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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附录 15 

 

[基督] 

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A. 预言的性质 
 

圣经是独一无异的，没有书籍可以媲美！  

旧约圣经的先知说许多关于将临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即神的预测），那些预言是应验前早几百年前说

的！在这次研经中，我们会提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指向将临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逾 60 个预言，它们已经应验

了！或许其他人可能符合这些预言中的一至两个，但不可能符合这么多，更不可能全部符合！世界历史中，一

个人若要符合这些预言中的 8 个，机会率只有百万亿（100 000 000 000 000 000）分之一！这些预言全都在耶

稣基督身上应验，在世界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证明在世界历史中，圣经、预言和应验背后有一位大能智者

（即神自己）！在世界所有宗教书籍中，圣经的预言和其应验是独一无异的，证明没有书籍可以跟它媲美！ 
 

预言必须应验。 

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二十四：44） 
 

预言的以五个方式应验： 

旧约圣经一些预言于旧约期间已得到暂时性原义上的实现，同时在之后，于新约期间得到较少原义上的实现。

这在新约圣经很清晰。旧约圣经的预言有时以表面字义的方式来理解，新约的则有时以非表面字义来理解。旧

约圣经的预言以下列方式在新约圣经中应验：  

• 照字面的 (L) 

• 象征性的 (T)  

• 类推的 (A)  

• 根据含义的 (M)  

• 或基督论的 (C) 
 

1. 旧约圣经的预言在新约圣经按字面意义应验。 
 

例如：弥迦书五：1（太二：5-6）。弥赛亚真的在伯利恒出生。  
 

其他在新约圣经按字面意义应验的旧约圣经预言有：赛四十二：1-4（太十二：18-21）、亚九：9（太二十一：

4-5）、诗一百一十：1（太二十二：43-45）、但七：13-14、亚十二：10-14（太二十四：30）、诗二：7（来

一：5）、诗一百一十：4（来五：6）。  
 

2. 旧约圣经的预言作为象征在新约圣经应验。 
 

例如：旧约圣经的何十一：1 下记述以色列人出埃及，象征以色列人出巴比伦。在新约圣经，太二：15 记述以

色列人出埃及，象征弥赛亚出埃及。神决定主的仆人（耶稣基督）会应验神期望子民以色列人要做的一切事。

以色列人的例子因此是象征弥赛亚（参看赛四十九：3、6）！  

 

其他作为象征在新约圣经应验的旧约预言有：诗二：7（太三：17）；赛六十一：1（太十一：5 下）、诗七十

八：2（太十三：35）、诗六十二：12（太十六：27）、诗一百一十八：26-27（太二十一：9）、诗一百一十

八：22（太二十一：42）、亚十三：7（太二十六：31）、诗六十九：21（太二十七：34）、诗二十二：18

（太二十七：35）、诗二十二：7（太二十七：39）、诗二十二：7-8（太二十七：41-43）；诗二十二：1（太

二十七：46）、诗四十一：9（约十三：18）；诗六十九：4、9（约十五：25；二：17）；诗二十二：16（约

二十：25）；诗四十五：6-7（来一：8-9）、诗八：4-6（来二：5-8）、诗二十二：22（来二：12）、诗四

十：6-8（来十：5-6）。 
 

3. 旧约圣经的预言在新约圣经以类推方式应验。 
 

例如：在旧约圣经（耶三十一：15），拉结是约瑟（代表以色列北国）和便雅悯（代表犹大南国）的母亲,她

哀号和哭泣，因为她的儿女（后代）在以色列的拉玛（南北两国的边界）分别被放逐到亚述（公元前 721 年）

和巴比伦（公元前 586 年）。在新约圣经（太二：17-18），伯利恒的众母亲哀号和哭泣，因为她们的儿女被

希律王所杀。第二个事件是第一个事件的类比（相似）。  
 

其他在新约圣经按类比方式得到应验的旧约预言有：赛七：14（太一：23）、申八：1-3（太四：1-4）、弥

七：6（太十：35-36）、赛三十五：5-6（太十一：5 上）、赛八：17-18（来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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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旧约圣经的预言意识形态上在新约圣经得到应验。 
 

