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愛你
靈性的逐漸成長
“有人愛你”希望透過神的話來教導和訓練基督徒

第八課 – 耶穌基督是神
耶和華見證人說耶穌並不等同神，祂的前身是天使長米迦勒。祂有一弟
兄 叫 撒 但 反 叛 神 ， 但 米 迦 勒 仍 舊 服 從 神 ( 摘 J. Ruthford 所 著 “ The
Kingdom is at Hand＂第 49 頁。摩門教則說耶穌基督是撒但天使的屬靈弟
兄(Journal of Discourses 第 13 冊 282 頁)。摩門教相信耶穌是諸神之一。
有些人認為耶穌基督是一位先知，一個好人，甚至說是杜撰的故事。

I.

有關耶穌基督聖經如何教導？
A.

道是誰？ (約翰福音 1:1, 15-18) ____________________

B.

道成了什麼？ (約翰福音 1:14) 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人子被稱為什麼 (希伯來書 1:8) ____________________

D.

多馬如何稱呼耶穌？ (約翰福音 20:27-29) ___________

E.

耶穌是否告訴多馬不要稱祂為神？_________________

F.

誰是基督 (羅馬書 9: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這是否說舊約的神與新約的耶穌基督是同一人嗎？___

IV. 耶穌基督的神性
*在耶穌基督身上可找到與神相同的特性
A. 無所不能
從下列的經文中列出耶穌的能力
1. 路加福音 4: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約翰福音 5: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馬太福音 8:26,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路加福音 4:35,36,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以弗所書 1:20-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希伯來書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G. 耶穌被稱為我們的什麼？ (提多書 2:11-14) __________
H. 在當前的時代，我們如何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
I.

在約翰一書 5:20 告訴我們耶穌是___________________

J.

為何猶太人想殺死耶穌？ (約翰福音 5:18) ___________

K. 為 何 猶 太 人 要 拿 石頭打耶穌？ (約翰福音 10:3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 很多人辯說耶穌只是諸神中的一位。摩門教認為我們也
能成為神，並統治地球。 (教義與約法第 132 節). 一般地他
們是從約翰福音 10:34-35 做如此的解釋。耶穌說，你們的
律法上豈不是寫著“我曾說你們是神＂嗎？在出埃及記
22:8-9 中，我們看到了“審判者＂這個字。此字的希伯來原
文為“Elohim＂，解釋為“上帝或神＂“審判者＂與“大能
者＂。這些“審判者＂好像神，因為他們掌握罪人的命運。
在約翰福音 10:35-36，耶穌已清楚說明神(35 節)與神的兒子
(36 節)兩者的不同。後者是由父神分別為聖差到世上來的。
跟著在 38 節耶穌說明不同之處，“父在我裡面，我也在父
裡面。＂保羅在哥林多前書 8:1-6 說神只有_________位，
就是父，並有________主耶穌基督。

II. 耶穌是神的兒子有什麼意義？
A. 在約翰福音 5:18 耶穌說神是祂的父，因此使祂成為神
的兒子，並且將自己與神_______ 。 一共有四十處稱呼基
督為神的兒子。從權柄方面來觀察，耶穌以神的兒子身份到
世上來榮耀天父(約翰福音 17:4)，聖靈為耶穌基督做見證
(約翰福音 15:26)，信徒當順著聖靈而行 (加拉太書 5:16). 神
的神性次序是建立於永恆中。
B. 在約翰福音 1:14 及 18 同樣的用詞被用來稱呼耶穌基督
是神的兒子，這個用詞是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約翰福音 1:12-13 說明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就成為神的
___________________。
C. 耶穌是神唯一的愛子，而我們則是經由__________ 成
為神的兒子。 (羅馬書 8:14-17).

III. 在舊約中可以找到耶穌基督是神
A. 在啟示錄 1:17 耶穌是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以賽亞 41:4 及 44:6，提到主(耶和華)是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除了萬軍之主外，還有其他的神嗎？_______________
D.

這是否說舊約的神與新約的耶穌基督是同一人嗎？___

E.

“聖者＂是誰？ (何西亞書 11:9) ___________________

“聖者＂是誰？ (使徒行傳 3:14) ___________________

F.

無所不知
從下列的經文中列出耶穌的知識
1. 約翰福音 4:16-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約翰福音 2:24,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約翰福音 John 16: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歌羅西書 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1.
2.
3.
4.

無所不在
馬太福音 18: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馬太福音 28: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翰福音 14:20 & 哥林多後書 13:5 _______________
以弗所書 1: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耶穌基督會改變嗎？ (希伯來書 13:8)_______________

E.

耶穌基督是否永恆的？ (John 17:5) _________________

F. 耶穌基督在降世以前是什麼形象？ (腓立比書 2:5-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什麼一切的豐盛，都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裡面？ (歌
羅西書 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耶穌基督的神聖職務是什麼？
A.

讀希伯來書 1:10； 約翰福音 1:3； 歌羅西書 1:16

B.

耶穌基督能夠 _____________ 你的罪。 (馬可福音 2:5
及路加福音 7:48)
耶穌基督能夠使死人________________。 (約翰福音
6:39,40,54; 11:25)

C.
D.

天父將什麼授權給兒子？ (約翰福音 5:22)

VI. 耶穌基督應該被當成神來敬拜嗎？
A.

在馬太福音中 4:10，耶穌說什麼？ _______________

B. 在馬太福音 14:33 和 路加 24:52 中，誰被崇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人愛你電台”希望你對神的認識與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已堅固。
我們希望這些經文能使你更有能力對付那些否定耶穌基督神性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