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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2/20/2020 

衝突與決裂-11 

基督的自我詮釋 

⾺馬太福⾳音 22:41-46（可12:18-27; 路路20:27-40） 

 

唐興 牧師 
經文： 
1-耶穌詢問基督是誰。 

41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42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

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 

 
2-耶穌啟示詮釋基督。 
43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 44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

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45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

呢？” 

 
3-對基督認識的缺乏。 
46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前言：基督是誰？⼀一直是跟隨著神⼦子⺠民的問題。耶穌在前⾯面問過彼得這個問題。現在耶穌

問耶穌時期的教會中的教師法利利賽⼈人同樣的問題。每⼀一個世代的基督徒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要如何認識基督，認識主呢？主耶穌在今天的經⽂文中啟⽰示了了問題的答案。 

 
中心思想：耶穌彰顯猶太教對基督錯誤的識，同時⽤用聖經詮釋祂⾃自⼰己和祂的⼯工作。主耶穌

在這裡⼀一⽅方⾯面彰顯當時教會中的假教師法利利賽⼈人不明⽩白聖經中所啟⽰示的基督，當然更更不會

認識站在他們⾯面前的基督；另⼀一⽅方⾯面耶穌在這裡從聖經中詮釋了了祂⾃自⼰己的⼈人性和神性，並

且啟⽰示了了祂作為基督彌賽亞的⼯工作，祂要如何掌權和施⾏行行統治。 

 
經文解釋： 

1-耶穌詢問基督是誰。「41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42 “論到基督，你們

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 



 2 

前⾯面法利利賽⼈人和撒督該⼈人都提出神學問題攻擊耶穌。他們企圖試探耶穌提出了了三個對他們

⾃自⼰己⽽而⾔言都是棘⼿手的問題：第⼀一，向該撒納稅可以嗎？這是法利利賽⼈人提出的關於神國度和

地上政權的關係（22:17）第⼆二，撒督該⼈人上場，提出婚姻關係和⼈人復活以後的狀狀況

（22:28）；第三，法利利賽⼈人再上場，問耶穌律律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最⼤大？現在輪輪到主耶

穌對他們提出問題，耶穌挑戰他們的神學，挑戰他們對基督彌賽亞的認識。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耶穌發出了了祂的問題：「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見如何？」耶穌

把問題當作⼀一個學術討論的題⽬目，祂邀請法利利賽⼈人對他們所理理解的彌賽亞做出說明。「基

督」是希臘[Χριστοs]（christos）的譯⾳音，「彌賽亞」是希伯來來⽂文[ ַחיִׁשָמ ]（mashiach）的

譯⾳音，基督和彌賽亞的意思都是受膏者，受膏抹的君王的意思。詩篇 23 講到「5 在我敵

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膏抹是以⾊色列列的君

王在正式成為君王的受任典禮上，⽤用橄欖油或加香料的橄欖油抹在受膏者的頭上，表⽰示歸

屬於神，承受職分的意思。橄欖油象徵聖靈，耶穌在地上執事開始也受到天上降下聖靈的

膏抹。五旬節時從天上降下來來的聖靈，就是耶穌復活升天成為天上君王祭司受膏抹的事實

⾒見見證。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因此聖靈從元⾸首基督的頭⼀一直流到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 

 

以⾊色列列⼈人都知道基督彌賽亞受膏君王是⼤大衛的⼦子孫。耶穌在這裡還特別的問：他是誰的⼦子

孫？耶穌把他們引導到基督是⼤大衛的⼦子孫的主題上。當然他們⾃自然⽽而然、好不猶豫地回

答：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對他們來來說，這問題的答案是非常簡單的。 

 

耶穌把他們引導到「基督是⼤大衛的⼦子孫」這個主題的⽬目的是明顯的。從耶穌在加利利利利的執

事開始，就有許多⼈人稱耶穌為「⼤大衛的⼦子孫」（9:27；12:23；15:22）。特別是在耶穌騎

驢經城的時候，前⾏行行後隨到眾⼈人都⼤大聲稱耶穌是「⼤大衛的⼦子孫」（太 20:19）；耶穌在聖

殿外院的時候，⼩小孩⼦子也對耶穌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21:15），引起祭

司長和⽂文⼠士的惱怒，當他們質問耶穌的時候，耶穌並沒有制⽌止和否認反⽽而為他們的稱呼提

出辯護。 

 