例如：太二：23。拿撒勒人是来自拿撒勒城的人。伯利恒城是出名的大卫之城，而拿撒勒城是个寂寂无闻的小

城，没有显赫的人物。尽管太二：23 不是旧约圣经中特别的预言，却传递了旧约预言的意思。“先知（众

数）所说”指先知们对弥赛亚所知的事。祂会卑微：受人轻视，被人拒绝（参看诗二十二：6-8；六十九：8、

20、21；赛十一：1；赛九：7；赛五十三：2、3、8；但九：26）。 
 

5. 旧约圣经的预言在新约圣经基督身上应验。 
 

例如：旧约圣经中神具有的属性（结三十四：11-16 下；赛四十：11），新约圣经中的基督也同样具有（约

十：11-14）。  
 

其他在新约圣经中的基督身上应验的旧约预言：亚十一：12-13；耶十八：2（太二十七：9-10）、赛四十五：

23（腓二：10）；死海古卷中的申三十二：43（来一：6）、诗一百零二：25-27（来一：10-12）。 
 

B. 有关耶稣基督神性和不朽的预言 
 

1. 耶稣是“创始”，永远存在。 
 

预言。箴八：22-25（公元前 971 – 685 年）  

应验。约一：1（公元 70-98 年）；启二十一：6（公元 95-96）(A) 
 

2. 耶稣是创世的“创造主”，更新一切。 
 

预言。诗一百零二：25-27（公元前 1000-400 年） 

应验。来一：10-12（公元 64 年前） (C) 
 

3.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即神自己。 
 

预言。诗二：7；（赛九：6）。 

应验。太十一：25-27（公元 63-66 年）；路一：32（公元 60-61 年）；可一：11（公元 44-46 年）；约一：

1、14、18；徒十三：33（公元 61 年）；来一：5 (T)。参看手册附录 8。  

解释。神的受膏者引述神对他说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来一：5）神永不会向天使说这番

话。天使可以统称为“神的众子”（从“神的仆人”的角度出发，来一：14）（伯一：6；伯三十八：7），但

他们没有一个曾被称为“神的儿子”– 这是只应用在神受膏者的表述，给予祂独特的地位！神的圣旨（诗

二：7 下-9）保存于大卫王朝加冕时的仪式中。这些言词在中东登基典礼上被广泛应用，它们于弥赛亚（解：

受膏者）从大卫王一脉出来时完全得到应验。 
 

“神子”的表述是指耶稣基督不再受生理或肉身限制！这不是指属灵、符号性或象征的，而只是就本体论、超

自然和三位一体而说的。它表示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神，永远拥有神的特性，并指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启示

祂是独一的真神。1  
 

当耶稣基督透过神圣灵的工作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路一：26-37），祂拥有永恒的神性。神亲自在旧约说耶

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诗二：6-7），神也亲自在新约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太三：16-17）。耶稣基

督自己说祂是“神的儿子”（太二十六：63-64；太二十七：43）。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罗

一：3-4）。 
 

所有否认耶稣是基督（弥赛亚）的人都是说谎者！所有否认耶稣是基督（弥赛亚）的宗教都是敌基督（约壹

二：18）。所有否认神儿子的，也没有父神（唯一的真神）（约壹二：22-23）！每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或宗

教，也拒绝差派祂来的神（路十：16）！  
 

耶稣基督没有失去神性的本质，同时取了人的样式，透过童贞女马利亚进入祂的创造世界和人类历史（腓二：

6-7；西一：15；西二：9）。因此，透过祂的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耶稣基督成了“与我们同在的神”

（赛七：14；太一：23），祂来住在我们中间，使人认识神（约一：1、14、18）。 
 

“今天”这个表述指耶稣基督的得胜：祂的复活、升天和登基为天上的王。祂之后被荣耀加冕为神的儿子（罗

一：3-4）。接着，神“宣布（称颂、赞许）”祂为永远的祭司和公义的王2（诗一百一十：4）。耶稣基督是永

恒的神的儿子，透过在地上受苦证明祂完全的顺服、复活、升天和在天上豋基作王，开始作为神儿子的权能

（特权）（太二十八：18）。  
 

 

 

                                                           
1 就连可兰经四章：171（公元 722 年后）称 Isa Masih（弥赛亚耶稣）时也提到神三种存在和启示方式，“阿拉（神）的话语”（参看约

一：1、14）（公元 97 年）和“阿拉的灵”（参看罗八：9-10）（公元 57 年）！  
2 麦基冼德解“公义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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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独生子”这个表述（约一：18）不关于生理或肉身方面的！所有其他类别的儿子关系暗示“时间的开

