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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是上帝 

<=> 約翰福音的主旨，這位永恆的上帝，自己取了人的肉身，進入我們中間，為了要拯救人。 

The eternal God, Himself has became human; creator became past of His creation, fully God, fully man, to save men. 

全知，全能，無所不在永恆存在，永不改變的上帝，永活的上帝，唯一的上帝，取了人的形象，成

為人。 

<=> 約翰福音 John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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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became flesh" 

 耶穌（the word）就是上帝，祂曾經取了人形，來到世間。 

→ 約翰福音 John 20:31「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

名得生命。」 

你必須相信，接受承認耶穌的真正身份，才能得永生，耶穌是誰非常重要。 

※ Jesus is God, nothing less. 

希伯來書 Hebrews 1:1-4「1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2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3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4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

超過天使。」 

→ Jesus is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God.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2:6-8「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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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做只有上帝能作的事，耶穌聽禱告就像上帝聽我們禱告一樣，耶穌接受敬拜。 

→※約翰福音 John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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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9「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 約翰福音 John 1: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道； "Logos" 西

方哲學定義一切智潔，秩序知識的來源，一切的源頭。He gives the creation force. Power behind the creation. 

為何用太初有道，而不用太初有耶穌呢？ 

→ 約翰福音 John 1: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約翰福音 John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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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word was made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 logos is not impersonal force, logos is a person. He became a man, not just a concept. 

→ 希伯來書 Hebrews 1:1-2「1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2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God spoke. Jesus is that Word. In Him God speaks. 

※ 約翰福音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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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 "be came"，God is immutable, eternal being, not changing, not developing, yet He took on 

humanity, not a vision, but a person. 

<=> 為了表明耶穌就是上帝，約翰從三方面來說明這個真理： 

1. His pre-existence with God. 2. His co- existence with God. 3. His self-existence with God. 

1. 祂和上帝早就存在。2. 祂和上帝同時存在。3. 祂和上帝自我存在。 

→ 1. His pre-existence with God. 祂早已存在 

約翰福音 John 1: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太初 (Beginning) 是什麼？創世記 1:1“起初”"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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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是 beginning（開始的，起初的，原始的），那在你之前還有起初 

耶穌是在萬物存在以前就存在的，祂是一切的源頭，祂不是受造物，祂是創造者。 

→ “約翰福音 John 1:1”In the beginning was "Word " was表示祂已經存在，Word 早已存在，耶穌就是

那Word“道”耶穌早已存在。 

→ When God created everything. Jesus existed. 

→ If you are not part of creation, you are not part of time and space, you are eternal. 如果你不是被造者，你不

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你是永恆的。 

→ Jesus existed before everything that exists. 約翰福音 John 1:1 "was" 用的希臘文 ame時態 "to be" 是

imperfect tense, 代表 continuously 不停地，持續地意思，耶穌在起初前就存在，一直存在。 

→ Jesus already in existing when God created everything that exists. Jesus was continuously existing already, 

when the beginning begin. Jesus did not begin at the beginning. He is not part of the creation. 

→ 耶穌就是上帝，時間從創造開始，時間有一天也會結束，沒有時間，進入永恆。 

Jesus exists before time, outside the time, He is eternal. He is pre-existent with God. 

→ 耶穌就是那位“我是，我就是”I Am That I Am. 

→ 約翰福音 John 8:58「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2. He is also with God, 與神同等。Co-existence 

約翰福音 1:1-2「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2這道太初與神同在。」"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道與神同在”“道就是上帝” 

→ 三位一體的關係，耶穌是其中的一位。by nature the same with God but being distinct person with God. 

箴言 Proverb 8:22-31「22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23從亙古，從太初，未

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24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25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

已生出。26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27他立高天，我在那裡；他在淵面

的周圍，劃出圓圈。28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29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

地的根基。30那時，我在他那裡為工師，日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踴躍，31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

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約翰福音 John 17:5「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2:6-7「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

像，成為人的樣式；」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9「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For In Him dwelleth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Godhead bodly." 

3. 祂是自有永有的。He is self- existent with God. 

→ 約翰福音 John 1:3「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 

上帝藉著耶穌創造了萬物，耶穌不是受造者，祂是永恆的，祂是創造者。 

→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8:6「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

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 羅馬書 Roman 1:25「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

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 約翰福音 John 1:4生命在祂（耶穌）裏頭，祂是生命的源頭，這生命不僅是生理上的（Biological）生

命，希臘文用 "Zouai" 代表屬靈的生命，生命的真諦，永恆的生命。 

約翰福音 John 8:24「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約翰福音 John 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