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課、神救贖的應許 

 

你知道嗎？ 

 

一 神的救贖是半路添上的，還是神原初就有的計畫？ 

二 人墮落後，神給人第一個救贖的應許是甚麼？ 

三 神給人第二個救贖的應許是甚麼？這與第一個應許所著重的點有何不同？ 

四 基督是猶大支派的獅子，著重點是甚麼？ 

五 基督是大衛的後裔，著重點是甚麼？ 

六 關於神救贖的各方面，在舊約聖經裏，神早都豫先說明了，請逐項簡述

之： 

  １ 基督的降生 

  ２ 基督的為人生活 

  ３ 基督的受死 

  ４ 基督的復活 

  ５ 基督的升天 

  ６ 基督的再來 

 

課文 

 

壹 神救贖的計畫 

 

 神在祂永遠的計畫裏，不只計畫怎樣來創造萬有，並創造人，以達到祂永

遠的目的，也照著祂的豫知和先見 － 照著祂豫先所知道人的墮落 － 計畫了怎

樣在人墮落之後，來救贖人。神的救贖，不是祂半路添上的，不是祂中途遇到

難處而有的補救，乃是祂在起頭的時候，就有的計畫和準備。在祂永遠的計畫

裏，祂老早就定規，要在人墮落之後，叫基督來成功祂的救贖。所以在祂看，

基督是從創世以來就被殺的。（啟十三 8。） 

 

貳 神救贖的應許 

 

 因為救贖是神豫先所計畫的，是神老早所定規的，所以在救贖還未來到之

先，在舊約裏，就多次應許，將救贖的各方面，都豫先清楚的告訴我們。 



 

一 女人的後裔 

 

 人一犯罪墮落，神馬上來應許人，有一個女人的後裔要來。祂來了，要打

傷撒但的頭。（創三 15。）打傷他的頭，就是致他的死命。 

 

 這個女人的後裔，乃是主耶穌。在人類中，只有祂是女子所生。（加四

4。）祂來到地上，為要消除魔鬼的作為。（約壹三 8。）祂藉著死，敗壞魔

鬼。（來二 14。）所以人一墮落，神就應許基督要來，為女子所生，替人毀滅

那將人騙去，陷害人的撒但。 

 

二 亞伯拉罕的後裔 

 

 基督不僅是女人的後裔，也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創十三 15，加三

16，）就是以撒所豫表的。首先，祂帶給萬國祝福。無論猶太或外邦，都因祂

得福，（創二二 18 上，）這福就是那靈。我們因著在基督裏的信，接受了那

靈。（加三 14。）第二，祂被獻給神，被置於死地而又復活。（參創二二 1～

12，來十一 17，19。）第三，祂得到了新婦。（參創二四 67。）這說出，基督

是那位神所應許者，祂帶給萬國祝福，祂也被獻以至於死，而且復活，復活以

後，要得著祂所救贖之人作祂的新婦。（約三 29，啟十九 7。） 

 

三 猶大支派的獅子 

 

 到了創世記四十九章八至九節，神應許要來的基督是得勝的獅子。『猶大

是少壯獅子；你抓了食便上去。』（另譯。）這是描述基督的一幅圖畫。（啟

五 5。）當基督在地上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正是少壯獅子抓取擄物，祂在十

字架上所抓取的，包括全世界，包括所有的罪人，甚至也包括撒但。祂抓得擄

物之後，上到高山，那就是升到三層天上。以弗所四章八節說，『祂既升上高

處，就擄掠了那些被擄的。』 

 

 『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這說出基督也是一隻臥下的公獅，在享受擄

物之後滿足而躺臥。這乃是描寫基督在天上，如何安息於祂所成功的。同節也

把基督比作一隻母獅。祂生產許多小獅子，我們都是基督的小獅子。 

 



四 大衛的後裔 

 

 撒下七章十二至十三節說，『我必使你（大衛）的後裔接續你的位，…他

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這應許說出三個點：

第一，基督作為大衛的後裔，（羅一 3，）將要承受國度，執掌王權，直到永

永遠遠。（啟十一 15。）第二，基督是更大的所羅門，（太十二 42，）講說智

慧的話，沒有任何人的話能像基督的話那麼有智慧。第三，大衛的兒子所羅門

建造神的殿，而基督作為大衛的後裔，建造神的殿 － 教會。 

 

五 關乎基督的降生 

 

１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以賽亞七章十四節，更清楚的啟示神救贖的應許。一面告訴我們，創世記

