来，许多研读圣经的学生，包括

相当数量的当代学者，都没有得出结论说，圣经将耶稣描

述为“神”（God），冠以大写的首字母“G”。 

在如此基本的问题上所呈现的差异，应该催逼着我们

所有人去研究一下耶稣的身份这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的

敬拜是按照圣经所要求的“借着灵按真理”（约 4：24，新

译本）的敬拜，那么很清楚，我们就会想要弄明白，关于

耶稣，关于他与他的父的关系，圣经所展露的是什么。圣

经警告我们，我们可能会掉入信“另一位耶稣”（林后 11：

4，新译本）的陷阱——这位“耶稣”，不是圣经中所展现

的，身为神的儿子、身为旧约众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耶

稣。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耶稣从来没有称自己为“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新约使用“神”一词——希腊语为 ho 

theos——来唯独指父，且大约 1325 次。而耶稣被称为

“神”的情况，只出现在几处经文中而已——也许不超过

2 处。这是极大的反差。1 那么，既然这么多人似乎都认为，

                                 

1
 比如，布尔特曼（ Bultmann）在《哲学与神学论集》

（Essays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第 276页中说，约翰

福音 20 章 28 节是新约中唯一一个确定的、将“神”的头衔用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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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他的父一样，都是“神”，那为什么在新约的用法中，

却存在着如此惊人的差异呢？ 

耶稣和保罗所确认的旧约一神论 

一神论（monotheism），即信一位神的信仰，是旧约关

于神的所有教导的首要原则；但是要让 20 世纪的圣经读者

充分认识到它的强度，或许并非易事。犹太人为了他们的

信念，也就是真神是单一的一位（a single Person）的信

念，愿赴一死。任何认为神体（Godhead）中包含不止一位

神的概念，都被看作危险的偶像崇拜而拒之千里。律法和

众先知反复地坚决主张，只有一位是真神；而且，要是一

个人心中牢记下列经文［经文引自新美国标准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的话，他是不可能想象在神

体内是“有所区分”的： 

                                 

稣的例子。大部分人会同意希伯来书 1 章 8 节是第二个清楚的例子。

请注意新美国圣经（New American Bible）的谨慎译法：“神啊，

你的宝座永远长存”（诗 45：6）。圣经的神被成千上万次地以单

数人称代词“我”、“你”、“他”等等来称呼。单数人称代词描述的

是单一的一位，不是三位。单词“神”在圣经中出现了近 4400 次，

当中没有一个能被证明其含义是“存在于三个位格中的神”。这一

事实应该令没有偏见的人相信，圣经从未将神展现为三位一体神。

三位一体神与圣经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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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要听！主
2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 6：

4）。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玛 2：10）。 

“在我以前没有神被造出来，在我以后也必没有”（赛 

43：10）。 

“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赛 45：22）。 

“我是神，没有神像我”（赛 46：9）。 

严格一神论的表述从旧约中能找出很多。需要留意的

重要事实是，作为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证实并加强了旧

约的坚定主张——神是一位。根据马太、马可和路加所记

载的耶稣的教导，耶稣从未说过任何话语以扰乱对神的绝

                                 
2
 译者注：这个“主”的原文是יהוה，拼写为 YHWH 或 YHVH，它

原本的读法可能是 Yahweh 或 Yahveh，可音译为汉语的“雅伟”、

“雅威”以及“雅巍”。犹太人认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就禁止把

神的名字读出来，所以在诵读圣经时用 Adonai（我主）代替 YHWH。

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为了诵读方便，把 Adonai 的元音 a，o，a 错误

地插入 YHWH 中，至 1520 年，出现了 Jehovah〔参《BDB 希伯来语

词典》（BDB Hebrew Lexicon）יהוה词条〕，汉语音译为“耶和华”。

对于神的名字，英文圣经现在有六种译法（LORD，Lord，the Lord 

God，Jehovah，Yahweh，ADONAI）；中文和合本译为“耶和华”；思

高本将绝大部分译为“上主”，另有 40 几处译为“雅威”。Adonai

是专门用于神的指称。关于它的详细信息，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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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一性的信仰。当一个文士（即神学家）引用了那句著

名的“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的话语时，

耶稣赞扬了他，因为他“回答得有智慧”，并且“离神的国

不远了”（可 12：29-34）。 

在约翰对耶稣的传道使命的记述中，耶稣同样证实了

他犹太传统信仰的绝对一神论信念，而且他使用了不可能

会被误解的话语。他说到神，亦即他的父时，说他是“独

一之神”（约 5：44），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在

所记载的他的论述中，从头至尾地，他都将“神”一词单

单用于父。他一次都没有说他是神，这个概念在当时听起

来是既荒谬又亵渎的。耶稣在约翰福音 5章 44节和 17章 3

节中的单一神一神论用语，是在重复旧约将神看作独一的

一位的观点。保罗的犹太-旧约正统观点，我们也不难看出

来。他讲到他信“一位神，就是父”（林前 8：6）的基督

徒信仰，还讲到那“一位神”不同于那位“在神和人中间

的中保，就是弥赛亚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

参 CNET3）。因为不管是对耶稣来说，还是对保罗来说，神

都是一个单一的、非受造的存在（a single uncreated 

Being），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弗 1：3）。即使

                                 
3
 译者注：和合本将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乃是降世为人

的基督耶稣”，其中“降世”二字为增译内容，原文中没有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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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被升高至父的右边之后，父仍然是——用耶稣自己

的话来说——他的神（启 3：12）。 

到这里，我们可以引用 L.L.佩因（L.L. Paine）的话

来概括我们的讨论。他曾经是班戈神学院（ Bango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会历史教授。 

“旧约是严格的一神论。神是单一的一个个体存在。

认为三位一体神能在那里被找到，或者说甚至以某种方式

预示了的观念，是一种假设，在神学中长久地施展着控制

力，但是它完全没有基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其教

导的影响下，坚决反对所有多神主义倾向；到今日为止，

他们仍然是毫不畏惧的一神论者。在这一点上，旧约与新

约之间没有断层。一神论传统是延续着的。耶稣是一个犹

太人，受犹太父母的旧约圣经训练。他的教导是地地道道

的犹太教导；确实是一个新福音，但不是一套新神学。他

宣告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而

且，他将犹太教一神论的重要经文——‘以色列啊，你要

听！雅伟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接受为他自己的信仰。

他关于他自己的宣告与旧约的预言是一致的。他是所应许

之国度的‘弥赛亚’，是犹太盼望中的‘人子’……虽然他

曾经问过，‘人说我人子是谁？’，但他给出的答案间接地

表明了弥赛亚身份”〔《三位一体论演化批判史》（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rinitarianism），

第 4页，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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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犹太人对一神论的情感有多

么强烈： 

“认为神是由几个位格组成的信仰，如基督教的三位

一体信仰，背离了神的单一性（unity of God）的纯正概

念。世世代代以来，以色列都拒绝任何破坏或者模糊纯正

一神论的概念的事情，这种概念，是以色列给予这个世界

的；犹太人宁可居无定所，宁可受苦，宁可去死，也不愿

意承认任何削弱它的行为”〔拉比 J.H.赫兹（ J.H. 

Hertz）〕。 

以斯拉·D.吉福德（Ezra D. Gifford）在《真神·真

基督·真圣灵》（The True God, the True Christ, and 

the True Holy Spirit）中说：“犹太人对于说他们的圣

经含有正统三位一体教义的证据或暗示的行为，由衷地感

到气愤，而且耶稣和犹太人从未在这个主题上产生分歧，

他们都坚称神只有一位，并且这是启示给人类的最大的真

理。” 

如果我们研究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所记

载的耶稣的教导——请记住，这些文献代表的是公元 60 年

-80 年间使徒教会的理解——我们就根本找不到一丝的暗

示说，耶稣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受造的存在，从永恒起就存

在。马太和路加将耶稣的开端追溯到由神所行的一个特别

的创造之工上，也就是弥赛亚在马利亚的子宫里被怀上的

时候。正是这一神迹标志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开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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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或是开端（origin）（太 1：18，20）。而暗

示耶稣在他成胎之前就作为儿子活着的话语，即“永恒圣

子”4这种话，根本就没有说。这种概念是在新约文献写成

之后才被引进基督徒圈子的。它并不属于圣经作者的思想

世界。 

                                 
4
 “子永恒受生”这个表达是正统三位一体论的关键成分，但

它没有意义，因为“生”的意思是“将……生到世界上，使……产

生”（bring into existence），而永恒是在时间以外。比较亚

当·克拉克（Adam Clarke）博士的反对之声：“对那些持不同意见

的人，我并非有意冒犯，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可以说，依我来看，

基督是永恒的子的教义是违反圣经的，而且非常危险……在我看来，

说子从永恒就受生，是荒谬不经的；而且‘永恒的子’这个表达完

全是自相矛盾的。‘永恒’说的是没有起始点，也没有时间标记。

而‘儿子’暗示了时间、生育、父亲，以及在这种生育之前的时间。

因此，将‘子’和‘永恒’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绝对是不可能的，因

为它们指的是本质上相异相反的概念”〔《注释》（Commentary），路

加福音 1 章 35 节〕。J.O.巴斯威尔（J.O. Buswell）博士写道：

“我们能确信地说，圣经根本没有经文说到‘生’（begetting）

是父和子之间的一种永恒关系”〔《基督教系统神学》（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Zondervan，

1962，第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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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弥赛亚是神的人，究竟是谁？ 

大部分圣经读者在理解神的话时都带着一套固定的假

设。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理解的关于耶稣的很多东西，

都来源于圣经外作者所构想的神学体系。这样一来，他们

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大量的传统，但同时却声称并相信圣

经是他们的唯一权威。5 

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耶稣和早

期教会宣告耶稣确实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这样做的根

据是什么？答案一目了然。他们坚称，耶稣完全应验了旧

约对他的角色的预言。那么所要证明的就是，他符合希伯

来预言所列出的关于弥赛亚的“各项说明”。马太尤其喜欢

引用旧约，因为耶稣的生命和经历应验了它（太 1：23；

2：6，15 等等）。但是马可、路加，以及约翰和彼得二人

（在使徒行传前几章中），同样坚定地认为，耶稣正符合旧

约对弥赛亚的描述。保罗在他的传道过程中，用了很多时

间，从希伯来圣经来证明耶稣是所应许的基督（徒 28：

                                 
5
 我非常感谢 F.F.布鲁斯（F.F. Bruce）下面这段敏锐的观察：

“那些坚守（他们所信的）‘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人，

事实上坚守的往往是对‘唯独圣经’的传统学派解释而已。福音派

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或希腊正教徒一样，是传统的奴仆，只不过

他们没有认识到那是‘传统’”（来自来往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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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如果耶稣的身份与旧约对他的描述不符的话，那就没

