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的身位基督的身位基督的身位基督的身位

The Person of Christ

为何耶稣是完全的神为何耶稣是完全的神为何耶稣是完全的神为何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却只有一个位格却只有一个位格却只有一个位格却只有一个位格?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却只有一个位格却只有一个位格却只有一个位格却只有一个位格?

How is Jesus fully God and 

fully man, yet on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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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 The Humanity of Christ

1. 童女所生童女所生童女所生童女所生 路加路加路加路加1：：：：35 

2. 人的软弱与极限人的软弱与极限人的软弱与极限人的软弱与极限 约约约约4:6; 19:28

耶稣有身体耶稣有身体耶稣有身体耶稣有身体 Human body

耶稣有人的意志耶稣有人的意志耶稣有人的意志耶稣有人的意志 Mind耶稣有人的意志耶稣有人的意志耶稣有人的意志耶稣有人的意志 Mind

耶稣有人的魂与感情耶稣有人的魂与感情耶稣有人的魂与感情耶稣有人的魂与感情（（（（soul and 

emotion) 。。。。人看耶稣是一个人人看耶稣是一个人人看耶稣是一个人人看耶稣是一个人

3. 没有罪没有罪没有罪没有罪 (Sinless) 

4. 耶耶耶耶稣会犯罪吗稣会犯罪吗稣会犯罪吗稣会犯罪吗？？？？ Could Jesus Have 

Sinned? 



5. 为何耶稣需要是完全的人为何耶稣需要是完全的人为何耶稣需要是完全的人为何耶稣需要是完全的人？？？？

代表完全的顺服代表完全的顺服代表完全的顺服代表完全的顺服

代赎的祭物代赎的祭物代赎的祭物代赎的祭物 Substitute Sacrifice

人与神的中保人与神的中保人与神的中保人与神的中保Mediator 

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完成原先神要人来管理这世界

我们生活的榜样我们生活的榜样我们生活的榜样我们生活的榜样

给我们复活的身体给我们复活的身体给我们复活的身体给我们复活的身体

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体恤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

1. 圣经的宣告圣经的宣告圣经的宣告圣经的宣告

基督是神基督是神基督是神基督是神

基督是主基督是主基督是主基督是主

I Am (约约约约 8:35)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I Am Who I Am (出出出出 3:14））））



2.耶稣擁有神性耶稣擁有神性耶稣擁有神性耶稣擁有神性

平静风浪平静风浪平静风浪平静风浪 马太马太马太马太8：：：：26-27

五饼二鱼五饼二鱼五饼二鱼五饼二鱼 马马马马14：：：：19

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水变成酒 约约约约2：：：：1-11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水变成酒水变成酒 约约约约2：：：：1-11

3. 耶稣在世界时是否放弃耶稣在世界时是否放弃耶稣在世界时是否放弃耶稣在世界时是否放弃

一些神性一些神性一些神性一些神性？（？（？（？（腓腓腓腓2：：：：5-7））））



4.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基督是完全的神基督是完全的神基督是完全的神基督是完全的神

5. 道成肉身在今天是否是无法道成肉身在今天是否是无法道成肉身在今天是否是无法道成肉身在今天是否是无法

理解的理解的理解的理解的？？？？

6. 为何耶稣必须是神为何耶稣必须是神为何耶稣必须是神为何耶稣必须是神？？？？



C.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一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一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一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一

个人上个人上个人上个人上 The Incarnation: Deity and 

Humanity in the One Person of 

Christ.  

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以下是错误的教导：：：：

1.有人性没有人的灵魂有人性没有人的灵魂有人性没有人的灵魂有人性没有人的灵魂，，，，被神性被神性被神性被神性

吸收了吸收了吸收了吸收了Human Body  +  Divine 

Nature 



2. 耶稣是耶稣是耶稣是耶稣是 Two Persons，，，，人人人人
与神与神与神与神. Human Person  + 
Divine Person = 2 Persons

3. 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3. 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人性与神性结合变为第

三种性三种性三种性三种性

New Nature  =  Human 
Nature + Divine Nature 



迦克墩会议迦克墩会议迦克墩会议迦克墩会议

（（（（Council of Chalcedon））））451  年年年年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451年年年年，，，，第四次第四次第四次第四次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在尼西亚在尼西亚在尼西亚在尼西亚

