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的人性 

耶稣在圣经里第一名称, 是“女人的后裔”(创3:15), 乃指耶稣的人性。头一个女人夏娃也是头一个罪人, 

被撒旦利用去引诱男人犯罪, 打开了罪恶闸门；故上帝要用女人的后裔把那闸门关闭。太1:1-

16开列耶稣的家谱；按犹太习俗, 家谱名单无女人；耶稣的家谱名单却有四个女人, 

每个都曾引诱男人犯罪。圣灵感动人写此家谱, 

为要突出耶稣的人性与我们一样是堕落的。来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藉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耶稣的血肉之体与“儿女”的相同, 故自称“人子”, 称同胞为“弟兄”(来2:11)。 

1）但有一点耶稣与我们众人不同: 他是童女受圣灵感孕怀胎的, 所以他的人性必是圣洁, 不能犯罪的吧? 

答∶这话前半句正确；后半句不对。来4:15论耶稣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并非“不能犯罪”；不能犯罪者面临试探根本不动心。既然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这表明他像我们一样能犯罪, 却没有犯罪, 这样他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是不能犯罪者没有犯罪, 

那就无功劳可言。如果说, 耶稣是上帝, 而上帝不能犯罪, 那是把耶稣的神性与人性混淆了。 

2）请你提出一些经文来帮助大家分清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好吗？ 

答∶为了很好分明耶稣的神性与人性, 至少需要两节经文∶一节有关耶稣的祷告，一节有关耶稣的读经。 

耶稣的祷告:“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22:42)于此可见耶稣的人性在考验中的严肃态度, “我”的意思同父的意思发生冲突时, 

耶稣的人性在祷告中挣扎而得胜, 

给我们树立得胜试探的榜样。圣经多处记述耶稣到野外或山上祷告，有时通宵祷告，说明耶稣的人性之所以能不犯罪,全因

他藉祷告从上帝领受能力来得胜试探, 绝不靠自己的神性。他在世为人期间, 从来不对门徒说:“我就是上帝, 你们祷告, 

当面求我就行。”他反而确认自己是人子, 必须藉祷告得能力, 并教门徒要奉他的名向父恳切祷告。 

耶稣论读经的重要性, 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17:17,19) 这话极宝贵, 说明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计划, 

全是“为他们的缘故。”上帝的道赐给人, 

也是“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原文是“使自己成圣。”下文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也”字很重要: 

耶稣的人性不靠自己的神性成圣, 却要像我们一样, 因真理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表明: 耶稣在世期间, 

除警醒祷告外, 常把圣经的话牢记在心, 藉此“自己分别为圣；”这全是“为他们的缘故,”表明我们都能学耶稣, 

用圣经的真理使自己成圣。具体做法是熟背经文, 以便“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后1:4)。 

3）有人说，耶稣取的人性是亚当犯罪之前的人性。这有经文为根据吗？ 

答∶没有。圣经讲的就是以上所引的话:“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来2:14)“儿女”必是亚

当犯罪之后所生的儿女。况且亚当被造时, 是成人的壮年, 能听懂上帝的话, 

并与他对话。创2:19说:“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这说明亚当的大脑已存入现成的思维程序, 

便于他教育后代, 并管理伊甸园的动植物。 

耶稣降世, 

却“为女子所生”(加4:4)曾像我们一样经历发育成长过程。路2:52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齐增长。”这说明, 耶稣人性的心智和身量都有发育成长的过程, 以便处处作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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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人说，如果耶稣的肉身与我们相同，那他就也有人类的原罪了。这怎么行？ 

答∶“原罪”不是圣经术语。有人说: 亚当的后裔都因他的罪而有罪, 谓之“原罪”。持此观点者, 

必须解决“耶稣有无原罪?”问题。天主教为使耶稣无原罪, 说童女马利亚的母亲也“纯洁感孕”(Immaculate 

conception) 无原罪, 使耶稣无原罪。其实, 问题是人提出的, 解答也是人发明的, 

与圣经无关。申24:16说:“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来2:17,18说: 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5）请解释罗5:18所说:“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答: 这话乍读起来, 可能成为原罪论的根据。这里的“众人都被定罪”, 应参照12节的话:“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章总的意思是: 

罪与死亡的入侵，使众人无条件地受其害；因承受堕落的人性, 和必死的身体, 

而不是承担亚当的罪责。但因基督“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5:19)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相信, 悔改, 

重生。耶稣同众人一样承受堕落的人性和必死的肉身。 

6）这话不错；耶稣的肉身果然死在十字架上。根据圣经启示, 耶稣降世成了肉身, 还有哪些使命？ 

答∶道成肉身的使命, 有前面讲到的三项: 

(一) 败坏魔鬼。 

(二) 为人人尝死味。 

(三) 搭救被试探的人。 

还有以下九项，现作简要说明: 

(四)表明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1:18) 

说明:“表明上帝”的“表明”英文是declare, 是“宣明”的意思。耶稣让世人近距离地认识上帝的“为人”。 

(五) 服侍人, 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 

说明: 耶稣说:“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路22:27) 这话是耶稣在为门徒洗脚之后讲的。他取肉身，就是为了在人间作个仆人，为我们作榜样。 