有什么好理由去相信他宣称是弥赛亚的话是真的了！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旧约是否在某处暗示过，弥赛

亚会是“同等的神”，是第二个非受造的存在，为了成为人

而放弃他在天上的永恒生命？如果它没有说任何这类的话

（要记得，旧约甚至连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微小细节都涉

及到了），那么对于任何声称耶稣既是弥赛亚，又是神体内

非受造的、第二个永恒的位格，并拥有完全意义上的“神”

的称号的话语，我们都不得不持怀疑的态度。 

那么希伯来圣经对弥赛亚的描绘是什么样子的？当新

约基督徒要证明耶稣宣称是弥赛亚的话是真的的时候，他

们喜欢引用申命记 18 章 18 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

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

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新译本）彼得（徒 3：22）

和司提反（徒 7：37）都用了这节基本经文来证明耶稣就

是“所应许的那先知”（约 6：14），他将出自一个以色列

家庭，他的职能将与摩西的职能相似。在耶稣身上，神已

经兴起了弥赛亚，也就是那应许已久的、神的代言人，以

色列和世界的救主。用彼得的话来说，就是“神兴起他的

仆人（或作“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

们，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罪恶”（徒 3：26）。 

其他经典的弥赛亚经文应许到，“有一个儿子将为以色

列而生”（赛 9：6），“女人的后裔”（创 3：15），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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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的一个子孙（加 3：16），以及大卫王室的后裔（撒下 

7：14-16；赛 11：1）。他将是出生于伯利恒的一位君王

（太 2：6；弥 5：2）。在他的几个称号中，有一个是“全

能的神”（ mighty god），另一个是“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赛 9：6）。也就是以赛亚书 9 章

6 节这一节经文，似乎将弥赛亚归类为非受造的存在——

尽管这肯定会威胁到一神论。然而，敏锐的圣经读者会意

识到，单单一节经文应该不能被用来推翻旧约的坚定信念，

即只有一位是真神的信念。请不要忘记，神的圣言是托付

给犹太人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将神的称号赐给

弥赛亚王，就意味着以色列所支持的整个传统信仰被否认

了——弥赛亚是永恒神体的一个成员，并且同时，在突然

之间，神体就神秘莫测地由两个位格组成。以赛亚书 9 章

6 节中的“全能的神”，优秀的希伯来语词典将其定义为

“反映神之威严的、神圣的英雄”。同一权威写到，以赛

亚所用的“神”一词，在圣经其他地方用于“有权力、有

地位的人”，也用于天使。至于“永在的父”，这个称号被

犹太人理解为“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父”。6 有一个人将要作

“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赛 22：21），这是被广泛

认可的事。 

                                 
6
 因此，犹太人将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给出了希

伯来文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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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篇 45 篇中，弥赛亚王的“理想形象”被称为

“神”，但是假设犹太一神论因此而被放弃了，这一举动

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该词（这里为 elohim）不仅仅用于

神，而且“用于神的代表，或是他们处在神圣的地方，或

是他们反映神的威严和能力”〔《BDB 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

典 》（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布朗（Brown），德赖弗（Driver）与布里格

斯（Briggs），第 42 页，第 43 页〕。诗篇作者，以及引用

了该诗篇的希伯来书作者（来 1：8），都意识到了用来描

述弥赛亚王的单词“神”的特殊用法，因此他们很快就补

充到，弥赛亚的神赐予他王室特权（诗 45：7）。 

甚至引用频率很高的、弥迦书 5 章 2 节中关于弥赛亚

的开端的经文，也并不是必须要理解成字面意义的、永恒

的先存性。在同一卷书中，还有一个相似的表达，它把给

予雅各的应许追溯到“古时”（弥 7：20）。7 而弥赛亚的

                                 
7
 比较 E.考茨希（E. Kautzsch）的评论：“弥迦书 5 章 2 节

中的词指的是远古时代……申命记 32 章 7 节表明这是‘古时’的

意思（不是‘永恒的日子’，好像它所讲的是弥赛亚永恒先存似

的）”〔《黑斯廷斯圣经词典》（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增卷，第 696页〕。《讲坛注释》（The Pulpit Commentary）

（弥迦书，第 82 页）讲道：“按人类的语言来讲，永恒受生是神

学的假想之物，是哲学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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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当然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赐下了（创 3：15；比较

创 49：10；民 24：17-19）。 

当我们按照耶稣和他门徒们的方式去查看耶稣的弥赛

亚身份时，我们在旧约有关基督的预言中，根本找不到任

何经文暗示说，一个永恒的、不死的存在将要成为人类，

作所应许的以色列王。事实上，那位王将要出生于以色列，

将是大卫的后裔，并且由一个童女怀胎（撒下 7：13-16；

赛 7：14；太 1：23）。然后，按照预言，在奥古斯都皇帝

统治期间，弥赛亚就出生于世了。 

神的儿子 

在耶稣身份上存在已久的混乱，根源在于由多年的传

统思想而来的假设，该假设认为，“神的儿子”（Son of 

God）这个称号在圣经中一定是指一个非受造的存在，也就

是永恒神体中的一个成员。这种概念是不可能追溯到圣经

的。它如此顽固地存留，正证明了神学思想灌输的力量。

在圣经中，“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另一个称号，可以说是

同义称号。因此，约翰写下他的整个福音，只为了一个首

要主题，即：要我们相信并懂得“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

儿子”（约 20：31）。将这两个称号划上等号的依据，我们

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旧约经文中能够找到，这段经文来自

诗篇 2篇：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雅伟

并他的受膏者（Messiah）”，这位受膏者，雅伟已经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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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立他为君王（6 节），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

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7 节，8 节）。

耶稣毫不犹豫地将整个诗篇应用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在其

中看出他和他的跟从者们将来统治万国的预言（启 2：26，

27）。8 

彼得同样将弥赛亚和神的儿子等同视之，因为在神的

启示下，他声明了他对耶稣的信仰： 

“你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太 16：16）。 

大祭司问耶稣：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弥赛亚不是？”（可 14：61）。 

拿但业的理解是，神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的王（约 1：

49），是弥赛亚（41 节），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

知所记的那一位”（45节，比较申 18：15-18）。 

在圣经中，“神的儿子”这一称号也应用于天使（伯 1：

6；2：1；38：7；创 6：2，4；诗 29：1；89：6；但 3：

25），亚当（路 3：38），以色列民族（出 4：22），以及代

表神的众以色列王，在新约中还有基督徒（约 1：12）。要

                                 
8
 大部分神学体系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拒绝将启示录中被

认为是耶稣所说的声明，看成主自己的话。当启示录的基督论被置

之不顾时，书中（1：1）耶稣的宣告就被否认了，然后，一个被扭

曲的基督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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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经文将这个称号用在一个非受造的存在，即永恒神体

的一个成员身上，我们会无功而返。这种概念根本不存在

于圣经关于神的儿子的概念之中。 

路加非常清楚地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起始于他在

一个童女子宫里被怀上之时；而对于永恒起源的事，他根

本就一无所知：“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

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

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诗篇作者将

弥赛亚成为神的儿子一事确定在一个具体的时刻——“今

日”（诗 2：7）。弥赛亚在大约公元前 3世纪出生（太 1：

20；路 1：35）。因此，他的出生，是他出现在历史中的时

候〔徒 13：33，非 KJV（英王钦定本圣经）〕，那时，神成

为他的父亲（来 1：5；约一 5：18，非 KJV）。 

在此，圣经清清楚楚地展示了圣经对耶稣儿子身份的

概念，并且这圣经，是耶稣认作神的话的圣经。这个身份

应该追溯至耶稣成胎的时候，追溯至他的复活，或者追溯

至他被任命为王的时候。路加对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

观点，与“弥赛亚由一女子所生”的盼望，是完全一致的，

这位弥赛亚，是亚当、亚伯拉罕以及大卫的后裔（太 1：

1；路 3：38）。说子在永恒中就作为位格预先存在的任何

信息，都不在我们研究过的经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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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在神右边的主 

“人子”（Son of Man）这个称号常常被耶稣用来指他

自己。它和“神的儿子”一样，也与弥赛亚身份密切相关；

而且正因为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当耶稣郑重确认他是弥

赛亚，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立刻补充说，大祭司将看到

“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可 14：

61，62）。在但以理书 7 章 13 节、14 节中，“人子”的称

号被描写得最为清楚；经文中有一个人类形象（一个“人

子”），从父那里获得了统治世界的权利。经文与诗篇 2 篇

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而且与诗篇 110 篇有密切的关联；

在诗篇 110 篇，大卫讲到了他的“主”（lord）（弥赛亚），

他坐在主的（the Lord’s）（父的）右边，直到他就任世

界的统治者，“在他仇敌中掌权”的时候（诗 110：2；比

较太 22：42-45）。诗篇 80 篇 17节同样清楚地将人子与弥

赛亚联系起来：“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

己所坚固的人子。” 

新约作者最重视诗篇 110 篇，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们将其引用了约 23 次之多，并将其用在耶稣身上——那

时，正如诗篇作者所预见的，他已经被升高为弥赛亚主，

在父的右边，拥有不朽坏的生命。再一次地，我们必须认

识到，永恒圣子与弥赛亚的所有描述性称号都是格格不入

的。这一惊人的事实，应该促使任何地方的圣经学生去把

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耶稣的教导，与圣经所展示的耶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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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结果会是，永恒的子不符合圣经对弥赛亚的描述。

可以说，当许多人选择这样一个耶稣——他是永恒的存在，

经历了地上一个暂时的生命——的时候，他们“选错了人”。 

耶稣宣告他不是神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主题。正如约

翰所告诉我们的，他写福音书时只有一个基本目的：让他

的读者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20：31）。根据

约翰所记，耶稣仔细地将他自己与父区别开来，因为父是

“独一的真神”（17：3；比较 5：44；6：27）。如果我们

要在约翰的记载中找到耶稣是三位一体意义上的“同等的”