對彌賽亞的盼望。以⾊色列列⼈人都期盼基督/彌賽亞的到來來。但是他們對基督的期盼中摻雜著

錯誤的，不完全的的教導。第⼀一，他們認為這⼀一位要來來的基督只具有⼈人性，是⼀一位像⼤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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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屬⼈人類到君王。「基督是⼤大衛的⼦子孫」是傳統猶太拉比的教導。基督是⼀一位⼈人類的君

王，不具有任何神性。他們沒有把「基督是神的兒⼦子」和「基督是⼤大衛的⼦子孫」結合在⼀一

起。他們的基督論不但是錯誤的，從今天的⾓角度來來看，他們的基督論根本就是⼀一種異異端。

認為基督只有⼈人性沒有神性就是異異端。在基督教的教會歷史中，重複出現過這樣的異異端。

⽽而主耶穌在這裡就是要指出他們這種錯誤。 

 

2-耶穌啟示詮釋基督。「43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 

44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45 大衛既稱他為主，

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主耶穌引⽤用詩篇110:1，繼續問⼤大衛和⼤大衛的⼦子孫彌賽亞基

督之間的關係。既然基督是⼤大衛的⼦子孫，為什什麼⼤大衛還稱他為主呢？耶穌⼀一⽅方⾯面，要指出

當時教會中的假教師，對基督有不完全的認識，他們只認識基督的⼈人性，卻不認識基督的

神性。另⼀一⽅方⾯面，主耶穌要聽到的⼈人回到詩篇110中看到基督不但是⼤大衛的⼦子孫，更更是神

的兒⼦子。耶穌是如何證明的呢？不但如此，主耶穌引導我們去詩篇110中看到基督的⾃自我

詮釋的完整信息。 

 

詩篇110。詩篇110是⼤大衛的詩篇。整本詩篇150⾸首詩中，72篇在開頭著名了了⼤大衛的名字。

⼤大衛在這裡說的「我主」是指基督/彌賽亞。詩篇110篇是的內容是講到耶和華向基督/彌

賽亞宣告的應許。這位彌賽亞就是神向⼤大衛所應許的後裔君王。在新約中詩篇110被引⽤用

了了27次之多，出現在使徒⾏行行傳，哥林林多前書，以弗所書，哥羅⻄西書，希伯來來書，彼得前

書。特別是希伯來來書中的許多重要主題的出處（來來1:3，13；5:6；7：17，21；8:1；

10:11-13；12:2）。詩篇110是彌賽亞詩篇中最重要的⼀一篇（詩篇2，22，45，72和其他

幾篇），因為它講到：基督在天上被設立為君王和祭司的職分，被賦予權柄，在全地上展

開和施行祂的統治，一直到最後審判和最終勝利的來到。 

 

2.1-大衛被聖靈感動。我們需要看到：這篇詩篇的作者是⼤大衛也是聖靈。聖靈是從⽗父神和

⼦子神發出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這是神的兒⼦子向⼤大衛啟⽰示的詩篇，或者神的兒⼦子基督在

成為⾁肉⾝身之前，參參與在對⼤大衛的啟⽰示中。整本聖經是由許多⼈人著作編輯成書的，並且是在

聖靈的引導和感動之下形成的。⼤大衛在他的⺟母腹中就被神所揀選了了，神塑造了了他，他的思

想、情感、意志都是神所賦予的，神也安排了了⼤大衛⼀一⽣生所有的遭遇。神的靈在特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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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中感動了了⼤大衛，⼤大衛在他⾃自由的意志驅使下寫下了了詩篇110。不但如此，⽗父神差遣⼦子

神成為⾁肉⾝身來來到地上，成為⼤大衛的後裔。這⼀一位⼤大衛的後裔現在⾃自⼰己來來解釋這⼀一篇⼤大衛在

聖靈感動下寫的，關於基督，關於祂⾃自⼰己的詩篇。所以，主耶穌在這裡特別強調這篇詩是

從神的靈⽽而來來的，⽽而耶穌在這裡⽤用這篇詩詮釋祂⾃自⼰己——基督的⾃自我詮釋。 

 

2.2-主對我主說。主對我主說，詩篇110是說：「耶和華對我主說/宣告[ םֻאְנ ]」。耶和華希

伯來來⽂文是雅威yhwh。以⾊色列列⼈人敬畏神不直接稱呼神的名字，⽽而⽤用了了「主」Adonai 來來發⾳音。

在希伯來來⽂文的舊約聖經中，遇到「雅威yhwh耶和華」這個字都念念為「主」Adonai。  

[ יִֹ֗נדאַֽל ׀הָ֨והְי םֻ֤אְנ ] (neum yhwh ladonai)。第⼀一個主是耶和華yhwh[ הָ֨והְי ]，第⼆二個主是

