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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主後

主耶穌基督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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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
是這經。

約翰福音五章三十九節

You study the Scriptures diligently because you think 
that in them you have eternal life. These are the 
very Scriptures that testify about me.

John 5:39 (NIV)

耶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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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
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
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
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太1：21-23

舊約的預言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

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賽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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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救主，基督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

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路2：4 - 7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

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路2：11 - 12

舊約的預言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
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9:6

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
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彌迦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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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受膏者 - 彌賽亞

耶穌受了浸，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
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 太3:16-17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
人的禧年。 路4:18-19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路4：21

舊約的預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

人（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

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賽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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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驢駒的謙卑溫柔的君王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

在上面，耶穌就騎上。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

枝來鋪在路上。前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耶穌既進了耶路

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這是誰？」 太21：6 - 10

舊約的預言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

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

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撒迦利亞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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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

作：背負）世人罪孽的！ 約1:29

舊約的預言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

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

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

詐，…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

祭。… 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

罪孽。 賽5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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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擔當我們的罪孽，並替我們成為罪

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

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

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前2: 22-24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林後5: 21

舊約的預言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

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

身上。 賽53: 4-6 9



復活的救主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他
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 太28:5 - 6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可16: 9

「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
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裡，釘在十
字架上，第三日復活。』」。 路24: 5 -7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 約20: 9

舊約的預言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詩110:1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
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賽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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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權能者右邊的羔羊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
的雲降臨。」 可14: 62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我又看見且聽見，寶
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大聲說：曾被殺的羔
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啓5: 7-12

舊約的預言

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了
供獻，叫耶和華神可以與他們同住。 詩68:18

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
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
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但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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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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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 以馬內利 / 神與我們同在

祂是 全能的神，救主，基督

祂是 神的受膏者 - 彌賽亞

祂是 騎著驢駒的謙卑溫柔的君王

祂是 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

祂是 擔當我們的罪孽，並替我們成為罪的

祂是 復活的救主

祂是 坐在那權能者右邊的羔羊

祂是 超乎萬名之名的基督, 是我們的救贖主

耶穌是超乎萬名之名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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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 - 我們的救贖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

的名。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

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

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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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稱義，重生得救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

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

人為義。
羅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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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生得救，成爲基督徒
How to be reborn & become a Christian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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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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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萬名之名的耶穌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
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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