神的证据，我们就是在寻找约翰没想表达的东西，而且是

从他的犹太传统信仰来看，他理解不了的东西！要不然，

我们就得承认，约翰引进了一幅全新的弥赛亚图画，而这

幅图与旧约是矛盾的，并且推翻了约翰（以及耶稣）自己

的坚定信念——只有父是真神（约 5：44；17：3）。而这

种明显的自相矛盾，是不可能存在的。9  

                                 
9
 “应该注意到，约翰和新约中的任何一位见证人一样，坚定

不移地见证犹太教的基本原则，见证单一神一神论的基本原则（比

较罗 3：30；雅 2：19）。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约 5：44；

17：3）”〔J.A.T.罗宾森（J.A.T. Robinson），《另外十二个新约

研究》（Twelve More New Testament Studies），SCM Press，1984，

第 175 页〕。耶稣说父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这种声明应

该止息所有的争论。只有父是独一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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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应该让耶稣来澄清事实。在马太、马可和路

加的记载中，我们被告知，耶稣明确赞同旧约的严格一神

论（可 12：28-34）。那么根据约翰所记，他真的自称是神，

从而打乱了这个主题吗？答案在约翰福音 10 章 34-36节中

给得明明白白；经文中，耶稣以旧约中的、神的人类代表

来定义他的身份。耶稣这样讲他自己，是为了解释“与父

为一”（10：30）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子与父职能上的合一

性（oneness of function），因此，子完全代表父。那正

是旧约对神的儿子的理想形象，这个形象在以色列的众统

治者身上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在弥赛亚身上，也就是神所

拣选的王身上，它会完完全全地实现。 

约翰福音 10章 29-38 节中的辩论如下：耶稣一开始就

说他与父为“一”。它是伙伴关系和职能上的合一，而这

种合一，他在另一个场合下，向他的门徒们也提出过，他

希望他们与他、与父也建立这种关系（约 17：11，12）。

犹太人将他理解为他自称与神同等。这给耶稣一个机会将

他的话解释清楚。因此他说，他所说的其实是，他是“神

的儿子”（36 节），一个公认的、弥赛亚的同义词。自称是

神的儿子并非胡言乱语——耶稣申辩道——众所周知，在

旧约中，即便是神不完美的众代表，都曾被他用“神”来

指称（诗 82：6）。他非但没有确立任何永恒圣子的说法，

相反地，他将他的职责职能与士师的职责职能做了类比。

他将自己看作神超群的代表，因为他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

是唯一的弥赛亚，超自然地被怀上，而且是所有旧约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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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但是，在耶稣对自己的描述中，根本没有任何东

西破坏了旧约的一神论，或者需要重写申命记 6 章 4 节的

神圣经文。耶稣的自我理解完全在圣经中神的权威启示的

范围之内。否则的话，他自称是弥赛亚的宣告将是无效的。

圣经就会被打破。 

约翰的犹太语言 

既然耶稣在约翰福音 10 章 34-36节中明确地否认他是

神，那么认为他在其他地方又驳斥了自己，就是最不明智

的想法了。在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研究者应该将一些不

证自明的原则谨记于心。耶稣不同于“独一的真神”（约 

17：3）。唯独父是神（5：44）。约翰希望他的读者能够明

白，他所写的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表明这一个伟大的真理：

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20：31）。正如我们所看过的，

耶稣自己说，“神”这个词能够用在代表神的人身上，但它

肯定没有暗示“同等的神”这个意思。耶稣本人的自我称

呼很明确，就是“神的儿子”（约 10：36）。在约翰福音10

章 24节、25节，耶稣“明确”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但

是他们不相信他。 

耶稣常常说他是“神差遣的”。普通读者从这个词组中

听出来的意思，根本不是约翰所表达的意思。施洗约翰也

是“神差遣的”，但它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在他出生之前就

存在（约 1：6）。众先知通常都是神“差遣”的（士 6：

8；弥 6：4），门徒们将要“被差遣”，正如耶稣“被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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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7：18）。“从天降下”并不意味着从先前的生命降下，

就像耶稣的“肉，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一样，它也不是

这个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从天空降下来（约 6：50，51）。

尼哥底母认识到耶稣是“由神那里来的”（约 3：2），但他

没有认为他是先前存在的。当犹太人讲到“那要到世间来

的”先知时（约 6：14；比较申 18：15-18），他们的意思

也不是他在他出生之前就活着。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父那里降下来的”

（雅 1：17）。“从天降下”是耶稣和犹太人在描述耶稣神

圣起源时所用的形象说法；而他的这种起源，当然是通过

童女生子而拥有的。 

约翰福音中的“先存性”（约 3：1310；6：62）讲的是

人子，而人子的意思是人类。那么从这两节经文中最能证

明的就是，耶稣是一个在他出生到地上之前就活在天上的

人类！然而，但以理在 600 年之前就在异象中看到人子坐

在父的右边——这个位置，新约说耶稣是在复活和升天之

后才获得的，所以，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上面这

种解释就是不必要的。而作为弥赛亚，耶稣以“后来要升

高到天上”这个角色来看待自己，因为根据神启示给但以

理的异象，这是弥赛亚在荣耀中第二次降临之前的预定之

路。在耶稣未来返回地球之前，他确实是“先存的”。这一

                                 
10
 或者，耶稣的“升天”可能指他知道神的奥秘（比较箴 30：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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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在弥赛亚出生之前，但以理就已经预先看见了。因此，

耶稣期待着升到父的右边，因为他之前在异象中就已经看

到，他要作为被升高的人类——人子——升到这个位置

（约 6：62）。说耶稣其实于伯利恒出生之前，就作为一个

人类待在天上，在父的宝座上，不但是对约翰的误解，也

是对但以理的误解。结果，耶稣就不得不在旧约对他所做

的任何预言实现之前就出生！ 

亚伯拉罕之前的荣耀 

耶稣发现他自己的历史已经写在希伯来圣经中了（路 

24：27）。弥赛亚的角色在那里有着清晰的勾勒。圣经中没

有任何东西暗示说，旧约的一神论会被弥赛亚的出现给彻

底打乱。而且大量的证据都会证明，使徒们一刻都不曾质

疑过神的绝对独一性，也不曾认为耶稣的出现给一神论制

造出了任何理论问题。因此，说在约翰福音的一两节经文

中，耶稣就推翻了他自己的信条声明——父是“独一的真

神”（17：3），或者说他借着讲论一个来自永恒的、有意识

的存在，而将自己远远地划到人类范畴以外，这种做法，

是在破坏圣经的统一性。其实，他为获得创世以前他就拥

有的荣耀而做的祷告（17：5），能够被毫不费力地理解为，

他渴望获得在父的计划中为他而预备的荣耀。耶稣想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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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门徒们的荣耀，也是已经“赐给”了的（约 17：22，

24），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它。11  

任何在神的计划中的极其重要的事物——摩西、律法、

悔改、神的国，以及弥赛亚——都是从永恒就与神一同

“存在”的，这是典型的犹太思想。约翰说耶稣被钉十字

架“发生”在世界被造以前（启 13：8，KJV），用的正是

这种思路。彼得是在第一世纪末写的书信，即使在那时，

他 也 知 道 耶 稣 的 “ 先 存 ”， 只 是 在 神 的 预 知

（foreknowledge）中的一种存在（彼前 1：20）。他在使

徒行传前几章中的讲道所反映的，是完全相同的观点。 

但是，最受人喜爱的、证明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存

在的引证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 8章 58 节中的经文，要如

何理解呢？耶稣究竟有没有用他的话将一切都打乱呢？即：

                                 
11
 所应许的未来的事物被说成是已经存在于神的计划中，这是

典型的犹太思维。因此，在约翰福音 17章 5节中，耶稣已经“与”

父神“拥有”荣耀。这荣耀是应许给他的赏赐。同样地，基督徒也

已经“拥有”存留在天上的赏赐。它是“与”父所有的赏赐（太 6：

1；比较约 17：5：“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一

些犹太著作中，所期待的弥赛亚被认为有先存性，但是这种先存性

仅仅与其他受尊崇的事物和人——例如：帐幕、律法、耶路撒冷、

颁律法的人摩西，以及以色列民——的那种先存性一样”〔奥特利

（Ottley），《道成肉身的教义》（Doctrine of Incarnation），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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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没有一方面说，唯独父是“独一的真神”（17：3；5：

44）——说他自己不是神，而是神的儿子（10：36）——

而另一方面，他又说他，耶稣，也是一个非受造的存在？

难道他在旧约公认的范畴内定义他的身份（约 10：36；诗 

82：6；2：7），目的只是要说他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就活

着，并借此推出一个不解之谜吗？三位一体问题，这个从

来不曾被令人满意地解决过的问题，它的提出，仅仅是因

为约翰福音中的一节经文吗？根据耶稣后来在 10 章 36 节

中的话，以及圣经其余内容去阅读约翰福音 8 章 58节，不

是更为明智吗？ 

约翰福音充满了犹太气氛，在那种气氛下，认为耶稣

在讲话时，使用的是当时在那些受过拉比传统训练的人当

中通用的措辞，这是最自然的想法。在犹太背景中，声称

“先存”并不意味着此人自称是一个非受造的存在！然而

它确实表明，此人在神的计划中有着绝对的重要性。耶稣

毫无疑问是创造世界的中心原因。但是，只有到耶稣出生

的时候，独一之神的创造活动和他的拯救计划，才在独一

无二的受造的生命，即他的儿子身上显明。耶稣这个人，

是当神的自我表达以一个人的形式出现时才开始的（约 1：

14）。12  

                                 
12
 比较 G.B.凯尔德（G.B. Caird）在《新约中基督的教义的发

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Christ in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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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耶稣与犹太人对话时，目标常常是相反的。

在约翰福音 8 章 57节中，耶稣事实上并不像犹太人所想的，

说他看见过亚伯拉罕，而是说亚伯拉罕因看见弥赛亚的日

子而欢喜（56 节）。先祖期待着在末日复活时复活（约 11：

24；太 8：11），并参与到弥赛亚的国度中。耶稣宣称高过

亚伯拉罕，但是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呢？ 

作为“神的羔羊”，他“在创世以前被杀”（启 13：8，

KJV；彼前 1：20）——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杀，而

是在神的计划中被杀。从这个角度上看，耶稣也“是”在

亚伯拉罕之前的。因此，亚伯拉罕会盼望弥赛亚和他的国

度的到来。所以说，弥赛亚和国度有“先存性”，是因为它

们是被亚伯拉罕通过信心之眼“看见”的。13  

约翰福音 8章 58节中，“我是”（I am）的意思肯定

不是“我是神”。它并非——如人们常常断言的——是出

                                 

