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爲什麽相信耶
穌是基督, 是神的

兒子
很多人不相信耶穌是基督 , 是 神

的兒子 . 假如祂不是基督、我們的

信心就沒有用 . 如果祂是 神的兒

子、那我們就必須順從祂以便能夠進

入天堂 (馬太福音 7:21-23). 耶穌

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 不可否認、約

在二千年前 , 他的確居住在這個地

球上 . 然而、卻不是人人都相信祂

是神的兒子 .

有人說 , 『耶穌是一個好人兼偉

大的師表、但並不是神的兒子』 . 

耶穌若不是 神的兒子、即爲世上最

大的騙子 . 但是、祂自己說祂是神

的兒子 . 爲何我們相信耶穌是基

督、是 神的兒子呢﹖ 必須握有足夠

的理由、我們方能信以爲真 . 我們

必須提出有力的證據來證實耶穌是基

督 (彼得前書 3:15).

世人必須相信耶穌是基督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 8:24; 14:6). 我們能夠

提出證據來證明所信的爲真 .

(一) 耶穌基督是永遠存在的 (約

翰福音 1:1-3,14; 8:58).

(二) 基督被童女所生. 以賽亞己

預言必有一童女懷孕生子 (以賽亞書 

7:14). 馬太告訴我們耶穌是被童女所

生 (太 1:18-25).

(三) 應驗了的預言. 至少有三百個

以上關於彌賽亞的預言、日後在基督身

上應驗 . 亞伯拉罕、大衛是耶穌的祖

先無誤 (太 1:1-17). 祂在證確的地

方出生 ～ 伯利恒 (彌迦書 5:2; 馬

太福音 2:5,6). 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以賽亞書 53). 祂從死裏復活 (詩篇 

16:8-10); 路加福音 24:6,31,34).

(四) 祂過無罪的生活. 聖經教導我

們說人都犯過罪 (羅馬書 3:23; 約翰

一書 1:6-10). 但是、耶穌沒有犯過

罪 (彼得前書 2:21-23). 耶穌像我

們一樣受試探、但祂沒有犯罪 (希伯

來書 4:14,15; 馬太福音 4:1-11).

(五) 祂所行的神迹. 尼哥底母說、

『我們知道你是由 神那裏來作師傅

的，因爲你所行的神迹，若沒有 神同

在，沒有 神同在，無人能行』 (約翰

福音 3:2). 之以後、使徒約翰寫著: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

迹，沒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這些事，

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

生命』 (約翰福音 20:30,31). 耶穌

行神迹證明祂的話是真的 . 神迹的目

的在於證實講道者的話由 神而來的 . 

而這也正是神迹的目的 .

耶穌行神迹證明祂是基督 . 祂的

仇敵知道祂的神迹是真的 (約翰福音 

11:47).

(六) 耶穌死的景象及其安葬、復

活 . 新約頭四卷書說到主的死亡、

埋葬、復活 . 保羅在羅馬書 5:6-

11 、告訴我們耶穌爲什麽死亡 . 

彼得告訴我們說在創世以前便已經有

這種計劃 (彼得前書 1:18-21). 使

徒約翰也說耶穌是爲人人死 (約翰福

音 3:16; 約翰一書 2:2).

每一個人都相信耶穌被釘死、埋葬 

(馬可福音 15:16-28,42-47). 但

是、有很多人懷疑祂的復活 . 很多

人不相信耶穌是從死裏復活 . 他們

想要否認耶穌的復活 . 但是、人卻

不能否認耶穌安葬的墳墓是空的 . 

耶穌死了三天之後、有『空無一物的

墳墓』 .

耶穌確實從死裏復活有很多證據

證明耶穌真是從死裏復活 . 耶穌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

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 (羅 馬

書 1:4). 保羅給我們證據證明耶穌

真是從死裏復活 (哥林多前 15:1-

8). 基督的教義是植基於耶穌真是

從死裏復活的事實 . 如果祂不是、

『就算比衆人更可憐』 (哥林多前 



15:19).

彼得也加上他的證詞來支援保羅所

寫的 (彼得後書 1:16-18). 他用

複數的代名詞『我們』時、他不只是

說到自己、而且也包括所有的使徒 . 

彼得和其他的使徒都親眼看見復活之

後的 基督 . 使徒約翰也用複數的

代名詞證明耶穌是基督 (約翰一書 

1:1-3).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永遠不會再

死 ! 這點跟歷史中所有其他的宗教

領袖都不一樣 . 歷史中有很多宗教

領袖 . 他們都已經死了、且沒有再

活過來的 ! 基督的教義是全世界最

偉大的宗教信仰、因爲它給我們提供

了一個與復活的救主同在天堂永生的

希望 . 基督的復活是最偉大的證明

來證明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 .

我們必須信基督才能得救 . 如果

我們不相信而遵守祂、我們沒有上

天堂的盼望 (約翰福音 8:24; 馬太

福音 7:21-23). 我們都要跟者彼

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

子』 (馬太福 音 16:16). 我們已

經說出很多原因爲什麽要相信耶穌是

基督、是 神的兒子 . 我們希望您

會繼續研究聖經學習如何討 神的喜

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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