三章所說的，那位要來的基督，不是由已婚的女人生的，乃是由一個童女生

的；一面又告訴我們，那位要來，由這個童女所生，作人救主的基督，就是

神，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就是『以馬內利』。（太一 23。）祂來到人中

間，就是神來到人中間。祂來作人的救主，也就是神來作人的救主；是神自己

要來，為童女所生，作人的救主。 

 

２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這位來作我們救主的基督，他雖然是『嬰孩』，卻稱為『全能的神』，雖

然是『子』，卻稱為『永遠的父』。（賽九 6。）神這應許明確的告訴我們，

那位要來的基督，是人又是神，是子又是父。祂雖然來成為人，但祂就是神；

祂雖然是子，但祂就是父；祂雖然來到地上作一幼嫩的嬰孩，但祂就是那在天

上全能的神；祂雖然來到時間裏，作一顯出的子，但祂就是那在永遠裏自有永

有的父。 

 

３ 祂的根源從亙古，從永遠就有 

 

 祂的出生雖然是在猶大的伯利恆，但祂的根源卻是在永遠裏。（彌五 2，

原文。）祂雖然是永遠的神，但祂卻來到時間裏作人。祂的確是神，也的確是

人。 



 

六 關乎基督的為人生活 

 

 這位神所應許的救贖主，在地上為人的各種情形，也都清楚又詳細的豫先

告訴了我們。祂生來卑微如嫩芽。出身於貧寒之家，像根出於乾地，沒有豐富

的供應，不得舒適的生活。所以祂無佳形美容，面貌比別人憔悴，形容比世人

枯槁，人看見祂的時候，也無美貌使人羨慕祂。（賽五三 2，五二 14，林後八

9 下，太十三 55～57。）在人以為，救贖主來的時候，祂的容貌必定是令人羨

慕的，正像摩西和大衛都是容貌俊美的。（徒七 20，撒上十六 12。）那知祂無

佳形美容，只有憔悴和蒼老，三十歲的人被看作五十歲的人。（約八 57。）其

實祂是全然可愛、全然美麗，但不是肉眼所能看見的，只有屬靈的眼睛纔能看

見。 

 

 祂成了憂患之子，被藐視、被厭棄，甚至被人掩面不看。就是神的百姓也

不尊重祂（賽五三 3，詩二二 6～7，路二三 11。）祂是命定被人藐視、厭棄，

歷盡患難和困苦，天天為罪人的靈魂憂傷。祂帶捨命的愛來尋找祂的百姓，他

們卻拒絕祂，連看都不願看祂。 

 

 雖然如此，這位神的受膏者，仍然不放棄人，祂傳福音給貧窮的人，並宣

報主的禧年。（賽六一 1，路四 18～19。）祂是那大光，照耀那些坐在黑暗中

死蔭之地的人；（賽九 2，太四 15～16；）並且，祂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神

的救恩，直到地極。（賽四九 6。）祂不爭競、不喧嚷；壓傷的蘆葦祂不折

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賽四二 1～3，太十二 17～21。）祂不僅在街上沒

有喧嚷，祂也不折斷壓傷的蘆葦，不吹滅將殘的燈火。在舊約時代，猶太的兒

童用蘆葦作口笛，當蘆葦被壓傷，發不出適當的音調，他們就折斷它。另外猶

太人用亞麻蘸油作火把，在夜間可以照亮；但火把一缺油，就不會發光，只會

冒煙，這時人就吹滅它，丟在一邊。反對基督的猶太人，就像壓傷的蘆葦和將

殘的燈火。但是基督對他們仍滿了憐憫。祂不折斷，祂也不吹滅。祂恩典的門

仍然為他們打開。 

 

七 關乎基督的受死 

 

 祂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賽五三 9。）祂沒有罪，也沒有犯過

罪。（來四 15。）人卻欺壓祂，苦害祂，將祂剪除。祂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



口；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賽五三 7，太

二七 12～14。）當祂受審的時候，祂有十分的理由，可以堵住那些誣告者的

口，可是祂就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那樣不作聲，因祂決意不救自己，好使我們

得蒙拯救。 

 

 祂死的時候，人雖然把祂列在罪犯之中，祂卻為罪犯代求。（賽五三

12，路二三 32～34。）人的惡意雖然要使祂與惡人同埋，但神的安排卻使祂與

財主同葬。（賽五三 9，太二七 57～60。）祂受死的那一年，乃是從出令重新

建造耶路撒冷起，第六十九個七的第七年，正應驗了但以理書中，關乎彌賽亞

被剪除的豫言。（但九 25～26。） 

 