Testament）第 79 页中的话：“犹太人只相信拟人化的事物的先存

性；智慧是拟人化的事物，它或者是对神的一种属性的拟人，或者

是对神的一个目标的拟人，但它从不是一个位格。不管是第四福音

书还是希伯来书，在讲到神永恒的话或智慧时，都没有让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将它看作一个位格。” 

13
 神学博士 H.H.温特（H.H. Wendt）在给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

评注时说：“神在亚伯拉罕之前预定并预见了耶稣在地上的生命”

〔《耶稣的教导》（The Teaching of Jesus），第 2卷，第 176页〕。 



 

24 

 

埃及记 3章 14 节中的神的名字；在那节经文中，雅伟宣告

说：“我是自有永有的”（ego eimi o ohn）。耶稣从未在

任何地方自称拥有那个名号。约翰福音 8 章 58 节中的 ego 

eimi 的正确翻译是“我是他”，即所应许的基督（比较约

翰福音 4 章 26 节中的同一表达：“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基督]”）。14 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耶稣就已经“预先被

知道”了（比较彼前 1：20）。耶稣在此做出了重大宣告：

他在神的计划中意义非凡。 

约翰福音 1 章 1 节中的 Logos（word，道/话） 

除了习惯的影响力之外，再没有理由将约翰福音 1章 1

节中的“道”（word，希腊文 logos）理解成第二个神性

位格，在耶稣出生之前就存在。
15
 在箴言 8章 22节、30节，

以及路加福音 11 章 49 节中，有一个类似的对智慧的拟人

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另外一个位格。按照约

翰和耶稣对所启示的神体的理解，神体中根本不可能容纳

“另一个神性位格”。父仍然是，他也一直都是，“独一的

真神”（17：3），“独一之神”（5：44）。从旧约视角来看

                                 
14
 埃德温·弗里德（Edwin Freed）在《神学研究期刊》（JTS），

33，1982，第 163页中说：“在约翰福音 8章 24节中，‘ego eimi’

应该被理解为它是指耶稣的弥赛亚身份……‘你们若不信我是他，

必要死在罪中。’” 

15
 见注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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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道/话”）这个词的话，我们就会将它理解为神

在创造中的活动，为他有能力的、赐生命的命令，通过这

命令，万物开始存在（诗 33：6-12）。神的话是神的计划

得以促成的能力（赛 55：11）。如果我们借用新约中的概

念，我们就会将“道/话”等同于创造性的拯救信息——福

音。这是贯穿新约始终的含义（太 13：19；加 6：6等等）。 

正是这一套概念，构成了 logos，即“道/话”的重要

意义。“万物是藉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

它造的”（约 1：3）。在约翰福音 1章 14 节，道/话在一个

真正的人类身上成为实体，这个人因为超自然的成胎而拥

有一个神圣的开端。16 从这一刻起，“及至时候满足”（加 

4：4），独一的神在新的创造里表达自己，而这个新创造，

是与最初在亚当身上的创造相似的创造。耶稣的成胎和出

生标志着历史的新阶段，也就是神所计划的前所未有的新

阶段。作为第二个亚当，耶稣拉开了整个拯救计划的帷幕。

                                 
16
 比较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基督论之形成》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第 243页，对约翰福音 1章 1-14

节的讨论：“从我们的分析中似乎浮现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到第 14

节时我们才能开始讲论作为位格的 Logos……我们不得不将阳性的

logos 翻译成‘他’，这一事实使这一点很难理解……但是，如果

我们将 logos 翻译成‘神的话语’（God's utterance）的话，那

么事情就会更清楚：这首诗未必想让 1-13 节中的 Logos 被看作一

个有位格的神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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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辟了通往不朽坏的生命的道路。在他身上，神的计划

最终在一个人类身上显露出来（来 1：1）。 

然而这并不是说，耶稣为了另一个生命而放弃第一个

生命。这种说法会严重打乱他和亚当之间的相似之处；亚

当也是“神的儿子”，通过直接创造而产生（路 3：38）。

它还会干扰通篇圣经所展现的纯正的一神论，而圣经是

“不能废的”（约 10：35）。与这种说法相反，神从第一世

纪起，开始在他的新儿子里向我们讲话，讲他对这个世界

最后要说的话（来 1：1）。猛烈破坏圣经计划的，是“永

恒存在的子”的概念，它挑战了一神论，威胁了耶稣是人

的事实（约一 4：2；约二 7）。 

这种按照约翰福音而做出的对耶稣的理解，会将约翰

与他的使徒同伴一致起来，而且旧约的一神论也会完好无

损地保存下来。教会历史事实表明，希伯来圣经完整的一

神论，在新约时代之后不久，就在外来的希腊概念的影响

下被抛弃了。同时，为弥赛亚所预定的框架也被遗忘了，

连带地还有未来的弥赛亚国度的真实性。结果就是至今仍

未解决的、年复一年的矛盾：已经存在的第二个神性位格，

如何能够与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类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弥赛

亚真实地先前就存在，这个概念是一个侵入者，是无法被

容纳的基督论之谜的那一部分。没有它，一幅清晰的耶稣

的图画就会在希伯来圣经的启示中、在使徒们的教导中浮

现出来。神，也就是父，的的确确仍然是独一的真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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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之神（约 17：3；5：44），而耶稣与他的父为“一”，

是职能上的合一性，且那种职能，是真正的儿子才能行出

来的，正如圣经其他地方对“儿子”的理解（约 10：36）。

如果基督教要复兴，要统一，那么它就必须以信圣经的弥

赛亚耶稣为基础，并且不被希腊人那些误导性的猜测所损

坏，那些希腊人对希伯来世界只有很少的理解，而基督教

就诞生于希伯来世界之中。 

耶稣的“神性” 

说耶稣不是神，这并没有否认他独一无二地被赋予了

神的本性。可以说，神性“内置”在他身上，因为他是在

圣灵的影响下，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成胎的，也因为圣灵充

充满满地住在他里面（约 3：34）。保罗认识到“神本性一

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西 1：19；2：9）。看到为人的

耶稣，我们就看到父的荣光（约 1：14）。我们看到神自己

“在弥赛亚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 5：19）。因此，

神的儿子是神的创造之工的巅峰，是神的性情在一个人类

里面的完完全全的表达。尽管父的荣耀在亚当里已经以较

少的程度彰显出来（诗 8：5；比较创 1：26），但是在耶

稣里，父的旨意却得到了完全的阐释〔约 1：18，NASB

（新美国标准圣经）〕。 

保罗所说的关于耶稣的内容中，没有一样将他推到人

类范畴之外。神住在圣殿之中，这并没有将圣殿变成神！

人们很少注意到，保罗将很高程度的“神性”也归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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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弥赛亚的灵住在其中的基督徒
17
身上（弗 3：19）。正如

“神在基督里”（林后 5：19），基督也“在保罗里”（加 

2：20），并且保罗还祷告，基督徒能够“被充满，得着神

的一切丰盛”（弗 1：23；3：19，新译本）。彼得讲到忠

信之人有“神的本性”（彼后 1：4，新译本）。既然基督徒

是这样，那么耶稣也是这样，但是程度要高得多，因为他

是“先锋”，在他自己成功“行完路程”（来 2：10）之后，

他引领其他人经历救赎之路。  

有神的形像 

尽管来自新约的大量证据表明，使徒们经常将耶稣与

“唯一的神，就是父”（林前 8：6）区分开，但是很多人

仍然在腓立比书 2章 5-11节中自信地找出了对耶稣的传统

观点，即他是第二位非受造的存在，是完全的神。在《使

徒教会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postolic Church）中，

基督论（Christology）的作者说：“保罗从未将‘神’这

个名称给予基督或用它来描述他”，但是在腓立比书 2 章，

他却找到了对基督在天上的永恒“先存生命”的描述。18  

                                 
17
 假设他正确地受了洗，得到了充分的指导，并且根据圣经的

真理，是积极活跃的。读者应该意识到，对于“成为一名基督徒的

含义”，当代的概念与圣经的定义可能是不一致的。马太福音 7 章

21 节给出了新约最令人不安的警告。 

18
 第 1卷，第 194页。 



 

29 

 

近来，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的著作《基督论

之形成》（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广受赞誉，它是

一部研究圣经对耶稣的观点的著作。在书中，作者提醒我

们，要注意将后来一代神学家的结论读入保罗话语的危险，

这些神学家是希腊教会的“教父”，他们处在新约书卷完

成之后几百年的时期。在圣经中找出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

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反应，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轻易

地面对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危险——我们“既有的”理解

与圣经不符。（如果我们在教授或传讲圣经，那么这个问题

会更加严重。） 

然而，要求保罗在几个简短的短语中就向我们展示除

父以外的另一个永恒存在的话，我们不就是在向保罗索要

他所给不了的东西吗？这样做显然威胁到他在其他地方所

清清楚楚地表达的严格一神论（林前 8：6；弗 4：6；提

前 2：5）。而且，它还会引发整个的三位一体问题，而这

个问题，就连他这样一位杰出的神学家都完全没有意识到。 

再看腓立比书 2 章时，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保罗

是否真的在这几节经文中得出了他唯一一次的结论，说耶

稣在他出生之前就活着？他这番话的上下文表明，他在劝

众圣徒谦卑。人们常问，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因为极力主张

他的读者学习这个功课，就让他们采取一个决定成为人，

但曾经身为永恒之神的神的心态呢？让保罗将先存的耶稣



 

30 

 

指称为弥赛亚耶稣，继而将他于出生时才得着的名字和职

位倒退到永恒之中，这对于他来说，也会是不可思议的。 

从亚当基督论（Adam Christology）这个受欢迎的主

题来看腓立比书 2 章的话，保罗的意思就很容易理解。作

为神的儿子，亚当有神的形像（the image of God）（创 1：

26；路 3：38），而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林前 15：45），他

也有神的形像（the form of God）（“image”和“form”