耶稣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上次讲题说明: 耶稣能为多人舍命, 而后还能复活，是因他本为无穷生命之源。 

(六) 为真理作见证:“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约8:37) 

说明: 从“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在伊甸园说谎诱人犯罪以来, 全世界笼罩在谬道的阴影之下, 

急需有人为真理作见证。耶稣在法庭上讲一句话, 当时响应他的属真理的人不多, 但两千年来, 

已有亿万属真理的人听了他的话。 

(七) 叫世人得救:“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3:17) 

说明: 虽然耶稣不愿定人的罪, 但他所讲的道, 所行的事, 若不感动人悔改得救, 就会定那人的罪。(见约3:18) 



 
 

(八) 叫羊得生命:“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 

说明: 更丰盛的生命, 出自基督更清楚地表明上帝, 更热情地服侍人，更有力地为真理作见证。 

(九) 召罪人悔改:“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5:32) 

说明: 耶稣降世作个穷人, 来接近广大受压迫者, 让他们在他面前不受拘束, 因体验上帝的亲切可爱而敞开心门。 

(十)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10) 

说明: 人一犯罪, 上帝就来找他, 说:“你在哪里?”(创3:9) 耶稣所讲浪子回头的故事中的长兄, 不同情父亲的大爱, 

代表一般只顾自己得救，不管他人死活的信徒。 

(十一) 叫地上动刀兵:“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 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 

说明: “动刀兵”指真理同谬道之间的必然矛盾。“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是“这世界的王”, 

一定要反抗真理。上帝决不放弃这被魔鬼霸占的星球；他差遣耶稣来用“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与魔鬼战斗，把他赶

出去。 

(十二) 为审判:“我为审判到这地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约9:39) 

说明:“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9:40,41) 真理本身有分化作用，将接受者与拒绝者自然分开。 

7）请解约二7:“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迷惑人,敌基督的。” 

答: 圣经里“肉身”一贯指堕落的人性, 必死的身体；耶稣曾对母亲说:“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约2:4)主的人性完善, 因他用真理使自己成圣；他神性圣洁, 

因母亲被圣灵感孕。称马利亚为“圣母”,“上帝之母”,“天后”者, 是敌基督者, 因将耶稣无罪的人性, 

归功于马利亚“纯洁”的胎盘；如此超然的人性绝非肉身, 也不是人的榜样。 

“作为至高者的儿子和世人的救主, 耶稣不容许任何属世的亲属关系妨碍他的使命, 影响他的行动。他实行上帝的旨意, 

不受任何约束。......堕落的人类蒙赎的惟一希望就是基督；马利亚的得救, 

也非靠上帝的羔羊不可。她本身并没什么功德可言。耶稣母亲的身份, 

不能使她在与救主的属灵关系上与别人有任何不同。基督的话指明了这一点。他与马利亚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人子与她的关系, 

另一种是神子的关系；他分得清清楚楚。他们的母子亲情，绝不能使马利亚与基督相等。”怀爱伦着《历代愿望》109页。

今就耶稣的人性与我们相同, 提三点辩证如下: 

(一) 来2:17,18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事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能犯罪者才能受试探。来4:15说他“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的功劳, 正在于他堕落的人性受试探而没有犯罪；他的人性若是特殊的, 那么他得胜就不足为奇了! 

启3:21说:“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话必然建立在相同的斗争条件上。如条件不同, 耶稣就不能叫我们得胜, 

像他得胜一样。所谓条件相同, 就是同一敌人, 同一战场, 同一装备；我们的装备是堕落的人性, 

耶稣的人性若是未堕落的, 他就不能叫我们得胜, 像他得胜一样。我们就能推托说:“你不知道作人难!”实际上, 

耶稣能说:“我很体恤你的软弱, 知道作人难, 因为我是过来人。” 



 
 

(二) 如此,耶稣才有资格审判世人。约5:22,27说:“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徒17:31说: 上帝“已经定了日子, 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三) 彼后1:4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这又是装备问题；耶稣得胜试探, 

就是用天父在圣经中给他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武装自己。这也是给我们的应许；主是道成肉身, 

我们要使自己肉身成道,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8）这解答了我的疑难: 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 所以能得胜。现在我们的人性若与神性结合, 也能得胜。 

答: 这是重要的真理；耶稣很想我们得胜像他得胜一样。他得胜试探的一次经历，记在太4:1-

4:“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的意思是: 我不和你谈“上帝儿子”问题；我是来作人子的；作为人子, 我全听上帝的话, 

决不用我的神权解决肉体的需要。耶稣要为我们作人人能效法的榜样；人既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 他也绝不这样作。 

试探后来又临到他: 暴徒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用手掌打他, 说:“基督啊,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罗马士兵戏弄耶稣, 鞭打他；他被钉十字架时, 敌人挖苦他说:“他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耶稣能用他的神能报复这些恶人, 但他总不忘自己是来作人子的, 也不忘自己所讲爱仇敌的教训, 为他们祷告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路23:34)耶稣取了人性, 是要给人攷蕾涴郔褫幛腔埤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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