始”，但因为这个表述用于神，神的儿子是自有的，没有开始！祂是永恒的！“神儿子”这个表述是指神的第

二个位格和启示，以及圣父和圣子亲密的关系。神是个灵（约四：24），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提前六：

16）。惟有耶稣基督显明不可见的神（祂的存在和本质），以祂的话语、生命和工作解释神（约一：1、18；

太十一：25-30），远胜过任何“先知”仅靠言语指明“一位神”的存在！所有先知都是“人”，但耶稣基督

是“真正的神”（约壹五：20；罗九：5；西二：9）！ 
 

诗二：8-9 指耶稣基督的神性和权能。圣父使神的儿子透过拯救世人，成为所有民族和人类的统治者（第 8

节）和审判其他人（第 9 节）。所有人因着耶稣基督站立或跌倒（路二：34）！ 
 

C. 耶稣基督出生的预言 
 

4. 耶稣是取了人样式的神（公元前 4/5 年）。 
 

预言。赛七：14（公元前 740-680 年）  

应验。太一：18-23（公元 63-66 年） (T) 

解释。谁是这个妇女和婴孩？以赛亚的预言始于公元前 734 年，他预言一位年轻的妇女会成为母亲，她的儿子

被称为“以马内利”（解：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没有提及祂地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这段预言首先于旧约

期间按字面意思应验。赛七：14 提到的孩子是生活于亚哈斯王（公元前 734-726 年）时期的一个平凡的孩童。

在这孩童可以分辨善恶前（赛七：15-17），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王占领以色列北国，于公元前 734 年以

撒马利亚为首都（王下十五：29）及于公元前 732 年在叙利亚（亚兰）的大马士革为首都（王下十六：9）。 
 

但根据新约圣经对这段预言的启示，则有第二次的应验，这次应验并非按字面的应验（太一：22-23）。神无

可测度的智慧看见这个预言，童贞女马利亚成为真正以马内利的母亲，而这孩子没有父亲。赛七：14 的孩子

因此也是来临的弥赛亚孩童的一个记号、象征或类型！神的儿子（神的本质）取了人的样式，诞生成为人类的

婴孩（路一：26-37；约一：1-14；腓二：5-7）。祂的名字“以马内利”显示祂是谁：“神与我们同在”（太

一：23；约一：14；约壹一：1-3）。 
 

圣父和圣子是独一真神（约十：30）。最初，圣子显明圣父（约一：18；约十四：9；西一：15；参看赛九：

5），与圣父说相同的话语（约十二：50），作圣父相同的工作（约十：37-38），作圣父相同的神迹（使死人

复活），赐予信徒永生，以及将要审判未信者（约五：17-29、36-40；约十：28-38；约十二：44-50；约十

四：9-10）。耶稣基督的神性与神等同（约一：1；约五：18；约十：33；腓二：6），但祂的人性就像人一

样，除了祂没有血统上的父亲，也没有罪（约一：14；约十四：28；腓二：7；林后五：21）。因此，祂是神

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提前二：5）！ 
 

5. 耶稣于百利恒出生（公元前 4/5 年）。 
 

预言。弥五：2（公元前 737-680 年）。  

应验。太二：1-6 (L) 。 
 

6. 耶稣生为男童。 
 

预言。赛九：6-7。  

应验。路二：6-7（公元 60-61 年）；启十二：5（公元 95-96 年）(L) 
 

7. 希律王试图杀死耶稣。 
 

预言。耶三十一：15-17（公元前 627-586 年）。  

应验。太二：17-18 (A)。  
 

8. 耶稣留在埃及直至希律王死后。 
 

预言。何十一：1（公元前 754-714 年）。  

应验。太二：14-15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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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稣住在拿撒拿，寂寂无闻。 
 

旧约圣经的普遍预言。 

应验。太二：23 (M) 