 祂所以那樣受苦害，被殺死，是因為神要祂擔當我們的罪。耶和華使我們

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五三 6。）神定意將祂壓傷，使祂受痛苦，以

祂為贖罪祭。（賽五三 10。）所以祂受鞭打，被剪除，是因祂擔當我們的罪。

（賽五三 8。）祂是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好使我們因祂受

的刑罰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得醫治。（賽五三 5。）祂這樣代替我們受刑

罰，好使我們與神和好，公義的神不再向我們討罪；祂這樣代替我們受鞭傷，

好使我們的靈得到醫治，得著復甦。 

 

 祂受死時的光景和痛苦，神也藉著大衛的詩，豫言得淋漓盡致。（詩二二

1，7～8，12～18。）在那裏，是基督的靈，以基督自己的口吻，述說在祂受死

的時候，四圍可怕的光景，和祂裏外痛苦的感覺。祂說，那些兇暴的惡人，像

大力的公牛圍繞祂，困住衪，向祂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凡看見祂的都

嗤笑衪，撇嘴搖頭說，祂把自己交託神，神可以救祂罷；神既喜悅祂，可以搭

救祂罷。（太二七 39～44。）到這時，因為祂擔當我們的罪，神離棄了祂，祂

就喊著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太二七 46。）祂在那裏捨了性

命，如水被倒出來。祂被掛在十字架上，有數小時之久，所以祂的骨頭都脫了

節，祂也都能數過。因為祂替我們受了神的審判，被神聖潔的怒火所焚燒，所

以祂的心在祂裏面如蠟鎔化，精力枯乾，如同瓦片。因為祂痛苦太過，祂的舌

頭貼在牙床上。末了，祂說，神是將祂安置在死地。那些惡黨像犬類圍著祂，

扎了祂的手，祂的腳，瞪著眼看祂。他們又分了祂的外衣，為祂的裏衣拈鬮。

（太二七 35。） 

 

八 關乎基督的復活 



 

 基督被埋葬以後，第三天神使祂從死人中復活。（何六 2，林前十五

4。）因為祂乃是耶和華的聖者，神必不將祂的魂撇在陰間，也不叫祂見朽壞。

（詩十六 8～11，徒二 24～31。）在復活裏，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

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神的義僕得稱為義。（賽五三 11。）基督是耶和華

復活的義僕，許多人因著相信祂，歸向祂而得稱為義。祂看見自己勞苦的功

效，就心滿意足，這功效乃是團體的，是指教會說的，包括祂所救贖的一切信

徒。 

 

 『祂必看見自己的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祂手中

亨通。』（賽五三 10，另譯。）這話的意思是說，祂要復活，而永遠活著 － 

延長年日，並要叫人得著祂的生命，而成為祂的後裔，使祂能藉著他們成全神

所喜悅的事。 

 

 當基督復活時，祂被生為神的長子。（詩二 7，來一 5。）基督在神性

裏，從永遠到永遠是父的獨生子；但祂在人性裏，藉著復活成為神的長子。詩

篇二十二篇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22。）

這是說，祂已經在復活裏，不僅祂被生為神的長子；我們也同祂而生，成為神

的眾子，有神的生命，成為祂的弟兄。祂就能將神的名傳給我們，並在我們中

間讚美神。祂的復活使祂得著人作祂的弟兄，成為祂的教會；祂得以在其中啟

示神，並讚美神。 

 

九 關乎基督的升天 

 

 在神救贖的應許中，基督不只為我們死，為我們復活，也為我們升天。祂

的死解決我們的難處；祂的復活使我們得著神的生命；祂的升天帶我們進到屬

天的地位。 

 

 基督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賽五二 13，弗一 20～21。）升天的基

督遠超過宇宙中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和主治的。並且升到宇宙的最高

處 － 神居住的第三層天。 

 

 『祂既升上高處，就擄掠了那些被擄的，將各樣的恩賜賜給人。』（弗四

8，詩篇六八 18。）『那些』指被贖的聖徒。他們在因著基督的死與復活而得



救以前，乃是被撒但所俘擄的。基督升天的時候，擄掠了他們；也就是說，主

把他們從撒但的擄掠裏拯救出來，歸向祂自己。然後祂在升天裏，以祂復活的

生命，使這些蒙拯救的罪人成為恩賜，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一節所說各種有恩賜

的人 － 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人和教師。並且將他們賜給祂的身體，為著

把身體建造起來。 

 

