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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7) ：「道成肉身」的偉大意義與使命 

A) 在肉身中彰顯 神 

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約 1:1-4) 

a) 「道」與 神的關係 

 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v1-2) 

b) 「道」與萬物的關係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v3) 

c) 「道」與人的關係 

 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v4) 

2)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約 1:14)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 1:17) 

 從祂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約 1:16) 

3)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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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

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約 14:9) 

 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体的真像 (來 1:3)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

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6) 

B) 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 

1) 在肉身中完全順服 神的旨意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体 (來 2:14) 

 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体… 神啊！我來了，為要

照你的旨意行 (來 10:6-7) 

2) 在肉身中受死、復活，完成救贖 

 成為 神的羔羊，世人的救主 

 因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

穌。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提前 2:5-6) 

 31 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祂

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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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肉身中遵行 神旨的重要 

a) 兩個兒子的比喻 (太 21:28-31) 

b) 保羅的榜樣與勸勉 

                     (a)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林前 9:27) 

                     (b) 將「身体」獻上，當做活祭 (羅 12:1) 

                     (c) 效法基督 -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 2:5-8) 

C) 敗壞仇敵一切權勢 

1) 「道成肉身」一直是鬼魔所最怕、最要否認的見証                

 在曠野裡的特殊試探：“你若是 神的兒子…”(太 4:1-11)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雅 2:19)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詩 8:2)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出於 神，…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 神  

(約壹 4:1-3) 

2)  在肉身中靠著聖靈，勝過仇敵一切試探 

 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來 4:15b) 

3)  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魔鬼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

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 2:14-15)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b)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

1:18)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死的毒鉤就是罪…57感

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  15:55-57)   

D)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與更美之約的中保 

1)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a)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了下來...(來 10:10-14) 

b) 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

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來 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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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

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

根源 (來 5:7-10) 

c) 成為体恤我們軟弱，替我們祈求，並且隨時幫助我們、拯救我們的大祭司 

 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体恤我們「諸般」的軟弱...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的來到施恩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應時」的幫助。(來 4:15-

16)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

求 (來 7:25) 

2) 成為更美之約的中保 

 為此祂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

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來 9:15) 

E) 成為救恩的元帥 

1) 神旨意的終極目的，乃是要基督率領眾子進入榮耀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

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來 2:10)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30) 

2) 我們救恩的元帥已先得勝，帶著人性進入榮耀 

 當人子在祂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太

25:31)/ 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與聖天使

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路 9:26)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6祂本有 神的形像…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

名，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11無不

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2:5-11)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

接在榮耀裏」。(提前 3:16)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

邊….(徒 7:55) 

3) 將眾子模成 神兒子榮耀的形像，乃聖靈今日主要的工作 

a) 藉著吃主、喝主、與主聯合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57 永活的父怎樣差

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約 6:56-57) 

b) 藉著十字架更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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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林後 4:1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加 2:20) 

c) 藉著心不住轉向主，瞻仰主榮美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

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

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 

3:16-18) 

d) 藉著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 29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

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

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F) 我們對基督道成肉身所該有的回應 

1) 要深入認識並且經歷基督道成肉身所完成的偉大救恩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提前 3:16) 

 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得】榮耀的盼望 (西 1:27b) 

2) 由「個人的基督」到「團體的基督」 

 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3-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

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約 14:12)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23) 

3) 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a) 不妥協的使命 

 20…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

就是基督…(腓 1:20b-21a)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 10:31) 

b) 不住轉化的生命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加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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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脫去舊人… 23…心志改換一新… 24…穿上新人…(弗 4: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