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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耶稣是基督

前
言

编写本课程的目的是帮助你认识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耶

稣是谁，他为什么如此重要。

本书共分为五课，每课的开篇处都列示出学习目标，并以

(*)标示，使你知道每课要学习的内容。每一课最后都有一些

习题，课后是小测验。只要仔细阅读课文就能完成小测验。翻

到课程的开始查看学习目标，你可以看到自己是否达到这些目

标。完成每一课的习题后，请核对课后的答案。请仔细核对，

理解所有正确答案。如果你确实掌握了所学的内容，请继续学

习新的课程。

每一课的结尾部分都有“使用你的圣经”的提示，它告诉

你在圣经的哪一页可以找到课文中所学的内容。如果可能的

话，请直接运用你手中的圣经，学习文中的故事。我们希望你

明白：课文里所讲的内容确实是与圣经教导相符的。

本书的最后附有总测验。在开始进行总测验之前，请先复

习前面的小测验。完成总测验之后，你可以将试卷交给赠送你

这本书的人，或按照本书封底的地址将试卷寄出。

愿上帝帮助你更深入地认识耶稣基督，祝福你学习中的每

一寸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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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耶稣是基督

第
一
课

世上有很多人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他们当中有能够创作

出美丽图画的艺术家；有启发我们、帮助我们增长学识的教

师；也有总是在排球、篮球、垒球或橄榄球比赛中赢得胜利的

运动员；也许还有当你遇到困难时，帮助过你的朋友或邻居。

但是，有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值得尊敬。你需要认识他。

因为你是否认识他，这个答案会影响你将在哪里度过永生。这个

人就是耶稣基督。本书就是要帮助你认识耶稣，让你知道为什么

他值得大家尊敬。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你将能够：

* 说出耶稣的父母是谁；

* 说出“救主”一词的意义；

* 解释为什么救主必须既是上帝又是人；

* 解释“耶稣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救主”的意思。

大约在两千年前的以色列领地内，上帝差派天使加百列到

年轻的犹太女孩马利亚那里，告诉她不久她将成为母亲，尽管

当时马利亚还是童女。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上帝。她将要生的

男孩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1. 上帝差派天使到一个叫   的童女那里。

2. 天使告诉马利亚，她将成为一个男婴的      。

3. 马利亚被告知孩子的父亲是      。

4. 马利亚要给男孩起名叫             。

耶稣的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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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课│耶稣的降生

当时马利亚仍是童女，并且已经和一个叫约瑟的人订了

婚。不久，约瑟就知道马利亚怀有身孕，他也清楚自己不是孩

子的父亲。他想马利亚肯定和别的男人曾经同房，所以决定要

解除婚约。但是，上帝差派了一位使者向他显现。

在梦里，天使告诉约瑟，马利亚是从圣灵感孕的，婴孩的

父亲就是上帝自己！同时天使让约瑟迎娶马利亚并做耶稣的养

父。约瑟醒来后就按照天使吩咐的去做。

5. 天使也向  显现，他已与马利亚订了婚。

6. 天使告诉约瑟,婴孩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    。

7. 天使告诉约瑟去迎娶马利亚，并做耶稣的           。

就在婴孩降生前不久，约瑟和马利亚来到小城伯利恒。那

时，客栈里连一间空房都没有。最终，约瑟找到一间晚上可以

避寒的马厩。就在这个马厩里，马利亚生下了婴孩，并给他起

名叫耶稣。

当晚，一群天使告诉附近的牧羊人，有一个特殊的婴孩已

经降生在马厩里，并且说这个婴孩就是上帝应许的救主，他将

要把世人从一切罪孽中拯救出来。

罪的意思就是不顺服上帝。当我们犯罪时，罪就像一座监

狱，夺走了我们的自由。罪筑起一圈高大的围墙，将我们控制

在撒但的权势下，与上帝分离。救主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就是

将人从万般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人。

那个很久以前出生在晚上的婴孩，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

他来拯救我们，拆毁了隔在上帝和我们之间那堵罪的墙。牧羊

人去查看天使说的是否属实。结果，他们发现正如天使所说的

那样，婴孩耶稣降生在马厩里。

后来，有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看到了天空中有一颗星。

从圣经中他们知道这颗星表示犹太人新的君王降生了。最后他

们在伯利恒找到耶稣，并把礼物献给他，敬拜他，因为他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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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一课│耶稣的降生