 在升天裏，祂坐在神的右邊。（詩一一○1，徒二 33～35。）這位成為比

天使小一點的人子耶穌，得著了榮耀尊貴為冠冕，並管理神手所造的，（詩篇

八 4～6，來二 6～9，）祂是在祂的人性裏，得著榮耀尊貴為冠冕。祂是一個人

升上了高天，也是一個人被加上了冠冕。 

 

 神也應許升天的基督，要將聖靈澆灌下來。約珥書二章說，『以後，我要

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

女。』（28～29。）這裏聖靈澆灌的應許，已經局部的應驗在五旬節門徒們的

身上，（徒二 33，）將來要全部應驗在悔改的以色列人身上。（亞十二 10。） 

 

十 關乎基督的再來 

 

 在神救贖的應許裏，也清楚說到基督的再來：『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

雲而來。』（但七 13，太二四 30，二六 64，啟十四 14。）這是指基督再來公

開的一面。基督第一次來臨時，祂的權柄顯於醫病、趕鬼，證明祂是屬天的君

王；然而基督再來時，祂要滿帶權能，施行神的審判，毀滅敵基督及其軍隊，

並要捆綁撒但，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 

 

 『那日，祂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亞十四 4，徒

一 10～12。）當主降臨之前，列國的軍隊聚集到約沙法谷爭戰，（珥三 9～

13，）也就是哈米吉多頓戰爭。（啟十六 12～16。）那時，列國聚集攻擊耶路

撒冷，（亞十四 1～2，）正在危急時，基督帶著祂的聖徒降臨，（猶 14，亞十

四 5，）腳踏橄欖山。山因地震，裂成南北兩半，受逼迫的選民從谷中逃跑，

那時他們抬頭仰望，看見拯救他們的彌賽亞，『就是他們所扎的』拿撒勒人耶

穌。（亞十二 10。）他們問祂說，『你兩臂中間是甚麼傷呢？』祂回答說，

『這是我在親友家中所受的傷。』（十三 6。）那時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為

他們棄絕彌賽亞的罪哀哭。神為他們開一個恩典的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

（十三 1。）基督也為祂的百姓爭戰，祂是那打碎列國的石頭，使列國如糠秕



四散，（但二 34～35，啟十九 11～21，）這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就是神的國，

充滿天下。基督要作王，在全地建立祂的國度。（亞十四 9～11，啟十一

15。）正如創世記四十九章十節所說，『直等細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細

羅這字的意思是賜平安者，是指再來的基督。當基督再來時，祂是一位和平的

君，是賜平安者。在那時，全地都要充滿和平。以賽亞二章一至三節，十一章

十節也指出，基督第二次來臨，千年國度開始時，萬國都要歸順基督，他們要

來朝見祂，領受神的訓誨。 

 

 所以關於神救贖的各方面，神都在舊約裏，豫先說明了。祂要怎樣來成為

人，要怎樣在地上作人，要怎樣擔當人的罪，忍受十字架上死的痛苦，要怎樣

從死裏復活，使人得著祂的生命，作祂的弟兄，並且基督要怎樣再來，執行神

對撒但的審判，結束這個時代，而帶進祂的國度，都在舊約聖經中，清楚的告

訴我們，應許我們了。 

 

摘要 

 

 在人墮落之後，神立即進來把祂救贖的應許，賜給墮落的罪人。祂先應許

基督要來作女人的後裔，毀壞毒害人的撒但；祂再應許基督要來作亞伯拉罕的

後裔，使地上萬族的罪人得福；祂又應許基督要來作猶大支派的獅子，戰勝神

的仇敵；祂也應許基督要來作大衛的後裔，建立神的國度。此外關乎基督的降

生、為人、生活、受死、復活、升天和再來，神都在舊約中清楚應許了祂所要

救贖的人。 

 

本課綱目複習 

 

壹 神救贖的計畫 

 

貳 神救贖的應許 

  一 女人的後裔 

  二 亞伯拉罕的後裔 

  三 猶大支派的獅子 

  四 大衛的後裔 

  五 關乎基督的降生 

    １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２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 

    ３ 祂的根源從亙古，從永遠就有 

  六 關乎基督的為人生活 

  七 關乎基督的受死 

  八 關乎基督的復活 

  九 關乎基督的升天 

  十 關乎基督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