附近的迦克墩召开附近的迦克墩召开附近的迦克墩召开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约有约有约有600位主教参位主教参位主教参位主教参

加会议加会议加会议加会议。。。。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

亚信经同样重要亚信经同样重要亚信经同样重要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亚信经同样重要亚信经同样重要亚信经同样重要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

有完全的神性外有完全的神性外有完全的神性外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又承认又承认又承认「「「「基督有完全基督有完全基督有完全基督有完全

的人性的人性的人性的人性」。」。」。」。教会宣告教会宣告教会宣告教会宣告：「：「：「：「基督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

位格位格位格位格，，，，但兼具神但兼具神但兼具神但兼具神、、、、人二性人二性人二性人二性。」。」。」。」而这两性而这两性而这两性而这两性

之间的关系是之间的关系是之间的关系是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混合不相混合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不相交换不相交换不相交换，，，，

也不能分割也不能分割也不能分割也不能分割。」。」。」。」



迦克墩信经迦克墩信经迦克墩信经迦克墩信经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451年年年年
•

是同一基督是同一基督是同一基督是同一基督，，，，是子是子是子是子，，，，是主是主是主是主，，，，是独生的是独生的是独生的是独生的，，，，

具有二性具有二性具有二性具有二性（（（（two natures），），），），不相混乱不相混乱不相混乱不相混乱

（（（（inconfusedly），），），），不相交换不相交换不相交换不相交换（（（（或不改变或不改变或不改变或不改变

unchangeably），），），），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不能分开（（（（indivisibly），），），），
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inseparably）；）；）；）；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inseparably）；）；）；）；

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各性的特各性的特各性的特

点反得以保存点反得以保存点反得以保存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会合于一个位格会合于一个位格会合于一个位格（（（（one 
Person），），），），一个实质一个实质一个实质一个实质（（（（one substance））））之之之之
内内内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却是同却是同却是同

一位子一位子一位子一位子，，，，独生的独生的独生的独生的，，，，道上帝道上帝道上帝道上帝，，，，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

•



Chalcedonian Creed

We, then, following the holy Fathers, all 
with one consent, teach people to confess 
one and the same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same perfect in Godhead and 
also perfect in manhood; truly God and 
truly man, of a reasonable [rational] soul truly man, of a reasonable [rational] soul 
and body; consubstantial [co-essential] 
with the Father according to the Godhead, 
and consubstantial with us according to 
the Manhood; in all things like unto us, 
without sin; 



begotten before all ages of the Father 
according to the Godhead, and in these 
latter days, for us and for our salvation,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the Mother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Manhood; one and 
the same Christ, Son, Lord, only begotten, 
to be acknowledged in two natures, to be acknowledged in two natures, 
inconfusedly, unchangeably, indivisibly, 
inseparably; the distinction of natures 
being by no means taken away by the 
union, but rather the property of each 
nature being preserved, 



and concurring in one Person and one 

Subsistence, not parted or divided 

into two persons, but one and the 

same Son, and only begotten God the 

Wor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 Wor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 

prophets from the beginning [have 

declared] concerning Him,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has taught 

us, and the Creed of the holy Fathers 

has handed down to us.



A. 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格 One Person。。。。

B．．．．耶稣基督有一个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有一个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有一个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有一个完全的神性，，，，也有一也有一也有一也有一

个完全的人性个完全的人性个完全的人性个完全的人性，，，，而这两个性质是不相混乱而这两个性质是不相混乱而这两个性质是不相混乱而这两个性质是不相混乱

（（（（inconfusedly），），），），不相交换不相交换不相交换不相交换（（（（或不改变或不改变或不改变或不改变

unchangeably），），），），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不能分开（（（（indivisibly），），），），
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inseparably）。）。）。）。

1 inconfusedly -

inseparably

（（（（1））））两性不相混乱两性不相混乱两性不相混乱两性不相混乱（（（（inconfusedly））））-好比好比好比好比
心之与物心之与物心之与物心之与物，，，，不能相混不能相混不能相混不能相混，，，，变成一个非心非物变成一个非心非物变成一个非心非物变成一个非心非物

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同理同理同理同理，，，，基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也基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也基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也基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也