道耶稣就是上帝。

8. 正如天使所说的，马利亚生下婴孩并给他起名叫      。

9. 天使告诉牧羊人，这个婴孩就是上帝应许要差遣来的 

         。

10. 救主就是将人从危险中   出来的人。

11. 救主耶稣要拆毁因人类犯罪而隔在      

和    之间的墙。

圣经强调上帝是耶稣的父亲，童女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这意味着耶稣是上帝也是人。事实上，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既是上帝也是人。

耶稣为什么必须是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要担当

我们的罪，也就是以某人的死作为赎价，使我们的罪得到赦

免。因此，救主耶稣必须是人，这样他能够经历死亡，除去我

们的罪。

12. 耶稣既是    的儿子，也是一个      的儿子。

13. 因为上帝不可能死，所以救主就必须是         ，

这样他才能为我们的罪而死。

那么，为什么耶稣还必须是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所有

人生来就患有严重的疾病——罪。如果耶稣仅仅是人，那么他

天生也会有这种疾病。如果真是这样，耶稣就不能把我们从这

种疾病中拯救出来。

但是，因为耶稣也是上帝，所以他有完美的生命，丝毫没

有罪。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不是为了自己的罪，因为他本身

没有罪；实际上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是的，降生在伯利

恒的婴孩不仅是人，也是上帝。只有这位同时拥有神性与人性

的耶稣，才能作为救主，将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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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耶稣是基督

14. 所有人天生就有一种疾病，这病就是      。

15. 耶稣必须是       才能生来无罪。

16. 耶稣是无罪的，所以他可以为我们过      的生活。

复习
上帝派遣天使告诉一个年轻的童女马利亚，她将成为救主的

母亲，而且上帝自己是那婴孩的父亲。天使又告诉马利亚的未婚

夫约瑟，马利亚所怀的婴孩不是别人的，而是上帝自己的孩子。

耶稣的母亲是人，她是个童女；耶稣的父亲是上帝自己，

所以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圣经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人

的儿子。耶稣必须是人，他才能经历死亡；耶稣也必须是上

帝，才是生来无罪，过无罪的生活。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

死，因为他自己没有罪。只有耶稣具备这样的神人二性，才能

作我们的救主。

小测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耶稣的母亲是   。

2.耶稣的父亲是   。

3.约瑟是耶稣的    。

4.耶稣既是    又是    。

5.天使说，婴孩耶稣将是    。

6.救主就是把人从危险或监牢中    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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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课│耶稣的降生

7.这个婴孩将把我们从    的监牢中拯救出来。

8.救主必须是人，这样他可以为我们的罪      。

9.救主必须是上帝，才可能生来没有            。

10.他必须是上帝，这样才有可能过完美的     。

11.耶稣的死是为    的罪而死，而不是为

他自己的罪而死。

12.唯有既是    又是    的那

位才能作我们的救主。                                                       

使用你的圣经
本课所提及的故事都能在以下圣经章节中找到：

1.天使向马利亚显现：路加福音1:26-38

2.天使向约瑟显现：马太福音1:18-25

3.耶稣的降生：路加福音2:1-7

4.关于牧羊人：路加福音2:8-20

5.关于博士：马太福音2:1-12

答案
1.马利亚 2.母亲  3.上帝  4.耶稣 

5.约瑟  6.上帝  7.养父  8.耶稣

9.救主  10.拯救  11.上帝，人 12.上帝，人

13.人  14.罪  15.上帝  16.完美

耶稣是基督.indd   12 2014-6-27   17:26:43



13耶稣是基督

第
二
课

人人都知道证据这个词的意思。证据可以是被盗之物上留

下的指纹；可以是目击者的证词；证据可以证明事情的真伪，

也可以根据证据将犯人逮捕。

圣经向我们提供各样证据，证明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

人。在第一课中我们看到有关耶稣降生的证据。这一课，我们

将要看一看耶稣生平的证据。通过本课的学习，你将能够：

* 用你自己的话说出什么是神迹；

* 用耶稣所行的神迹证明耶稣是上帝；

* 从耶稣的生平证明耶稣也是人。

耶稣大约三十岁时开始教导人关于上帝的事情。那时候，

一个名叫约翰的人也在传道，并给人施洗。

耶稣来到约翰那里受洗。当他从水里上来时，上帝的圣灵形状

仿佛一只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显明上帝与他同在。接着从天上传

来上帝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3:22）

通过这种方式，上帝向人显明耶稣是他的儿子。接下来的

三年里，耶稣多次印证了上帝在这一天所说的话。他确实既是

上帝，也是人。

耶稣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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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二课│耶稣的生平