Adonai[ יִ֗נֹדא ]。耶和華-⽗父神向耶和華-⼦子神宣告，這個宣告是由耶和華-聖靈向⼤大衛所默

⽰示的，宣告和啟⽰示的內容是關於基督/彌賽亞，⼤大衛的⼦子孫的⾝身分和⼯工作。這裏告訴我們

兩兩件事：【第⼀一】，基督是⼤大衛的⼦子孫，也是⼤大衛的主。就是說：基督也是神，是神的兒

⼦子。這完全顛覆了了猶太⼈人對基督的觀念念。猶太⼈人認為彌賽亞是像⼤大衛⼀一樣的⼈人類君王，他

會是⼀一個政治上的君王，帶領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的統治。⽽而主耶穌在這裡推翻了了猶太⼈人

的基督論。基督把⾃自⼰己「⼤大衛⼦子孫」的⾝身分和「⼤大衛的主」就是「神的兒⼦子」的⾝身分在這

裡結合起來來。也就是說，耶穌在這裡宣告⾃自⼰己的⼈人性和神性。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一開始就

進⼀一步說明了了這⼀一點：羅1:3「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

的；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主耶穌在這裡詮釋了了

祂⾃自⼰己的⼈人性和神性，從⼈人性來來說祂是⼤大衛的⼦子孫，從神性來來說祂是⼤大衛的主，祂是⼤大衛

的神，耶和華。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基督把我們帶到詩篇110來來認識祂⾃自⼰己作為

彌賽亞的權柄和祂⾃自⼰己將要如何掌權。 

 

2.3-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耶穌⽤用「主對我主說」詮釋了了祂⾃自⼰己

的⼈人性和神性，⽽而「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則啟⽰示了了基督的權柄

的源頭與祂如何掌權。「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可以看為是詩篇

110篇的總結和序⾔言。接下來來的6節經⽂文是第⼀一節的展開和細節說明基督掌權，和施⾏行行統

治的情況。我們需要從詩篇110後⾯面的經⽂文中繼續的思想。 

 

「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你」是指基督/彌賽亞，「我」是

指耶和華。這是⽗父神和⼦子神之間的對話。在耶穌旁邊的彼得顯然對這裡的啟⽰示有很深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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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他在五旬節的時候的講道，對這節經⽂文做了了最好的解釋：「32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

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

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35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彼得⽤用同樣的經⽂文，在

基督復活升天之後，證明耶穌已經在天上被設立為基督了了。 

坐在神的右邊。這古代的社會中，坐在有地位權勢的⼈人的右邊表⽰示⼀一種榮耀；晚餐的時候

坐在主⼈人的右邊是⼀一個尊貴的位置。但是君王的右⼿手邊不僅是⼀一種榮耀和尊貴的地位，還

表⽰示具有君王統治的權柄，代表參參與在君王掌權執⾏行行統治的能⼒力力和⾏行行動中，並且在君王能

⼒力力的保護下。我們都知道，耶穌在復活升天之後，⽗父神已經賜給祂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太28:18；腓2:9-11）。基督的權柄是如何施⾏行行的呢？ 

「坐」也象徵基督救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了，已經進入了了神的安息。但是這並不是說基督停

⽌止⾏行行動。這是指基督在天上執⾏行行祂的統治，⼀一直到最終極的安息（但以理理的第70個七）。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或翻譯為「直等到我把你仇敵放在你腳下作腳蹬」：在約書亞

記中紀錄了了約書亞叫以⾊色列列⼈人把腳踏在已經被打敗的仇敵迦南五王的頸項上（書10:22-

25）。「25 約書亞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應當剛強壯膽。因為耶和

華必這樣待你們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敵。」舊約時期的歷史事件成為新約時期天上神國度發

展的預表。【⾸首先】，這表⽰示基督在天上掌權執⾏行行統治的情況，⼀一直到最後仇敵完全被擊

敗消滅。今天的教會正處在這樣時期。【第⼆二】，這是⽗父神的爭戰。⼦子神是在⽗父所賜的能

⼒力力下執⾏行行統治。這是主耶穌在這裡向法利利賽⼈人和祂的⾨門徒所啟⽰示的關於祂⾃自⼰己的⼯工作。彼

得在五旬節也引⽤用了了同樣的經⽂文說明詮釋了了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基督在祂復活升天之後，