解释。“拿撒勒”人是指来自拿撒勒城的人。伯利恒是犹大出名的大卫之城，而拿撒勒则是加利利寂寂无闻的

城镇。尽管太二：23 不是旧约圣经特别的预言，经文“是要应验先知（众数）所说”显示旧约先知对弥赛亚

的认识，即不显赫和被人轻视（例如，诗二十二：7-9；诗六十九：8-10、20-21；赛九：1；赛十一：1；赛五

十三：2-4、9）。 
 

D. 有关耶稣基督生命和工作的预言 
 

10. 耶稣是“神”（希伯来语：耶和华），而施洗约翰预备祂的路。 
 

预言。赛四十：1-5；玛三：1-3、四：5-6（公元前 432-420 年）。 

应验。太三：1-3 (A)、太十一：7-14、太十七：10-13 (L)。  
 

11. 耶稣在加利利成长，在那里开始事工。 
 

预言。赛九：1-2。  

应验。太三：13 (L)、太四：12-17 (L)、太九：35；路四：14-21 (L)。  
 

12.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公元 26 年）。 
 

预言。赛十一：1-2。  

应验。太三：16-17；约一：32-33 (L)（公元 70-98 年） 
 

13. 神见证耶稣是蒙拣选的爱子。 
 

预言。赛四十二：1。  

应验。太三：16-17 (T)。 

14. 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 
 

预言。申八：3b。  

应验。太四：4 (A)。 
 

15. 耶稣教导别人前会聆听神。  
 

预言。赛五十：4-5。 

应验。太一：35 (L)（公元 44-46 年） 
 

16. 耶稣工作的描述： 

  祂赐予忧伤者盼望，不与敌人争拗。 
 

预言。赛四十二：1-4。 

应验。太十二：18-21 (L) 

解释。弥赛亚的工作是什么？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赛四十二：1）。以赛亚预言神的仆人会在地上建立

公义（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直至公义成为地上政权普遍认同的价值（参看林前十五：24-28）。赛二：2-4

和赛五十一：4 有关神的描述，也是在描述中保耶稣基督！神的仆人特别被描述为先知和律法颁布者 –“第二

个摩西”。  
 

这个预言预测真实的瞎眼和放逐，但也是指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属灵上的瞎眼和被罪奴役（参看赛四十二：

18、20；赛四十三：8）。耶稣的神迹可使瞎眼的看见，被掳的得自由。  
 

仆人弥赛亚是谁？以赛亚先知于第 1 节和 4 下节预言弥赛亚会向万族宣布公义，以致最偏远地区的人会仰望弥

赛亚的教导。祂救赎的工作因此是为地上万族预备的！ 
 

弥赛亚如何履行祂的工作？以赛亚于第 2 节预言弥赛亚不会在街上喊叫、呼喊或疾呼。祂不会诉诸武力，也不

会发动圣战。但凭着内在属灵的力量，祂推动各民族聆听祂。祂静静而谦卑地前进，肤浅的旁观者不会留意

祂。祂甚至禁止人替祂宣传。祂以怜悯待软弱和患病的人。 
 

完成工作的弥赛亚。以赛亚预言弥赛亚会继续祂的工作，不会犹疑或受阻，直至祂完成为止（第 4 节；约十

七：4）。祂会被殴打和“压碎”（赛四十九：7；赛五十：6；赛五十三：5）（指祂的受苦），但祂会得胜！  
 

于太十二，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第一次来临时，祂禁止人们公开宣传祂，作工时并不刻意要引起群

众的注意。祂关心软弱和病患的人，回复肉体和属灵上瞎眼的人（约九：39-41），并释放罪的奴隶脱离奴役

（约八：30-36）。在耶稣死和复活后，祂给予门徒的大使命不只是向以色列人宣讲好消息（太十：5-7），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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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上其他民族（可十六：15；太二十八：18-20）。耶稣透过使徒和教会在全世界继续祂开展的工作（比较

路一：1-4 与徒一：1-8）。 
 

17. 耶稣工作的第二项描述： 

      祂应验神的应许，带来了新约。 
 

预言。赛四十二：6 下；赛四十九：8。 

应验。路二十二：20；来八：6-13 (L) 

解释。“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赛四十二：6 下）。耶稣带来新约。祂不只是新约的中保，更

使新约人性化，因为在祂里面，祂一切的应许得以应验（林后一：20）！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新约得以实现