1. 当耶稣受洗时，上帝的                 形状仿佛鸽子

降临在他身上。

2. 有声音从天上传来:“你是我的    。”

3. 上帝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显明：耶稣的确是     。

耶稣也亲自告诉人们他是上帝的儿子。有一次，他对犹太

人说:“我与父原为一。”有些时候，他用上帝特殊的名字耶和

华来称呼自己，他并非在私下里这么说，最终他因为自称是上

帝而被捕。

耶稣也允许人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他。有很多次，耶稣允许

人向他祷告，向他求帮助。有一次，耶稣治愈了一个人，这个人

回来敬拜他，耶稣并没有阻止这种行为。还有一次，彼得对耶稣

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16:16）耶

稣告诉彼得他说得对。

4. 耶稣自己说他是   的儿子。

5. 耶稣因为称自己为        而被捕。

6. 耶稣也允许人像对待   一样对待他。

7. 当彼得称他为上帝的儿子时，耶稣说他说得  

          。

然而，耶稣不仅只是声称自己是上帝，他所行的神迹也证明

他真的是上帝。神迹是指那些只有上帝亲自做才能发生的事情。

耶稣的一生充满了神迹，他治愈了患有各种疾病的人和残

疾人。他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患大麻风的（一

种皮肤病）得洁净、皮肤重新变得健康和柔软。耶稣至少有三

次使死人复活。

耶稣还行了其他神迹证明他能掌管大自然。他平静海中的

风浪、把水变成酒、用几个饼和几条鱼喂饱几千人等。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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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好像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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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二课│耶稣的生平

些，还有更多的神迹，都证明耶稣就是上帝。

8. 耶稣不仅声称自己是上帝，他也用他所行的  

来证明。

9. 神迹是指只有       亲自做才能发生的事情。

10. 耶稣行了很多医治病人的       。

11.    行了别的神迹以证实他能掌管大自然。

12. 耶稣行的所有神迹都证明耶稣的确就是      。

然而，耶稣不仅是上帝，他也是人。他的身体看起来跟别

人的一样：他会饿，也需要吃东西；他会疲劳，需要睡眠；他

会发怒，高兴时会笑，伤心时会哭。圣经指出除了耶稣从未做

错事之外，其他方面都与我们一样。

耶稣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也证明了他是人。当他完成了世

上的工作后，就死了。是的，虽然耶稣是上帝，但他也是人，

一个真正的人，他在世上的一生证明了他是人。

13. 耶稣不仅是上帝，也是   。

14. 耶稣会饿，要      东西；他会笑，也会     。

15. 耶稣除了从来没有           之外，其他

方面都跟我们一样。

16. 耶稣甚至像所有人一样会   。

17. 耶稣的一生证明他既是    ，也是     。

复习
耶稣的一生清楚地表明：他确实就是上帝。当耶稣受洗

时，上帝称他为儿子。耶稣也常自称是上帝，他允许人们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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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耶稣是基督

待上帝一样对待他。而且，他行了很多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行的

神迹。所以，毫无疑问，他就是上帝。

耶稣向每个人显明他也是真正的人。他要吃饭、喝水、睡

觉，并且会哭，他甚至会死。耶稣清楚地表明他既是上帝也是

人，圣经为我们提供的所有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小测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耶稣的出生证明他既是  ，也是                   。

2. 耶稣在他的一生中以很多方式表明，他既是   ，也是 

         。

3. 当耶稣受洗时，上帝说:“你是我的    。”

4. 耶稣也称自己是                       。

5. 耶稣还让人们像  一样对待他。

6. 为了表明自己是上帝，耶稣行了很多      。

7. 神迹是指只有   才能行的事。

8. 圣经告诉我们，      要吃饭、喝水、睡觉，并

且会哭。

9. 最重要的是，当耶稣的使命完成后，他甚至   

    了。

10.这些事都证明耶稣也真的是       。 

11.耶稣的生平证明他既是   ，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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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二课│耶稣的生平

使用你的圣经
本课所提及的故事都能在以下圣经章节中找到:

1. 耶稣受洗：马太福音3:13-17

2. 耶稣称自己为上帝：约翰福音4:25-26

3. 人们像对待上帝那样对待耶稣：约翰福音1:49-51；12:1-11

4. 耶稣行的一些神迹：马太福音第8章；约翰福音6:1-24

5. 耶稣显明他是人：路加福音4:1-2；8-23；约翰福音19:28-30

答案
1.圣灵  2.爱子  3.上帝  4.上帝

5.上帝  6.上帝  7.对  8.神迹

9.上帝  10.神迹  11.耶稣  12.上帝

13.人  14.吃，哭 15.犯罪（或做错事）

16.死  17.上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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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耶稣是基督

第
三
课

大多数人都十分忙碌，忙于工作及家庭。但是，空闲时我们

又会做些什么呢？有没有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呢？

其实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当你花时间更深入地认识

耶稣基督时，你就是在好好地利用时间。耶稣充分地利用了他

在世上的时间。让我们通过课文仔细研究耶稣是如何使用时间

的。这一课结束时，你将能够：

* 说出耶稣在最后的三年侍奉中，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 解释耶稣所教导的有关悔改和赦免的意义；

* 解释什么是先知；

* 确定谁是最伟大的先知。

耶稣花了三年时间走遍以色列全地。虽然其间他行了很多

神迹、治愈了很多病人，但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工作。耶稣

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寻找失丧的人的

主要方法就是通过他的教导和讲道。

无论耶稣走到哪里，他都会教导众人。他的教导中，最重

要的一件事就是：每个人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懊悔，并转

向上帝寻求帮助和赦免，这就是圣经中“悔改”一词的意义。

耶稣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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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三课│耶稣的教导

悔改意味着我们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懊悔，并改变自己的思

想和生活方式，并且转向上帝寻求帮助和赦免。

然而，很多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这么糟糕，不需要上帝的帮

助和赦免，所以耶稣向这些人讲道，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而

且让他们看到自己需要帮助。

1. 耶稣在世上的三年侍奉中，他最主要的工作是      

和           。

2. 耶稣告诉人们要    ，并且转向            寻

求帮助。

3. “悔改”这个词意味着我们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 

   ，并且转向上帝寻求帮助和   。

4. 很多人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的   。

但是耶稣不仅教导人们关于罪的事情，还讲述了脱离罪和

刑罚的唯一途径。他告诉人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

福音3:16）

有一次，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还有一次，他说:“若

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通过这些话赐给人能

力，让他们悔改，并且转向他寻求帮助和永生。

5. 耶稣说:“若不藉着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

6. 悔改和转向      寻求   

的能力，是通过耶稣教导的话赐给我们的。

耶稣通过讲道和比喻来教导人。他教导的对象有时是一大

群人，有时是一个人；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但无论对象是

谁，耶稣都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话。他说:“我说这些话，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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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三课│耶稣的教导

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8:28）  

有些人能够宣讲上帝晓谕给他们的话，这样的人被称为先

知。耶稣降世之前就有很多先知，但耶稣是所有先知中最大的

一位，因为他所传讲的上帝的信息比以往任何先知都更清楚、

更明确。当我们今天读圣经时，他仍然清楚地对我们说话。

无论什么时候，耶稣的信息都一样:“你们要悔改并要相信

福音。”、“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信而受洗

的人必然得救。”耶稣不仅是一位好老师，他还是所有先知中

最伟大的一位。今天他仍然在向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

 7. 耶稣花时间         各种各样的人。

 8. 耶稣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话，他乃是照着            

所教训他的。

 9. 宣讲上帝话语的人被称为   。

10. 耶稣不仅是一位好老师，他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

11. 当我们   时，耶稣仍然在对我们说上帝

的话。

12. 耶稣传讲的信息始终如一：你们要    ，

并且要  上帝祈求赦免。

复习
耶稣在世上侍奉的三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传道和教导。

他的话赐给人能力，让他们悔改——也就是为自己的罪感到懊

悔，并且转向上帝寻求帮助和赦免。

今天，耶稣还在通过圣经教导我们。他不仅是一个好老

师，他还是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他不为自己说话，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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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是天父上帝的话语。他的话语永远带着上帝的大能，所以