⼀一直到仇敵在最後審判中完全被擊敗消滅，神的國度都是在基督掌權執⾏行行統治之下。詩篇

110接下來來就進⼀一步地說明了了神的國度中基督掌權執⾏行行統治的情形：耶和華如何使仇敵作

為基督的腳凳： 

 

2-3節：「2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3 當你掌權的

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這裏的

「錫安」就是第3節的「你的⺠民」就是神的百姓、基督的教會、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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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從基督的教會中彰顯能⼒力力，在仇敵的攻擊中彰顯基督的統治。「你要在仇敵中掌權」

是我們通常對基督統治所誤解和忽略略的事實。基督在祂第⼆二次再來來之前，是在仇敵中掌權，

基督是在仇敵的攻擊中施⾏行行祂的統治，把祂的國度的⼦子⺠民帶入新天新地的。以⾊色列列⼈人進入

了了迦南應許地，他們在約書亞的帶領下在仇敵的攻擊下征服了了迦南全地，把腳踏在迦南五

王的頸項上。今天的教會就正處在各種不同的攻擊中，外在的政權的逼迫，現代⽂文化思想

的試探，內在真理理教義的模糊淡化。正如同啟⽰示錄2-3章的七教會所處的情況⼀一樣。⽽而基

督的掌權就彰顯在教會中的得勝者⾝身上： 

 

「3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

露」「當你掌權的日子」[ ָךֶֽליֵח ם+י ](beyom heleka)「掌權」這個字可以翻譯為「能⼒力力」或

「軍隊」（ESV-on the day of your power 在你能⼒力力的⽇日⼦子; NIV-on your day of battle 在你爭

戰的⽇日⼦子）「聖潔的裝飾為衣」就是這神的百姓「稱義的信⼼心」所結出的義果（成聖的⽬目

的）。「甘心犧牲自己」原⽂文是 free-will offering, 是舊約中的「⽢甘⼼心祭」；就是主耶穌

⼀一直教導的：否定⾃自我，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也是羅⾺馬書 12 章的「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的得勝⽣生活⽣生命新樣式。當基督透過內住在基督徒裡⾯面的聖靈，使神的百姓明⽩白

神的話，使他們⽢甘⼼心樂意地順從聖靈，⽽而不順從⾁肉體本性的時候，就是基督掌權、基督能

⼒力力被彰顯出來來、基督徒形成⼀一⽀支強盛⼤大軍的時候——「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啟⽰示錄

12:11 做了了進⼀一步的描述：「11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

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4節：「4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 “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這

裡講到基督同時具有祭司的職分。⼤大衛和所羅⾨門也都具有君王和祭司的職分（撒下6:14-

18；王上2:27，35）。起誓和立約具有同樣的意思。這裡的立約是指亞伯拉罕之約和⼤大

衛之約中的應許。「麥基洗德」是出現在創世記中的撒冷王，他為亞伯拉罕祝福，並賜禮

物給亞伯拉罕，並向他奉獻⾃自⼰己所得來來的⼗十分之⼀一。希伯來來書解釋麥基洗德：「他頭一個

名翻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3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
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這是講到基督復活之後，超越地上利利未未

⼈人，成為天上的⼤大祭司的⼯工作。基督帶領天上地下的眾聖徒敬拜神，獻上悔悔改的祭、讚美

之祭、為聖徒祈求。這是希伯來來書重要的主題。我們現在就正在參參與天上的⼤大祭司基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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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我們在天上的耶路路撒冷敬拜。全地的教會都在基督的帶領下，在天上在聖靈中，就是在

真理理中敬拜坐寶座的神（約4:22-24）。我們在啟⽰示錄4-5章看到天上敬拜的情形。 

 

5-7節．「5 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怒日子，必打傷列王。6 他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

首就遍滿各處；他要在許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 7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頭

來。」這裡講到基督在掌權統治施⾏行行審判的⽇日⼦子，就是從基督復活升天開始，⼀一直到最後

的審判。「發怒的⽇日⼦子」是聖約審判的⽤用語。從基督復活升天開始就是末⽇日的開始，也是

審判的開始，⼀一直發展到基督再來來的最後審判。啟⽰示錄就是在啟⽰示這⼀一段時間的發展。 

第7節，引⽤用了了我們都很熟悉的以⾊色列列歷史，⼠士師記7章，基甸要帶領以⾊色列列和迦南地的

米甸⼈人爭戰。神要基甸挑選爭戰的軍隊，從兩兩萬兩兩千⼈人開始，因為有⼈人懼怕，結果剩下⼀一

萬⼈人。然後神要基甸試驗這剩下的⼀一萬⼈人，把他們帶到⽔水旁去喝路路旁的⽔水。凡是像狗⽤用舌

頭舔⽔水，或跪下喝⽔水的，都站在⼀一旁。只有那些⽤用⼿手捧著舔⽔水的三百⼈人，才被神使⽤用，因

為他們在喝⽔水的時候仍然警醒地沒有放下爭戰的兵器和背包。神⽤用就這三百⼈人打敗了了如蝗

蟲那樣多的仇敵。「 他要喝路路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頭來來」表⽰示基督是那⼀一位，在更更新