是能够互换的。）。 19 在撒但的影响下，亚当想与神同等

（“你们便如神”，创 3：5），然而耶稣没有。尽管他完全

有权利拥有神的职位——因为他是反映了神的同在的弥赛

亚——但是他没有认为与神同等是应该“抓取”的东西。

相反，他放弃了所有的特权，拒绝了撒但给他的、统治世

界万国的权力（太 4：8-10），终其一生都以奴仆的身份行

事，甚至按照罪犯的十字架死刑死去。 

作为对这种谦卑生命的回应，神现在已经升高耶稣，

立他为弥赛亚主，待在父的右边，正如诗篇 110 篇所预言

的。保罗没有说耶稣重新获得了他曾暂时放弃的地位。相

                                 
19
 特别参看 C.H.塔尔伯特（C.H. Talbert），“腓立比书 2 章

6-11 节的先存性问题”（The Problem of Preexistence in 

Philippians 2:6-11），JBL 86（1967），第 141-153页。还有 G.霍

华德（G. Howard），“腓立比书 2 章 6-11 节与为人的基督”

（Philippians 2:6-11 and the Human Christ），CBQ 40（1978），

第 368-387页。 



 

31 

 

反，他似乎是在他复活后第一次获得他的显赫职位。尽管

他一生都是弥赛亚，但是他的职位被公开确认，是在他

“因从死里复活，被立为主、为基督”的时候（徒 2：36；

罗 1：4）。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阅读保罗对耶稣生命的

描述，将其理解为主持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的话，那么我们

就能看出，这段描述与他对耶稣生涯的另一段阐释之间，

有一种很高的相似性。“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林后 8：9）。亚当是跌倒的，但耶稣是主动“降低自己”

的。 

对腓立比书 2 章那段经文的传统解读，几乎完全以这

种理解为基础：耶稣“有神的形像”，指的是他在天上先

前就拥有生命。各种译文费了很大力气来增强这个观点。

“本有神的形像”（was in the form of God）中的动词

“本有”（was）20，在新约中频频出现，根本没有表达

“在永恒中存在”的含义，但是一些译本却努力将该含义

强加到这个词里面。在哥林多前书 11章 7 节，保罗说男人

不该蒙头，因为他是（is）神的形像和荣耀。这里的动词

与描述耶稣有神的形像的词“本有”毫无二致。如果普通

人都有神的荣耀和形像，那么耶稣，那位神本性的所有特

征都住在其中的、神完美的人类代表，岂不更是如此吗

（西 2：9）？保罗在腓立比书 2 章中的目的不是要引入

                                 
20
 译者注：“本有”的原文为：ὑπάρχων，是 ὑπάρχω的分词形

式，现在-主动-主格-阳性-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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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恒的神性存在成为人”的巨大主题，而是要教导

一个简单的功课——谦卑。我们的态度应该与耶稣的态度

相同，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思考。我们并没有被要求把自己

想象成一个神性存在，为了作为人来到地球而舍弃神的身

份。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将腓立比书 2 章理解为关于先

存性的声明”这一点，很多人都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一位

前任神学钦定讲座教授于 1923 年说：“保罗在恳求腓立比

人停止不和，并以谦卑的态度彼此相待。在哥林多后书 8

章 9 节，他在劝勉他的读者慷慨捐助。有一个问题我们要

问一问，他附带性地提及（而且他只提过这一次）道成肉

身这个巨大的问题，只是为了教导这两个简单的道德功课，

这对他来说，是自然合理的吗？而且很多人认为，如果他

指出基督在他人类生命中那鼓舞人的、谦卑和自我牺牲的

榜样——正如哥林多后书 10 章 1节所说：‘我亲自以基督

的谦逊温柔劝你们’（新译本）——那么他亲切的呼吁应

该会更加有效。”这些评论的作者 A.H.麦克尼尔（A.H. 

McNeile）提出下面这种意译式译文：“尽管耶稣终其一生

都是神圣的，但是他不认为他有特权不惜一切代价地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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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神同等，而是自愿倒空自己（所有的自我主张或神圣

的荣耀），取了奴仆的性情。”21  

保罗是在指出这个事实：耶稣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

人的样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中。从整体来看，他的生命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自我谦卑的过程，最终以十字架上的死

亡结束。与第一个亚当不同，第二个亚当完全顺服于神的

旨意，结果就获得了最高的提升。 

新创造之首 

亚当和耶稣之间的相似性，形成了保罗的弥赛亚思想

的基础。基督与新创造即教会的关系，和亚当与开始于创

世记中的受造之物的关系，是相同的。从耶稣起，人类有

了全新的开始。耶稣是新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在他里面，

社会完全重新来过。如果耶稣最初根本不是人的话，这种

联系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正如亚当被造为“神的儿子”（路 

3：38），耶稣的成胎也让他成为“神的儿子”（路 1：35）。

当然，亚当是属地的（林前 15：47），而耶稣是“从天而

来”的，但是根据保罗所说，他从天而来，不是在他出生

之时，而是在他将忠信的死人复活，即再次降临之时（林

前 15：45）。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先存性的传统概念的

问题所在。在保罗的思想中，基督从天降到地上，这件大

                                 
21
 《从圣徒保罗的教导看新约教导》（ New Testament 

Teaching in the Light of St Paul's），第 65 页，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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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焦点是基督复临（再次降临）。而在后者的思想中，注

意力的焦点被转移到他的出生上。因此，很奇妙地，传统

框架向后看，看到历史中，而圣经却带领我们主要地向前

看，看弥赛亚未来在荣耀中降临。 

保罗在歌罗西书 1 章中所描述的耶稣，是新创造之首

（head）以及神的宇宙计划的中心。他的目的是要表明耶

稣通过复活而赢得的极高位置，以及他在新秩序中的显赫

地位，以抵挡对歌罗西人构成威胁的对立宗教体系的说法。

所有的权柄都是“在基督里”被造的（西 1：16）。耶稣也

这样宣告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 28：

18）。在这里，“万有”对于保罗来说，指的是有智力的、

有生命的受造之物，其中包括“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

掌权的”，这些都是“在基督里”，“藉着（through）基督”

〔不是“被”（by）基督〕，并且“为了基督”而造的。保

罗头脑中想的是他的国度（西 1：13）。耶稣是一切受造者

的首生者，也是从死里复活之人的首生者（15 节，18 节）。22 

                                 
22
 在歌罗西书 1 章 17 节，很多翻译家都没有 NASB 谨慎，该圣

经明智地将耶稣在万物“之先存在”（existed prior to）这种含

义放在页边注中。简单地说，在保罗看来，他在万有“之先”，意

思是他在所创造的世界中居最高位置，不是他在时间上第一个被造，

也不是他永恒地存在着。在约翰福音 1 章 15 节和 30 节中，有些翻

译也展现出一种对先存性的相似的热情；它们让我们看不到经文可

以很准确地翻译为：“那在我以后来的，他的地位在我之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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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生者”一词将他指定为新创造之秩序的领导者，以及

其源头，这个位置是他获得的，因为他是第一个通过复活

而得到不朽坏生命的。在启示录 3章 14 节，约翰同样称耶

稣为“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自然意味着他本人

就是受造的一部分。在圣经中，“首生者”指定了拥有至高

职位的人；这一点，诗篇 89 篇 27 节能够展现出来；在那

里，“首生者”，即弥赛亚，是“世上最高的君王”，是

像大卫一样从人民中被拣选并被高举的（诗 89：19）。保

罗再次阐释了由希伯来圣经所牢固确立的弥赛亚概念。 

在保罗的陈述中，没有一个会推动我们去寻找“第二

个永恒的神性存在”。他给我们展现的，是得了荣耀的第二

个亚当，现已被复活，得到了神圣的职位，而这个地位，

正是人类最初被造时的目标（创 1：26；诗 8）。耶稣现在

作为人类新秩序的头（head）代表人类。他在天上的圣殿

中，以最高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代求（来 8：1）。这样尊

贵的头衔被加在复活的主身上，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保罗

                                 

他的重要性绝对比我高”〔参看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在

《安克圣经》（Anchor Bible）系列中的注释，以及韦斯科特

（Westcott）的注释。还有日内瓦圣经（the Geneva Bible）

（1602）的翻译：“他比我好。”（He was better than I）〕。NIV

（新国际版圣经）将耶稣描述成“返回”（returning）或“回到”

（going back）父那里，这是有误导性的。他是“去”（going）或

“升”（ascending）到那里（参看约 13：3；16：2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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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 8 章 6 节所表达的清清楚楚的

一神论：“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歌罗西书 1 章中没有任何东西促使我们

相信，保罗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就与马太、马可、路加、

彼得，以及约翰分道扬镳，并且背离他在其他地方谨慎地、

清楚地申明的绝对一神论（提前 2：5；弗 4：6），这种一

神论是深深地嵌在他的整个神学背景中的。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耶稣是人这一事实。他也曾

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来 4：15）。

神最初借着（不是“被”）子创造了众世代，目的是要立他

为弥赛亚（来 1：2）。在过去，神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

的方式通过代言人与我们沟通，到最后，他在真正的儿子

里面向我们讲话（来 1：2）。作者并非想要告诉我们（连

耶稣都不知道的事，可 10：6），耶稣是创世记创造之工中

的主动行动者。在完成其工作之后，于第七日歇工的，是

神（来 4：4，10）。23 将要把子带入“将来的世界”的，

                                 
23
 新约非常清楚地表明父神是创世记 1 章 1 节中的创造者：徒 

7：50；14：15；17：24；启 4：11；10：6；14：7；可 10：6；

13：19。希伯来书 1 章 1-2 节将希伯来圣经的神描述为耶稣的父，

并且排除了“‘神’指三位一体神”的任何可能性。另请参看默

里·哈里斯（Murray Harris），《作为神的耶稣》（Jesus as God）

（Baker，1992），第 47 页脚注：“对于希伯来书作者（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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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神：“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来 1：6，

NASB）。24  

当弥赛亚再次被带到地上时，关于他的很多重要声明

都会成为历史。首先，弥赛亚的王位将会被确立（来 1：

8）。（对比：“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

耀的宝座上”，太 25：31）。25 弥赛亚的头衔“神”（god）

将会用到耶稣身上，用以展现父的神圣威严，正如它曾用

在以色列的士师身上一样；那些士师预示了以色列最高的

士师，弥赛亚（诗 82：6）。在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国度中，

诗篇 102篇 25 节中的另一个预言也会成为现实。如以赛亚

书 51 章 16 节和 65 章 17 节所预言的，新天新地将会被创

                                 

同样对于所有新约作者）来说，‘我们列祖的神’，Yahweh，正是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父’（对比徒 2：30，33；