他能让我们悔改并赐给我们信心。

小测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耶稣在世上的三年侍奉中，他最主要的工作是   

和    。

2. 耶稣告诉人们要  ，并且转向            寻

求帮助。

3. 悔改意味着我们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      ，

并且寻求  的帮助。

4. 很多人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的   。

5. 耶稣说:“若不藉着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6. 有关耶稣的好消息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    ，

并且转向   寻求他的      。

7. 耶稣花时间   各种各样的人。

8. 耶稣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话；他乃是照着        

所教训他的。

9. 宣讲上帝话语的人被称为   。

10.耶稣不仅是一位好老师，他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

11.当我们    时，耶稣仍然在对我们说上帝的话。

12.耶稣传讲的信息始终如一：你们要            ，

并且要   上帝祈求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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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你的圣经
本课所提及的故事都能在以下圣经章节中找到：

1. 彼得教导有关悔改的信息以及为什么耶稣是先知：使徒行传

3:17-26

2. 耶稣是通往天堂的道路以及耶稣说上帝的话语:约翰福音

14:1-11

答案
1.教导，讲道  2.悔改，上帝

3.懊悔，赦免  4.帮助（或赦免） 

5.我   6.上帝（或耶稣），帮助（或永生）

7.教导    8.天父（或父）

9.先知   10.先知

11.读圣经  12.悔改，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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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课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情。也许你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感到害

怕；小孩子可能怕黑；老人可能担心生病；当父亲的可能担心

失去工作。

恐惧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它会使我们失去求生的意志和

内心的平安。也许这就是我们常常逃避恐惧的原因。

人最大的恐惧就是担心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经常觉得

不配得到上帝的爱，并且害怕他会惩罚我们。但是耶稣把我们

从上帝的惩罚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不用再害怕上帝的惩罚，从

而赐给我们特殊的平安。

在这一课中，我们会看到耶稣怎样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

学完了这一课，你将能够：

* 解释逾越节的羔羊如何将以色列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 解释耶稣如何成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 知道耶稣如何行使祭司的职分。

耶稣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受难的。逾越节是一个节

日，为要提醒人们：很多年以前，上帝怎样将犹太民族从埃及

解救出来，使他们不再做奴隶。因为当时埃及的法老不允许犹

耶稣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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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回以色列，所以上帝派遣了一位灭命的天使，击杀每个埃

及家庭中的长子。

然而，上帝告诉犹太人要宰杀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并将它的

血涂抹在自己家的门框上。这样，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

家，不击杀任何人。这只羔羊的血的确拯救了这家人的生命。

逾越节也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同样是罪人。终有一天灭命

的天使会结束他们在世上的生命。那么，是否也有某种羔羊的

血能将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呢？

圣经称耶稣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

音1:29）。在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它的血可以拯救人脱离死

亡。同样，耶稣必须通过死，才能使他的血救赎我们的罪，保

护我们，使我们脱离永死。圣经指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

督！”（哥林多前书5:7）

1. 耶稣在被称为  的犹太人的节日期间受难。

2. 这个节日提醒犹太人，他们是怎样藉着     的

血从奴役中被解救出来。

3. 逾越节也提醒人们，他们是罪人，需要保护，从而脱离 

            。

4. 圣经称耶稣为“上帝的  ，除去        的”。

5. 耶稣的死就像           的羔羊，他的血救我们脱

离            。

逾越节的那个星期四晚上，耶稣和朋友们在耶路撒冷吃逾

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在那里，耶稣

被自己的一个朋友出卖给敌人。犹太人的宗教委员会首先审问

耶稣，他们的领袖大祭司负责审问，并使用假证人设下陷阱。

耶稣很快被定了死罪。

然而，当时的犹太人没有自治权，他们处在罗马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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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四课│耶稣之死