是不相混乱是不相混乱是不相混乱是不相混乱，，，，变成非人非神的怪物变成非人非神的怪物变成非人非神的怪物变成非人非神的怪物。。。。当我当我当我当我

们说基督耶稣是们说基督耶稣是们说基督耶稣是们说基督耶稣是““““神人神人神人神人””””（（（（God-man ））））的的的的
时候时候时候时候，，，，指的是他的指的是他的指的是他的指的是他的““““位格位格位格位格””””，，，，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性性性性

质质质质””””。。。。



（（（（2））））两性不相交换两性不相交换两性不相交换两性不相交换（（（（unchangeably））））

-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绝非如所说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绝非如所说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绝非如所说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绝非如所说

的的的的，，，，““““人性已被神性盖过人性已被神性盖过人性已被神性盖过人性已被神性盖过，，，，就如同就如同就如同就如同

一滴醋落入在大海里而消逝一般一滴醋落入在大海里而消逝一般一滴醋落入在大海里而消逝一般一滴醋落入在大海里而消逝一般””””，，，，

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以致神性以致神性以致神性以致神性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或神性被人性加诸其上，，，，以致神性以致神性以致神性以致神性

有所亏损有所亏损有所亏损有所亏损。。。。按照圣经的道理按照圣经的道理按照圣经的道理按照圣经的道理，，，，道成道成道成道成

肉身以后肉身以后肉身以后肉身以后，，，，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

仍然各自保持其完整性仍然各自保持其完整性仍然各自保持其完整性仍然各自保持其完整性，，，，绝没有发绝没有发绝没有发绝没有发

生转换变化生转换变化生转换变化生转换变化。。。。



• （3））））两性不能分开两性不能分开两性不能分开两性不能分开（（（（indivisibly），），），），

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不能离散（（（（inseparably））））-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的

神人二性的联合神人二性的联合神人二性的联合神人二性的联合。。。。也不是暂时的和不也不是暂时的和不也不是暂时的和不也不是暂时的和不

定的联合定的联合定的联合定的联合。。。。这种联合发生在一个位格这种联合发生在一个位格这种联合发生在一个位格这种联合发生在一个位格

之内之内之内之内，，，，好比身体和灵魂构成一个人一好比身体和灵魂构成一个人一好比身体和灵魂构成一个人一好比身体和灵魂构成一个人一

样样样样；；；；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 . . 样样样样；；；；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神人二性也构成一位基督。。。。. . . 

““““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乃是圣子永远取得人性乃是圣子永远取得人性乃是圣子永远取得人性乃是圣子永远取得人性，，，，

他复活升天他复活升天他复活升天他复活升天，，，，乃带着他荣耀的人性升乃带着他荣耀的人性升乃带着他荣耀的人性升乃带着他荣耀的人性升

到他的宝座上面到他的宝座上面到他的宝座上面到他的宝座上面；；；；他还要有形有体的他还要有形有体的他还要有形有体的他还要有形有体的

在荣耀里带着他的人性再临在荣耀里带着他的人性再临在荣耀里带着他的人性再临在荣耀里带着他的人性再临。。。。



属性的交通属性的交通属性的交通属性的交通 Communication of 

Attributes 

1. 神性到人性神性到人性神性到人性神性到人性 --值得我们敬值得我们敬值得我们敬值得我们敬

拜拜拜拜，，，，不会犯罪不会犯罪不会犯罪不会犯罪

2. –2. 人性到神性人性到神性人性到神性人性到神性 –经历苦难与经历苦难与经历苦难与经历苦难与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理解人的苦难经历理解人的苦难经历理解人的苦难经历理解人的苦难经历，，，，

代替成为赎罪祭代替成为赎罪祭代替成为赎罪祭代替成为赎罪祭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无限无限无限无限，，，，全能全能全能全能，，，，

全智全智全智全智，，，，永生神成为有永生神成为有永生神成为有永生神成为有

限的人限的人限的人限的人，，，，带着人性直带着人性直带着人性直带着人性直限的人限的人限的人限的人，，，，带着人性直带着人性直带着人性直带着人性直

到永恒到永恒到永恒到永恒，，，，实在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实在是一个

奇妙的神迹与奥秘奇妙的神迹与奥秘奇妙的神迹与奥秘奇妙的神迹与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