3：13，18，25，26）……说 Elohim（神）或 Yahweh在旧约指的是

三位一体神，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新约，theos（神）一贯都唯独

指父，明显地从未指三位一体神。”在第 273 页（脚注），哈里斯

承认“神”从未同时指父和子两者。 

24
 比较托马斯·休伊特（Thomas Hewitt）所写的《丁道尔希

伯来书评注》（Tyndale Commentary on Hebrews）（1960），第 56

页：“因此，翻译是‘他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25
 另请参看马太福音 19 章 28 节，路加福音 22 章 28-30 节，

以及启示录 2章 26节，3章 21节和 5章 10节，它们和其他经文一

样，都预见了耶稣回来时弥赛亚国度在地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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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希伯来书 1章 10 节很容易被误解为主弥赛亚承担了创

世记中的创造工作。然而，这种理解忽略了一个事实：作

者的引文出自七十士译本的诗篇 102 篇，它完全是弥赛亚

诗篇。此外，作者特别声明，他关于子的一系列事实，指

的是他“再次被带到”地上的时候（来 1：6）。而且在希

伯来书 2 章 5 节中，他再一次告诉我们，他在第一章中讲

的是“将来的世界”。我们必须允许作者提供他自己的注

释。他所关注的是弥赛亚国度，不是创世记中的创造之工。

因为我们没有我们该有的、新约的弥赛亚观念，所以我们

就倾向于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我们必须要自我调整，

以配合整个圣经完全的弥赛亚观念。26  

新约的希伯来背景 

新约作者对基督本人的一致理解，是从最重要的希伯

来圣经经文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将这些经文呈现出来，做

个总结概括，然后我们去熟悉新约作者的思想世界——这

样做，是有所裨益的。没有一处圣经能够表明弥赛亚会是

一个非受造的存在，这一事实应该使我们明白，这种创新

性的概念的源头，要到圣经以外去寻找。 

                                 
26
 关于希伯来书作者如何在希伯来书 1章 10节中使用诗篇 102

篇的进一步资料，请参看 F.F.布鲁斯，《希伯来书》（Epistle to 

the Hebrews），第 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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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创造时有神的形像和荣耀，并且人被创造时原本

的目的是统治地球（创 1：26；诗 8）。那个理想并未丢失

得无影无踪，因为诗篇作者讲到人已经（潜在地）被赐予

“荣耀”作冠冕，为要让“万物都要服在他的脚下”（诗 8：

5，6）。随着神的计划的展开，事情变得清晰起来：所应许

的、将要翻转撒但所造灾难的“女人的后裔”（创 3：15），

将会是大卫的后裔（撒下 7：13-16）。他将称神为他的父

（撒下 7：14），将被任命为神的儿子，为弥赛亚，而神把

统治地球的权力就交在他的手中（诗 2）。然而，在弥赛亚

就任他的王室职位之前，他要坐在父的右边，拥有“主”

的称号（诗 110：1）。27 作为人子，也就是人类的代表，

在从神那里获得管理宇宙帝国的权力之前，他将在天上任

职（但 2：44；7：14；徒 3：20，21）。在他第一次来的

时候，他为人们的罪而受苦（赛 53；诗 22），所以，他将

作为神的长子，作为地上万王的统治者再次到来（诗 89：

27），这一点大卫已经预示了，因为他也是从人民中被拣选

的（诗 89：19，20）。 

作为第二个摩西，弥赛亚将会在以色列兴起（申 18：

18），并且因为超自然地从童女降生而拥有神圣的儿子身份

                                 
27
 希伯来单词“主”（lord）（adoni，我的主）在其 195 次的

使用中，从来不是神的称号。对比之下，主神是 Adonai，449 次。

这节至关重要的经文证明，没有圣经作者认为弥赛亚就是神本身。

见附录。 



 

40 

 

（赛 7：14；路 1：35），后来再通过从死里复活而被证实

为神的儿子（罗 1：4）。作为大祭司，弥赛亚现在从天上

为他的子民工作（来 8：1），并且等待万物复兴的时间

（徒 3：21），到时候，他必定再次被带到地上，作万王之

王，也就是诗篇 45篇中的神圣人物（来 1：6-8）。在那个

时候，在神的国的新时代，他将与他的门徒们一起统治

（太 19：28；路 22：28-30；林前 6：2；提后 2：12；

启 2：26；3：21；20：4）。正如亚当是最初在地上所创造

之人类的头，耶稣也是被创造的、人类新秩序的头，在他

里面，人类的理想将得以实现（来 2：7）。 

在这个弥赛亚框架中，耶稣这个人和他的工作就能够

按照使徒们所理解的用词来解释。即便在展示最“高级的”

基督论时，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宣告信耶稣为弥赛亚，为神

的儿子（约 20：31），他是神在历史中的整个计划的中心

（约 1：14）。尽管明显地，耶稣以最亲密的方式与父合作，

但是父仍然是圣经一神论的“独一的真神”（约 17：3）。

因此，耶稣代表了独一之神即他的父的临在。在为人的耶

稣，也就是以马内利里，独一之神与我们同在（约 14：9）。
28
  

                                 
28
 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讲了对耶稣的称呼“我的主，我的神”。

这两个称号在旧约中都给过弥赛亚（诗 45：6，11；110：1）。约

翰的整个目的是将耶稣展示为弥赛亚（约 20：31）。但是多马的话

中有特别的含义。在约翰福音 14 章 7 节中，耶稣对多马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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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的儿子”到“子神” 

关于耶稣，神所默示的圣经展露出各种各样的线索，

通过将它们汇集到一起，我们找出了圣经的耶稣。所浮现

出的图画与传统基督教所展示的图画并不相同，因为我们

所描述的基督没有让圣经信仰的第一原则，即信独一的真

神（约 17：3；5：44）变得复杂。 

要看出圣经的弥赛亚如何变成圣经后神学家们的“子

神”，并不困难。只有当本质的、圣经的弥赛亚观念逐渐被

压制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在圣经中，“神的

儿子”这个表述是纯粹的弥赛亚称号，它描述了人与父有

亲密关系时获得的荣耀，但是，从第二世纪起，它被误解

了，并被重新应用到一个神/人的神性（divine nature）

上。与此同时，“人子”这个名称则被用来指他的人性

（human nature），但“人子”其实就是弥赛亚作为人类代

表的称号。就这样，“神的儿子”与“人子”这两个称号都

被挖空了原本的弥赛亚含义，然后他们的圣经含义就丢失

了。就在旧约证据——还有对观福音书、使徒行传、彼得

书信、雅各书，以及启示录中约翰的证据——在很大程度

上被拒绝的同时，约翰福音中的一连串经文，以及保罗书

                                 

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

看见他。”最后，在耶稣复活之后，多马认识到神确实在基督里，

并且认识到，看见基督就是认出差遣了他的神。约翰福音 20 章 28

节是耶稣早些时候与多马和腓力的对话（约 14：4-11）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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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的两三节经文被重新解释，以迎合新观念，即：耶稣

是永恒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成员，是同等的、同质的神。

然而，那位耶稣不可能是圣经文献中的耶稣。他是另一位

耶稣（林后 11：4）。 

被遮蔽了的人与信息 

与弥赛亚的圣经含义一起丢失的，还有弥赛亚国度的

含义，这个国度是耶稣所有教导的中心，也是福音的核心

（路 4：43；徒 8：12；28：23，31）。在更新了的地球上

建立弥赛亚国度，是所有旧约预言的主题，而且耶稣来就

是要证实这些预言（罗 15：8）；但是，建立这个国度的盼

望，却被“你死时到天堂”的盼望给取代了；而且同时，

大量的宣传说服了（并且还在说服）没有受过教导的公众，

让他们确信，像地上的“神的国度”这样“世俗的”、政

治性的，或是“不属灵的”东西，耶稣从来都不相信。 

那些根本性的改变逐渐地征服了教会的观念（早在第

二世纪起就开始了），结果是，耶稣的核心信息——神的国

的福音（路 4：43；徒 8：12；28：23，31）——丢失了，

而且在耶稣是谁上，也产生了误解。接着，教会就只能尴

尬地解释这个问题：耶稣如何一方面应验了旧约关于弥赛

亚的预言，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拒绝了旧约所说的弥赛亚

将会在地上统治的应许？通常来说，所提出来的理论是，

耶稣支持旧约，范围仅限于它教导了爱的理想道德标准，

但他拒绝了众先知的大灾难异象，即：神会介入历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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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度下，在全地引发社会的更新。
29
 简言之，耶稣应

该是自称为弥赛亚，但同时却消除了恢复神权统治的所有

希望，而那个神权统治，正是他的同时代人所渴望的。 

毫无疑问，以色列的忠信之人当时确实在盼望着弥赛

亚到来，在地上统治，但是，长久以来人们所坚称的却是，

耶稣与这种“不成熟的”（crude）期盼30分路而行了。至于

犹太人为什么期盼一个实实在在的、地上的弥赛亚帝国，

已经被悄悄地绕过去了。要是这个问题被问到的话，答案

就只好是，旧约圣经已经详细地预言了。 

教会必须要认识到，它们没有公正地对待圣经，因为

它们只接纳了神的戏剧的第一部分——弥赛亚受苦与死亡

——至于第二部分，也就是弥赛亚作为得胜的王，作为神

在地上创建真实、持久的和平的大使，将来还会再来的那

部分，被它们拒绝了。按照新约的理解，耶稣的复活、升

天，以及现在在父的右边的时期，只是神的儿子的胜利的

一部分。 

                                 
29
 耶稣从来没有否认，所预言的神权统治有一天会被他这位弥

赛亚建立。神学遗失了未来弥赛亚国度的真理，连带地也遗失了将

来耶稣与忠信之教会的共同统治。结果，基督教的目标就消失了。 

30
 这一点在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和旧约中——

诗篇 2篇等——都能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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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耶稣在历史中的角色的传统思想背后，存在着

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这个错误所涉及的是弥赛亚

在神权统治中的政治职能，而该职能是弥赛亚身份的基本

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与圣经直截了当的陈述相反的是，

人们想尽办法来支持这个信仰：耶稣给教会的应许，即它

将会与他在未来的弥赛亚国度中一起统治的应许（太 19：

28；路 22：28-30），应该应用于现在的时代。他们仍然没

有注意到，教会与他一起统治，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末期，

“耶稣在他荣耀里降临”（太 25：31），“在新时代中坐上

宝座作王”（太 19：28）的时候。为了不让人有丝毫的怀

疑，众圣徒唱到了教会，而教会的人是从各民各国中被招

聚而来的，被神任命为王，为祭司，并“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 5：10）。在启示录 2章 26节和 3章 21 节中，诗篇 2