之下。所以，大祭司在星期五的清晨将耶稣带到罗马巡抚本丢

彼拉多那里，要求他将耶稣处死。巡抚审问耶稣后，发现他完

全无辜。然而，这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在外面制造骚乱，让所有

的人高喊将耶稣处死。因此，罗马巡抚最后下令将耶稣钉死在

十字架上。

6. 耶稣被自己的一个   出卖。

7. 大祭司用   证人来定耶稣的罪。

8. 罗马巡抚发现耶稣完全   。

9. 既便如此，耶稣最终还是被判处      ，被钉死

在         上。

耶稣被带到城外的一座小山上。在那里，他的手和脚被钉

在木制的十字架上，他被悬挂在那里，直到死去。

就在耶稣临死前一刻，他大声喊道:“成了!”(约翰福音

19:30）通过自己流出的血，耶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付上了赎

价。随着无辜的逾越节羔羊之死，他完成了在世上的使命。

耶稣的这部分工作就像祭司一样。上帝当时拣选了一些祭

司服侍自己，他们的职分就是为以色列人献祭。圣经称耶稣是

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所有人的

罪付上了赎价，以此把我们从永死中拯救出来。

除了做先知的工作，耶稣还作为我们的祭司服侍我们。有

一幅图画描绘了耶稣和逾越节的羔羊。当我们看到这幅图画

时，就会想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

我们的罪付上赎价。

10. 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直到   。

11. 耶稣知道他的工作已  了。

12. 耶稣来到世上受     ，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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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过自己的死，耶稣将   从永死中拯救

出来。

14. 通过这种方法，耶稣行使了      的职分。

15. 大祭司耶稣献上了      ，为  

     付了赎价。

复习
在逾越节期间，耶稣和朋友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后

他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逮捕。大祭司定了耶稣死罪，他还迫使

罗马巡抚将耶稣处以死刑——尽管巡抚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对

他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羔羊。他流出

的血除去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耶稣还用这种方

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成为祭物。

小测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逾越节让人回想起犹太人是怎样被羔羊的         

拯救，脱离奴役。

2. 逾越节也提醒人们，他们是罪人，需要保护，从而脱离 

     。

3. 圣经称耶稣为“上帝的    ，除去         的。”

4. 耶稣像  的羔羊一样受死，他的血将我们从 

 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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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祭司用  证人作供来定耶稣的罪。

6. 罗马巡抚发现耶稣完全   。

7. 即便如此，耶稣还是被判处  ，被钉死在       

上。

8. 耶稣来到世上受  ，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

9. 耶稣藉着他自己的死亡，将         从永死中拯救

出来。

10.耶稣不仅是先知，还行使  的职分。

11.耶稣为我们的  献上了   。

使用你的圣经
本课所提及的故事都能在以下圣经章节中找到:

1. 在埃及的逾越节：出埃及记12:21-32

2. 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大祭司：约翰福音1:29和希伯来

书10:10-14

3. 耶稣被卖、受审和受死：马可福音14:43-15:39

答案
1.逾越节  2.羔羊   3.死亡  

4.羔羊，世人罪孽 5.逾越节，死亡（或罪）  

6.朋友   7.假   8.无辜

9.死刑，十字架  10.死   11.完成 

12.死   13.我们所有人  14.祭司

15.自己，所有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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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课

上学的孩子知道还有多久学期将结束；监狱的囚犯能够算

出还有多少天他可以获释。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全世界人的罪付上了赎价。但这

并不是耶稣的终点。他复活了，并且用新生命服侍我们。我们

将在这一课看到耶稣的新生命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通

过这一课，你将能够:

* 说出为什么耶稣的复活证明了我们的罪的确被赦免了；

* 说出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 描述耶稣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 解释“基督”一词的意义；

* 列出三个耶稣配得“基督”这一称谓的理由。

耶稣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早晨发生了地震。一位天使从天降

下，来到摆放耶稣尸体的坟墓前，移开了墓门口的石头，于是

每个人都能看到坟墓是空的。

耶稣的敌人说是耶稣的朋友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实际上，

是上帝使耶稣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复活了。上帝使耶稣复活，

好让每个人都看到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的确为人的罪付了赎价。

耶稣基督的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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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就连耶稣的朋友都对发生的事感到困惑，但耶稣很

快就向他们显现，并与他们交谈、同行、一起吃饭，他甚至允

许他们触摸他手脚上的钉痕，证明真的是他自己。

1. 耶稣死后的那个星期天，一位天使让人们看到耶稣的坟

墓是            。

2. 上帝使耶稣  。

3. 上帝这样做是要表明：耶稣的确为所有人的           

付了赎价。

4. 起初连耶稣的朋友都感到  。

5. 所以耶稣亲自向他们       ，让他们           他。   

上帝使耶稣复活，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死确实已经为我

们的罪付了赎价。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不必再害怕

死亡。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

14:19）正如耶稣复活了，我们死后，上帝也将使我们复活。

上帝将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永远和他在一

起。上帝应许把永生赐给每个信他的人。因为上帝能够让耶稣

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同样会让我们复活。

6. 上帝使耶稣复活，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死确实     。

7. 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   。”