（路二十二：20）。 
 

18. 耶稣工作的第三项描述：  

      祂宣布救恩的福音。  
 

预言。赛四十二：6 下-7；赛四十九：9。 

应验。徒十三：46-47 (L) 

解释。耶稣宣布福音，开属灵瞎眼者的眼睛（赛四十二：18、20；赛四十三：8；参看约八：12；约九：39-

41），拯救被罪奴役的人（约八：30-36），释放他们脱离黑暗和绝望。 
 

19. 耶稣工作的第四项描述：  

      祂宣布神（耶和华）喜欢的禧年。  
 

预言。赛六十一：1-2 上。 

应验。路四：18-19 (L+T) 
 

E. 有关耶稣基督受苦和死亡的预言 
 

20. 耶稣取了人的身体，为要替罪人牺牲，带来救赎。  
 

预言。诗四十：6-8（希腊文旧约圣经）（第 6 节：“你为我预备了身体。”） 

应验。来十：5-7 (T) 
 

21. 耶稣完全无罪。 
 

预言。赛五十三：9（“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应验。来四：15；林后五：21（“那无罪的”）。 
 

22. 耶稣被自己的家人敌视。 
 

预言。弥七：6。 

应验。太十：35-36 (A)；参看可六：4；约七：5。 
 

23. 耶稣被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拒绝。 
 

预言。诗一百一十八：22。 

应验。太二十一：42 (T) 
 

24. 耶稣因为来自加利利而被人轻视（等同于异乡人）。 
 

预言。赛四十九：7、赛五十三：2-3。 

应验。约一：45-46；约七：41-42 (L) 
 

25. 耶稣毫没情由地被世人侮辱。 
 

预言。诗六十九：9。  

应验。罗十五：3；约八：48（撒马利亚人 = 混血儿）；约九：24（罪人 = 失却神目标的人）；约十：20（被

鬼附的人）。 
 

26. 耶稣毫没情由地被世人恨恶。 
 

预言。诗六十九：4。 

应验。约十五：25 (T) 
 

27. 耶稣被朋友出卖。 
 

预言。诗四十一：9；诗五十五：12-14。 

应验。约十三：18；太二十六：20-2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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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耶稣以三十块银钱被出卖， 

      而这笔钱用来给那作恶的人买田地。 
 

预言。亚十一：12-13；耶十九：1-15。 

应验。太二十六：14-16 (C)；及太二十七：3-10，参看耶三十二：6-9 (A) 
 

29. 耶稣被祂的门徒遗弃，被敌人捕捉。 
 

预言。亚十三：7-9。 

应验。太二十六：31、50、56 (T) 
 

30. 耶稣被人们吐唾液和殴打，被兵丁鞭打。  
 

预言。赛五十：6。 

应验。太二十六：67-68；约十九：1 (T) 
 

31. 耶稣被钉死（公元 30 年），祂的手和脚被钉刺穿。 
 

预言。赛五十三：5；诗二十二：16。 

应验。约十九：18；约二十：25、27 (L) 
 

32. 有人给耶稣混入苦汁的酒。 
 

预言。诗六十九：21。  

应验。可十五：23、36 (T) 
 

33. 耶稣赤裸着被钉死，祂的衣服给人瓜分。 
 

预言。诗二十二：17-18。  

应验。太二十七：35 (T) 
 

34. 耶稣被人群戏弄。 
 

预言。诗二十二：6-8。 

应验。太二十七：39-44 (T) 
 

35. 耶稣被神遗弃。 
 

预言。诗二十二：1。 

应验。太二十七：46 (T) 
 

36. 耶稣没有反抗，祂没有报复，或作出威吓。 
 

预言。赛五十三：7 上。 

应验。彼前二：23 (L) 
 

37. 耶稣如同被宰杀的羊。  
 

预言。赛五十三：7 上。 

应验。太二十七：31；约一：29 (L) 
 

38. 耶稣真的死了。 
 

预言。赛五十三：8（“他（从人类居住的地方）被夺去”） 

应验。路二十三：46 (L)  
 

39. 人们会仰望被他们刺穿的那一位。 
 

预言。亚十二：10。 

应验。约十九：33-37（被矛扎穿）；约二十：25、27（被钉刺穿）(L) 
 

40. 耶稣葬于富人的墓穴。 
 

预言。赛五十三：9。 

应验。太二十七：57-60 (L)  
 