篇纯正的弥赛亚信念一点都没有减弱，而且这些是耶稣本

人对教会所说的话（启 1：1；22：16）。圣经的耶稣不是

别人，正是旧约预言和末世文学中的弥赛亚。 

对于圣经，教堂信众迫切地需要自己进行研究，而且

不能让它被这个或那个“不加核查”就接受了的信条所束

缚。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大多数人的观点未必就是正确

的，而且不加批判就接受的传统有可能已经埋葬了耶稣与

使徒们那样教导的、原本的信仰。卡农·H.L.高治（Canon 

H.L. Goudge）写到了“希伯来思想被取代，希腊思想和罗

马思想开始主宰教会时”所发生的灾难，而对于他的评论，

我们或许应该严肃地对待。根据卡农·高治所说，“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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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它都是“教会从未从其中

恢复过来的一场灾难”。31 要开始恢复，只有当约翰的郑重

警告——“没有谎话能和‘不认耶稣为弥赛亚’一样大”

（约一 2：22）32——得到了应有的关注的时候。耶稣必须

被宣告为弥赛亚，不但如此，“弥赛亚”这个被高度扭曲了

的词在圣经背景中的含义，也必须被囊括其中。 

学者们所承认的 

在一篇名为“传讲基督”（Preaching Christ）〔《基督

与使徒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Apostles），

第 2 卷，第 394 页〕的文章中，詹姆斯·丹尼（James 

Denny）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或耶稣是什么，那

么说耶稣是基督就是徒然的。说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神的

右边，被升高并拥有至高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越是

热切地相信神已经升高此人，从而赐给他们一位王和救主，

就会越渴望知道所有有可能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 

在这句有见地的声明之后，是另一个有重要价值的评

论，“对基督的传讲，没有哪个不是以使徒们所传讲的基础

为基础的”。那么耶稣和使徒们传讲了什么呢？“耶稣表达

                                 
31
 “犹太人的圣召”（The Calling of the Jews），出自犹太

教与基督教论文集。 

32
 《新约书信》（New Testament Letters），由 J.W.C.万德

（J.W.C. Wand）神学博士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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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真正宗教的绝对意义的方式之一，就是他将自己看作

弥赛亚。弥赛亚的角色只有一个人能够担任，而他就是此

人；他就是基督，此外再无他人。”这些话很有洞察力，但

是，作者随后的思想却开始显露出对基督的弥赛亚身份的

不安，尽管他极力否认这一点。“但是基督是一个我们能够

在其他时代，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的概念吗？这个问题我

们必须做出回答，除非我们以很大的自由度来使用这个词。”

詹姆斯·丹尼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即将破坏圣经所说的耶

稣是弥赛亚的事实，即将遮蔽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与他

的弥赛亚职位是不能分离的。他接着说：“毫无疑问，那个

名字，对于那些最初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来说，比起对于我

们来说，要明确得多；它有着现已没有的形式和色彩。”但

这就是在暗示，我们已经忘记了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含义。

丹尼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我们现在有自由建立自己对弥

赛亚的概念，而不顾圣经对它的定义。 

然而，在使徒们去世后不久就给教会带来灾难的，正

是这种倾向。教会开始创造自己对弥赛亚的概念，而在这

样做的时候，它就与圣经的耶稣失去了联系。丹尼说，弥

赛亚这个词，“包含着一些与它相关联的期盼，这些期盼曾

经有着一种活力，但对于我们来说，那种活力已经丢失了”。

说得没错；但是它们的含义为什么会丢失呢？除了我们不

再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关于弥赛亚的事情之外，还有别

的原因吗？“特别是，”丹尼说，“弥赛亚这个词所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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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
33 
思想对我们来说，不像对最初的信徒来说那么重要。

在耶稣的教导中，这些关联思想围绕在人子这个称号周

围……人子被用作基督的同义词……原始基督教最典型的

特征是，作为基督，耶稣会再次降临。它是早期教会所说

之盼望的真正本质……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与他们的观念并

不相同。” 

但是，我们凭什么与他们的观念不同呢？毫无疑问，

一个人不可能将圣经基督教最典型的特征之一置之不顾，

却还继续称所剩下的东西是同一信仰。34 正是这种微妙的、

对早期教会的典型盼望的背离，应该让我们警觉到，我们

所称的基督教，与使徒们对该名称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危

险的差异。如果我们声称信弥赛亚，但是却已经抛弃新约

弥赛亚概念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就是

毫无意义的。 

丹尼觉得学者当中的倾向有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

对的。这种倾向是，学者们“心照不宣地假设，按照最初

传讲基督的那些人信基督的方式去信基督，是一种错误。

                                 
33
 即：与末期所发生的事情相关的。 

34
 同样地，基督教关于神、人以及救恩的教义，“没有了撒但

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

《我信撒但终必败落》（I Believe in the Downfall of Satan），

Eerdman's，1981，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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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使得它的职责变成这样：要让基督的性格就像我

们自己的性格，让他的思想意识正如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

（强调部分是我加上的）。 

这正是我们的问题，但它也是丹尼的问题，因为他承

认，“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与使徒们的观念并不相同”。但是

他们对未来的观念，是以他们的核心信念为基础的，而那

种信念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未来神的国的统治者，而

且这个国度的能力，在耶稣的传道使命中就预先彰显出来

了。然而，我们放弃作为“使徒基督教的本质特征”的盼

望，还依然自称是基督徒，这么做的逻辑能是什么呢？在

这种自相矛盾的背后，是教会的重大失败，它们没有对弥

赛亚耶稣保持忠诚。我们更喜欢我们自己对弥赛亚身份的

观念和观点；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将自己的想法附加到耶稣

的名字上是合适的。这样，我们不就已经按照我们外邦人

心目中的形象创造了“另一位耶稣”吗？ 

仔细阅读基督论的权威著作，我们就能看出一些真知

灼见，它们或许会促使读者自己去探索有关耶稣的事实。

威廉·桑戴（William Sanday）曾是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

在一篇关于神的儿子的文章中，他问了这个问题：在四福

音书中，有没有经文可能让我们得出耶稣是“先前存在的

‘神的儿子’”这个概念？他得出结论说，马太福音、马

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所有关于耶稣的陈述，都是指基督在

地上的生命。没有一处经文指他在出生之前作神的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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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查看约翰福音，那么“我们必须寻找

毫无歧义的表达。或许没有”〔《黑斯廷斯圣经词典》

（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第 4卷，第 576

页，强调部分是我加上的〕。 

这是一位杰出专家的陈述，意思就是，在全部四卷福

音书中，可能没有一处经文指耶稣在他出生前就是神的儿

子。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众教会教导说，耶稣是永恒的子，

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基本的、不可或缺的信仰原则来教。 

至于为什么马太、马可和路加对耶稣的先存性一无所

知，桑戴教授就只好做了猜测：“可能作者根本没有思考过

这个主题，从而一点儿都没有记录我们的主在这方面的教

导”（同上，第 577 页）。当讲到使徒书信的时候，桑戴只

能推测说，希伯来书1章1-3节可能提到了先前存在的子，

但这不是绝对的。论到歌罗西书 1章 15 节，他说：“关于

‘首生的’，最重要的概念是‘首生的’的法定权利，是

他相对于所有在他之后出生的人的优先权。”他补充说：

“将［时间上的］居前概念排除在外，似乎也是错误的。”

他用德国一位神学家的话来总结他的论述：“从旧约和拉比

学说（Rabbinism）出发，无法得出基督有神性这种教义”

（基督有神性，即他是神）。温勒（Wernle）教授认为，

“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完全是犹太式的，所采取的从‘神的

儿子’到‘子神’的进一步行动，其根据是外邦人不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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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由归信者从异教信仰带进来的”

（同上，第 577 页）。 

这种陈述表明，整个“先存的子”的理论体系是建立

在多么不牢靠的基础之上。关于耶稣的教义声明始于圣经

后时代，它们依靠的是它们自己的权柄，不是使徒们的权

柄。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直接地面对。最明智的道路是，

将我们的观点建立在圣经本身的教义声明上，并且和耶稣

一起承认，“认识父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

稣弥赛亚，这就是永生”（约 17：3）。 

耶稣：人，中保 

使徒们所展示的耶稣不是“子神”。这个称号在圣经中

根本没有出现。耶稣是神的儿子，弥赛亚，他的开端应该

追溯至神以神迹使他成胎（路 1：35）。在新约中，圣经的

独一之神仍然是旧约中所启示的、独一的那一位，是以色

列的创造主，以色列的神。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CNET），在独一之神即父，与人类之间作中间人。这

位耶稣能够拯救“到底”（来 7：25）。其他任何耶稣我们

都必须躲开，他们是欺骗人的伪造品——而且我们太容易

“被骗”（林后 11：4）。 

教会的信仰声明 

耶稣建立的教会以这个核心声明为基础：耶稣是弥赛

亚，是神的儿子（太 16：16）。当新的非圣经含义被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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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的儿子”这个表述上的时候，这个声明就遭受了严

重的扭曲。对于学习神学历史的学生来说，这种扭曲的产

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影响力直到今日还围绕着我们。

当务之急，是回到彼得的磐石声明上，他在耶稣面前（太 

16：16），在犹太人面前（徒 2：3），甚至在他传道工作结

束之时，都宣告说，耶稣是以色列的弥赛亚，是世界的救

主，是在神的计划中被预先知道，但在这末后的世代显现

出来的（彼前 1：20）。耶稣是弥赛亚这一令人惊叹的事实，

只有在神的启示下才能被明白（太 16：17）。 

基督教的创建人必须在希伯来圣经的框架中来展现。

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的耶稣，而这位

耶稣，也是信仰中的耶稣。出了那个框架，我们就创造了

“另一位耶稣”，因为用来描述他的圣经称号已经失去了它

们原本的含义（比较林后 11：4）。 

当耶稣的称号被赋予新的、非圣经的含义时，很清楚，

它们就不再忠实地表达他的身份了。当这样的事发生时，

基督教信仰也就置身于危险之中了。因此，我们的任务必

须是，宣告耶稣是众先知异象中的弥赛亚，而且我们说到

弥赛亚和神的儿子时，它们的含义必须是耶稣和新约使用

它们时的含义。只有当教会与使徒们思想一致地讲话，并

且告诉世界耶稣是谁的时候，它才能自称是正宗基督教的

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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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弥赛亚，所预言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就是，