8. 耶稣使我们复活的时候，他还会赐给我们      的生命。

耶稣从死里复活四十天后，升天，返回天堂。在耶路撒冷附

近的一座小山上，耶稣祝福自己的朋友，之后，升到空中返回天

上，这称为耶稣升天。临走前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回到天父身边

去。耶稣还告诉他们自己回去的原因：“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

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翰福音14:3）

至此，耶稣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回到天堂后并没有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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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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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五课│耶稣基督的得胜 

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与天父在一起。圣经还说，耶稣现在

作为大君王统管世界。他特别看顾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尊他

为王、向他祷告的基督徒。

圣经还指出，我们的主有一天会再来，那时将是大审判的

日子。那个时候，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复活，所有跟随大君王的

人将永远聚集在天家；所有主的敌人都将被扔到地狱里，与主

分离，永远受苦。当你看到耶稣戴着王冠的图画时，一定要记

住耶稣是世界的王。

9. 耶稣复活四十天之后，他回到了   。

10. 耶稣去那里预备   。

11. 在天上，耶稣作为我们的  统管着世界。

12. 耶稣将在   日再来，接信他的人

到他那里永远和他在一起。

在圣经里，耶稣的另一个名字是基督。当耶稣降生时，天

使告诉牧羊人：“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

音2:11）“基督”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被油浇在头上的

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膏者”。

在头上被浇油的人，就是被膏立，这就像就职宣誓一样。

在当时，上帝的先知、祭司和君王都会被膏，这表示上帝拣选

他们成为服侍的工人，成为小基督。

上帝还应许，终有一天他将差派一位大基督到来，这个人

就是耶稣。耶稣是大先知，他教导人们上帝的话语；他是大祭

司，为了赎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还是掌

管天下的大君王，将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他比以前的任何一

位先知、祭司、君王都伟大。耶稣是大基督，上帝所膏的儿

子。他就是那位基督。

13. 希腊语“基督”一词的意思是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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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耶稣是基督

14. 这个人也被称为   。

15. 在旧约时期，上帝膏立          、              

和          ，以表明他们是为上帝工作的人。

16. 在圣经里，耶稣还被称为  。

17. 耶稣是上帝应许要差派的大          、     

和              。

复习
耶稣死后的第三天，即星期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向自己众

多的跟随者显现，以表明他确实复活了。四十天之后，他回到天

上作为大君王，与天父一起掌管着整个世界。这位大君王将会在

审判日再来，使死人复活，并使跟随他的人永远与他同住。

“基督”一词的意思是受膏者，即被油浇在头上的人。以

前的先知、祭司和君王都被膏，以表明他们是上帝的工人。耶

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和大君王，他是上帝应许要差派的

受膏者。这就是圣经称耶稣为基督的原因。

小测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 在耶稣死后的那个星期天, 上帝使他    。

2. 上帝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耶稣确实已为我们每个人的  

   付了赎价。

3. 耶稣把自己    给朋友们看,并让他们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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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五课│耶稣基督的得胜 

4. 上帝使耶稣复活，是为要让我们知道耶稣之死真的已经为 

               。

5. 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   。”

6. 当耶稣让我们都复活时,他将给我们      的生命。

7. 耶稣复活四十天之后，他回到了                。

8. 耶稣去那里是要为我们预备       。

9. 在天上，耶稣作为   统管着一切。

10.耶稣将在  日再来，接跟随他的人到他那里去。

11.希腊语“基督”一词的意思是         的人。

12.这个人也被称为   。

13.在旧约时期，上帝膏抹   、  和 

        ，以表明他们是在服侍上帝。

14.在圣经里，耶稣还被称为   。

15.耶稣是上帝应许要差派的大       、 和               。

使用你的圣经
本课所提及的故事都能在以下圣经章节中找到:

1.耶稣复活：路加福音24:1-12

2.耶稣向朋友显现：路加福音24:36-49

3.耶稣升天：路加福音24:50-53

4.有关耶稣复活及审判日的意义:哥林多前书 15:20-26

5.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约翰福音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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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耶稣是基督