和堅固的時候，仍然保持警醒抬頭爭戰的得勝君王。 

 

3-對基督認識的缺乏。「46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

甚麼。 」法利利賽⼈人在這時後，發現他們作為教會的領導，居然無法回答他們最熟悉的聖

經，他們的基督論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只知道基督是⼤大衛的⼦子孫，是⼈人類的君王，地上

政權的君王。他們沒有能⼒力力從聖經中看到基督的神性，他們也不認識站在他們⾯面前的就是

聖經中所預⾔言的彌賽亞基督。他們⼀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來，並且以後也沒有⼈人敢向耶穌挑戰神

學的問題。所有神學的核⼼心是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基督是那⼀一位住在我們裡⾯面和我們同在

的神。 

 

結論：主耶穌在這段經⽂文中引⽤用詩篇110：1詮釋祂⾃自⼰己。基督不僅是「⼤大衛的⼦子孫」，基

督同時是「神的兒⼦子」。祂是⼤大衛的主，祂是耶和華⼦子神；祂也是耶和華所應許的⼤大衛的

⼦子孫基督。不但如此，從祂復活升天坐在神右邊就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並且開始在

仇敵的攻擊中掌權施⾏行行統治，⼀一直到最後神把仇敵完全擊敗消滅。基督掌權發⽣生在祂的百

姓⾝身上，這些屬基督的⼈人，他們是教會中的得勝者，他們⽢甘⼼心樂意地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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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基督，他們稱義的信⼼心結出成聖的果⼦子。基督也是天上的⼤大祭司，祂從復活升天⼀一直到

祂再來來，都在天上為眾神百姓祈求，帶領天上地下的眾聖徒敬拜和頌讚坐寶座的神。神應

許基督在末⽇日審判的時候的得勝，因為基督是那⼀一位帶領教會得勝者，在他們被更更新和被

堅固的時候仍然保持警醒爭戰的得勝君王。 

 

應用：我們如何在⽣生活中應⽤用呢？這段經⽂文對我們⽣生活有什什麼影響呢？【第⼀一】，正確的

認識聖經中的基督。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原則：我們要從聖經中正確地認識基

督和基督的⼯工作。我們需要從舊約中看到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事實上，基督的⼯工作從創世

記第⼀一章就開始了了，⼀一直到啟⽰示錄的最後⼀一章。主耶穌在今天的經⽂文中，教導我們⼀一個以

基督為中⼼心的解釋聖經的原則。今天我們許多時候只注意到基督在地上執事時期的基督。

沒有看到基督在舊約中的⼯工作，我們也忽略略了了基督復活升天之後的新約時期的⼯工作。今天

的教會中的牧師和教師需要仔細的教導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並且要提防法利利賽⼈人不正確的

教導。關於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正確的教導，在教會歷史已經被完整的發展出來來了了，我們可

以從教會歷史中，謙卑卑地學習這些神所重⽤用的僕⼈人，在聖靈的引導下所寫的教義和聖經註

釋。 

 

【第⼆二】，正確經歷生活中的基督。當主耶穌在法利利賽⼈人⾯面前的時候，他們不認識耶穌就

是基督。基督不單是⼀一個神學的論題，基督不是⼀一個觀念念。祂的名字是以⾺馬內利利，神與我

們同在。⼈人若若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8:9）。基督的靈不但住在我們裡⾯面，

神的靈也在我們⽣生活中引導我們，因為我們都是神的兒⼦子（羅8:14）。祂要在我們裡⾯面掌

權，祂要在恩典中透過神的話，不斷的更更新和堅固我們，⼀一直到我們學會不順從⾁肉體，只

隨從聖靈治死⾝身體惡惡⾏行行的⽣生命新樣式（羅12:13），經歷祂在⼗十字架上的得勝，在我們⾝身

上發出果效，稱義的信⼼心結出義的果⼦子——這是復活的基督的⼯工作。你願意從聖經中正確

的認識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嗎？你願意學習去認識和順服主耶穌在你⾝身上的⼯工作嗎？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