他肯定不是神，而是神的儿子。诗篇 110 篇 1 节是新约最

重要的基督论引证经文，被提到 23 次左右。赐予弥赛亚的

头衔——adoni（我的主/我主），将神与弥赛亚的关系精确

地表示了出来（诗 110：1）。在旧约中，单词“主”（lord）

的这个形式一成不变地（总共 195 次）表示非神的人物。

adoni 与 adonai 应该被仔细地区分开来。adonai 出现了

449次，全部都指神。出现在诗篇 110篇 1节中的单词不是

adonai。神与人之间的这种重要区分是圣经至关重要的一

部分，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 22 章 41 节及接下来的经文中

证实了这一点。它将弥赛亚归为人类，无论他被升到多高

的地位。在描述弥赛亚相对于独一之神的地位时，诗篇

110篇 1节在通篇新约中都是一节关键的经文（参看徒 2：

34-36）。 

Adonai与 Adoni（诗 110：1） 

新约最喜欢的旧约引证经文 

为什么弥赛亚被称作 adoni（我的主/我主），而从来

都不是 adonai（主神）？ 

“Adonai 和 Adoni 是马所拉元音标注的变式，用以区

别对神的指称和对人的指称。Adonai 指神，而 Adoni 指人

类位分较高者。 

Adoni——指人：我主，我的主人［参看诗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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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nai——指神……主（Lord）”〔《BDB 旧约希伯来

语英语词典》（Brown, Driver, 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adon［=主

（lord）］词条，第 10页，第 11页〕。 

“ADONI（‘我主’）这个形式，亦即王的称谓（撒上 

29：8），应该与用于雅伟的、神的称谓 ADONAI（‘我主’）

仔细地区分开来。”“ADONAI——这个特殊的复数形式

［神的称谓］，与 adonai［用的是短元音］=‘我的主’

（my lords，复数）［见创 19：2］，是有所区别的”〔《国

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Lord”，第 157页〕。 

“当 ADONAI 用于神的时候，旧约中用 Lord 来翻译这

个词。这个［希伯来］单词……有一个［带有特殊元音标

记的］后缀，可能是为了做区分。有时候，不确定它是对

神的称呼，还是对人的称呼……当是“神圣的”（holy）

或只是“卓越的”（excellent）时，马所拉文本有时候通

过一个区分单词的注释来决定这一点，有时候它用［元音］

标点变式来决定——adoni， adonai［短元音］以及

adonai［长元音］”〔《黑斯廷斯圣经词典》（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Lord”，第 3 卷，第 137

页〕。 

“希伯来词 Adonai 专门表示以色列的神。经证实，它

在旧约中出现大约 450 次……Adoni［是］对人类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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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44：7；民 32：25；王下 2：19［等等］）。我们不得

不认为，单词 adonai采用了特别形式，是为了将它与 adon

的世俗用法［即 adoni］区别开来。［神被称为］adonai

［用长元音］，而不是常规的 adon，adoni或 adonai［用短

元音］的原因，可能就是要将雅伟与其他神，以及与人类

的主加以区分”〔《圣经中的众神与众魔鬼词典》

（Dictionary of Deities and Demons in the Bible），

第 531页〕。 

“在 Adonai［主神］上用延长音 ā，究其根源，是马

所拉学者考虑到用一个小小的、外在的标记来标示出这个

词是用于神的”〔《旧约神学词典》（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Adon”，第 63页，以及《新

约神学词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T），第 3

卷，1060及其后，注释 109〕。 

“‘对我主’，即 l'adoni 这个形式，在旧约中从未用

作对神的指称……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是］，马所拉元音符

号将对神的指称（adonai）和对人的指称（adoni）区别开

来〔维格拉姆（Wigram），《英国人旧约希伯来语及亚兰语

经 文 汇 编 》（ Englishman's Hebrew and Chaldee 

Concordance of the OT），第 22页〕”〔赫伯特·贝特曼

（Herbert Bateman），“诗篇 110 篇 1 节与新约”（Ps 

110:1 and the NT），《圣经藏书馆》（Bibliothecra Sacra），

10-12月，1992，第 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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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拉

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教授，是一部基督论现代经

典著作的作者，名闻遐迩，他说：“毫无疑问，Adonai 和

adoni 两个表述的用法是不同的：一个是敬虔的用法，为

了避免说出单词 YHVH，而另一个是同一个单词在非神的人

物上的用法”（书信，2000 年 6月 24日）。 

耶稣如何被变成神 

新约将耶稣展现为基督，神的弥赛亚儿子。他的职分

是雅伟的代理人和代表，而雅伟是他的父，是以色列的神。

耶稣将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启示之上：他是“弥赛亚，是

永生神的儿子”（太 16：16）。作为神的儿子，他在他母亲

的子宫里，以超自然的方式被创造或被生（太 1：20；路 

1：35；徒 13：33，非 KJV；约一 5：18）。这让他成为神

独一无二的儿子，“独生子”，或“神的独生子”（约 1：14，

18；3：16，18；约一 4：9），成为主弥赛亚（路 2：11），

不是主神。因为他是被生的（begotten）——被产生于世

的（brought into existence）——所以，按照定义，他

就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永恒的子”这个词明显地是一

个毫无意义的表述。“永恒”的意思是你没有开始。而“被

生”的意思是你有一个开始。所有的儿子都是被生的，因

此“子神”是加给弥赛亚耶稣的一个误导人的称号。你不

可能既是永恒的神，同时又是神的儿子！第二世纪之后的

教父——可能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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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将神的儿子的历史挪移到史前时期，结果就扭曲并

遮盖了他真正的身份。他们将他的身份——新人类之首，

第二个亚当——从他身上拿走。他们淡化他真正的历史，

并且为他创造一个巨大无比的史前历史。这毁灭了他“为

人的弥赛亚耶稣”的身份。后来，俄利根（Origen）给单

词“被生”（begotten）或“被产生”（generated）创造

了新的含义。他称耶稣是“永恒受生的”子——一个无意

义的、与新约记载相矛盾的概念，因为新约记载，子是在

大约公元前 2 年，真真正正地“被产生”或“被生”的。 

这种根本性的、模式上的转变引发了麻烦的“三位一

体问题”，“复原主义者”（restorationists）正确地将这

种转变追溯到尼西亚会议前的教父身上，他们使用中期柏

拉图主义的模式，开始将历史的耶稣，即神的弥赛亚儿子

投射回史前的、世界形成之前的时代。他们制造了一个形

而上学的儿子，他取代了圣经所描述的弥赛亚儿子/君王—

—这位弥赛亚儿子，在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预言他将会是所

应许的王的时候（撒下 7：14，“他要作我的［神的］

子”），还尚未存在。希伯来书 1章 1-2节明确地说，神在

旧约时代没有通过儿子讲话。那是因为神的弥赛亚儿子还

没有存在。  

卢夫斯（Loofs）教授描述了圣经基督教初期的变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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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教士们［‘教父’，如殉道者游斯丁，第 2 世纪中

期］为基督教败坏/腐化（Verkehrung）成天启的［哲学的］

教导奠定了基础。说得具体些，他们的基督论对后来的发

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们想当然地把‘神的儿子’的

概念迁移到先存的基督身上，结果导致第 4 世纪的基督论

问题。他们引发了基督论思想的转变——远离历史的基督，

转到先存性问题上。因此，他们将注意力从耶稣的历史生

命上转移开，将其推入暗影之中，然后倡导［先存的子］

道成肉身。他们将基督论连结到宇宙论上，但他们无法将

它连结到救恩论上。逻各斯教导（Logos teaching）不是

一个比原来的基督论‘更高的’基督论。事实上它远远落

后于对基督的真正的理解。根据他们的教导，将自己显明

在基督里的不再是神，而是 Logos，亦即级别较低的神，

作为神而从属于至高神的一位神〔次级说（inferiorism）

或从属说（subordinationism）〕。 

“此外，神是三合一（trias）的形而上学-多元论概

念，对经济三位一体（economic-trinitarian）概念的抑

制，能追溯到众护教士身上”〔弗里德里希·卢夫斯

（Friedrich Loofs），《教义史学习指南》［Leitfaden zum 

Studium des Dogmengeschichte（Manual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ogma）］，1890，第 1 部分，第 2章，

第 18 节：“作为启示哲学的基督教·希腊护教士”

（Christianity as a Revealed Philosophy.The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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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ogists），Niemeyer Verlag，1951，第 97页，英语译

文为本书作者自译〕。 

这些入木三分的话语出自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杰出的系

统神学家之口，从这些话中，那些致力于恢复神的儿子，

即圣经中的耶稣的身份的人，应该可以获得信心。他恢复

了至关重要的称号“神的儿子”的圣经含义，将它从所遭

受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湮没中解救出来，而它的湮没，是那

些带着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教父和神学家们加给它的。 

科林·布朗（Colin Brown）教授是《新国际新约神学

词典》（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的总编辑，他写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

理解‘神的儿子’这个词组……‘神的儿子’这个头衔本

身不是神自己的一个称号，也不是描述神体内形而上学的

区别的表达式。事实上，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子’，他就

必须不是神！它是给受造之物的一个称号，表示与神的一

种特别关系。它尤其指神的代表，神的副摄政王。它是王

的称号，证明王是神的儿子……在我看来，‘神的儿子’这

个词组最终与‘神的像’这个词组汇聚于一点；而‘神的

像’，应该被理解为神的代表，神的灵住在他里面，神赐他

管理之职，并赐他权柄，代表神行事……在我看来，将第

四福音书中关于子以及子与父的关系的陈述，看作是内在

的三位一体关系的表达，似乎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但是

社会上三位一体思想的很大一部分，似乎都以对第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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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这种系统性错读为基础……一个很常见但很明显的、

对约翰福音开篇语的错读是，认为它好像是在说：‘太初有

子，子与神同在，子就是神’（约 1：1）。这里所发生的事

情是，用‘子’代替了‘道/话’（word）（希腊语 logos），

因此‘子’就被变成神体的一个成员，从一开始就存在”

〔“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对当代正统的探究”（Trinity 

and Incarnation: Towards a Contemporary Orthodoxy），

《听道》（Ex Auditu），7，1991，第 87-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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