答案
1.空的   2.复活了  3.罪

4.困惑   5.显现，触摸  6.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 

7.活着   8.永恒   9.天上

10.地方    11.大君王  12.审判

13.被油浇在头上 14.受膏者  15.先知,祭司,君王

16.基督    17.先知，大祭司，大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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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耶稣是基督

结
论

祝贺你！你已完成了本书的所有课程。我们希望你已经对耶

稣是谁和他在世上的使命有更多的认识。现在你可以确信：作为

我们的大君王，耶稣正在天上等侯再来！这样，你将会更加敬重

他、爱他。一个叫鲍勃的囚犯写了这样一首有关耶稣的诗：

我的帮助

十条铁栅锁住我，

钢筋水泥的单人间，

几平方米的空间，

我陷在恐惧里。

在这里的每一天，

唯有委屈和痛苦。

为何我面露笑容？

谁令我不再恐惧战栗？

诚然，我是牢狱中的囚犯，

但我内心并非如你所见。

因有上帝在我心里，

他时刻与我在一起。

不要为我的处境忧虑，

要知道这里也有美好，

就是我拥有的圣经和信仰，

并有耶稣常在我心里。

他赐予我力量去坚持，

让我有勇气面对每一天。

我只需在困难时闭目祷告，

他便和我相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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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课小测验答案

第一课  小测验：

1.马利亚 2.上帝  3.养父  4.上帝，人

5.救主  6.拯救  7.罪  8.死

9.罪  10.生活  11.我们  12.上帝，人  

第二课  小测验：

1.上帝，人 2.上帝，人 3.爱子  4.上帝

5.对待上帝 6.神迹  7.上帝  8.耶稣

9.死  10.人  11.上帝，人 

第三课  小测验：

1.教导，讲道 2.悔改，上帝 3.懊悔，上帝

4.帮助（或赦罪）5.我  6.悔改，上帝（或耶稣），帮助

  （或赦罪） 7.教导  8.天父（或父） 

9.先知  10.先知  11.读圣经 

12.悔改，转向 

第四课  小测验：

1.血  2.死亡  3.羔羊，世人罪孽

4.逾越节，死亡 5.假  6.无辜

7.死刑，十字架 8.死  9.我们所有人

10.祭司  11.罪，自己 

第五课  小测验：

1.复活了 2.罪  3.显现,触摸 4.我们的罪付

清了赎价 5.活着  6.永恒  7.天上

8.地方  9.大君王 10.审判  11.被油浇在  

  头上  12.受膏者 13.先知，祭司，君王

14.基督  15.先知，大祭司，大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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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请复习你在小测验中回答错误的题目以及每课的学习重

点。当你已经完全掌握全部内容，就可以进行总测验。

这是闭卷测验。完成总测验之后，可以将试卷交给赠送你

这本书的人，或按照本书封底的地址将试卷寄出。你可以继续

索取这套《圣经学习系列丛书》的其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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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测验

1.耶稣的母亲是   , 所以耶稣是  。

2.耶稣的父亲是   , 所以耶稣也是    。

3.耶稣必须是人，他才能          。

4.耶稣必须是上帝，他才能   。

5.救主的意思是能够把处于危险中的人  出来的人。

6.耶稣将我们从   的监牢中拯救出来。

7.神迹是  才能做的事。

8.耶稣所行的神迹证明了耶稣真的是        。

9.耶稣也证明了他是人, 他会     , 甚至像人一样会      。

10.耶稣在世上的三年侍奉中，他主要的工作是       。

11.耶稣给所有人讲的主要信息是人们应该         ，并转向  

祈求赦罪。

12.先知是宣讲   的人。

13.因为耶稣直接向人们传讲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就是大      。

14.在埃及，   的血将以色列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15.耶稣自己并没有犯罪, 他是为了拯救        而死的。

16.因此，耶稣就像我们的                                      。

17.主持献祭的人在旧约圣经中被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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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耶稣还是一位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了      。

19.耶稣死后第三天，他  。

20.上帝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耶稣的死已确实为我们的罪     。

21.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     。

22.耶稣四十天后, 他回到了  。

23.耶稣现在像       一样统管着我们。

24.有一天耶稣会再来，    所有的人。

25.基督一词的意思是    。

26.这是旧约时代为    、           和                 所

施行的习俗。

27.耶稣被称为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大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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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地址：       

       

          

请就这个课程提出你的建议：

       

       

       

       

          

欢迎继续选修《圣经》自学系列课程

请给我们这套丛书提出你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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