41. 耶稣替代罪人成为赎罪的祭牲。 
 

预言。赛五十三：5-6、10-12。 

应验。罗四：25；来九：28；弗二：13-18（公元 60-61 年）；彼前二：24-25；彼前三：18 (L)  
 

42. 耶稣死时完全无罪。 

预言。赛五十三：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应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约八：46；林后四：15；来四：15；来七：26；彼前二：22）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前二：2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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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耶稣的死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 
 

预言。赛五十三：10（“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  

应验。（祂牺牲的死是神圣而“必须”的）。路二十四：44；徒二：23；徒四：28 (L)  
 

F. 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 
 

44. 耶稣从死里复活。 
 

预言。诗十六：10（与大卫有关）。 

应验。徒二：23-32；徒十三：30-37；参看赛五十五：3 和哈一：5 (T)。 
 

45. 耶稣死后三天复活。 
 

预言。拿一：17；太十二：39-40；可八：31、可九：31、可十：32-34。 

应验。可十六：1-7 (L) 

解释。路二十四：46（公元 60-61 年）有关“第三天”复活的预言出自旧约圣经拿一：17（公元前 783-743

年）和何六：2（公元前 754-714 年），但根据耶稣基督于可八：31、可九：31 和可十：34（公元 44-46 年）

真实的预测。 
 

G. 有关耶稣升天和作王的预言 

46. 耶稣穿过云层升天。  
 

预言。赛五十二：13；但七：13-14。  

应验。徒二：9-11 (L) 
 

47. 耶稣升天执掌为“王”， 

      并战胜所有敌人。 
 

预言。诗一百一十：1；诗八：5-7。“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赛五十二：13），“万膝必向我跪 拜，

万口必凭我起誓”（赛四十五：23）。 

应验。启五：1-14；徒二：33-36；太二十二：44-46、太二十六：63-64；林前十五：24-27；弗一：20-22；腓

二：9-11；来一：13；来二：5-10 (L) 

解释。诗一百一十：1 说：“耶和华（希伯来文：JaHWeH）对我主（希伯来文：Adonai）说”。徒二：36

说：“主（希腊文：kurios，希伯来文的翻译：JaHWeH）对我主（希腊文：kurios）说”，耶稣是独一真神第

二位格和启示。  
 

48. 耶稣是受膏者和永恒的王，被称为“神”。  
 

预言。诗四十五：6-7（可拉之子）；赛九：6；参看赛十：20-21（公元前 740-680 年） 

应验。来一：8-9 (T)  

解释。诗四十五庆祝皇室的婚礼（可能是约沙王，公元前 870-846 年）。诗人首先称新郎为神膏立的王（第 1-

10 节），然后描述新娘（第 11-18 节）。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形容王，这是中东宫廷特色的用词。他被誉为最出

色的人，永远得着神的祝福，也被誉为战士，整个民族俯伏于他脚下。在诗二，受膏的王被形容为“神的儿

子”，但在诗四十五，则被称为“神”。他以完全的公义施行管治，他的王权永远留存。他的王朝是神特别应

许的。以色列这位王是将来临的弥赛亚王的象征。来一：8-9 确认这个事实，惟有弥赛亚王是真正的“神子”

（来一：5），是真正的“神”（来一：8-9）。惟有祂以完全的公义施行管治，王权永远留存。耶稣基督不只

是人，从大卫后裔生的（罗一：3），还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来一：3）。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诗八十九：14），也是弥赛亚的王权（来一：8-9）。弥赛亚的王权也是神

的王权（启二十二：3），祂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彼后一：11）！ 
 

H. 有关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预言 
 

先知 

49. 耶稣是最伟大和最后的先知（公元 26-30 年）。  
 

预言。申十八：15-19（公元前 1407 年）。 

应验。徒三：22-23（公元 61 年）；来一：1-2（公元 64 年之前）(L) 

解释。摩西（公元前 1527-1407 年）预言：“耶和华就对我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

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

罪。’”（申十八：15-19）“凡不听从那先知（耶稣）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徒三：22-23）  
 

新约圣经显明耶稣是地上最伟大和最后的先知！施洗约翰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太十一：13）。耶稣基督

作为永恒伟大的先知，祂以后再没有先知了，神透过祂向人们宣讲明确和最终的话语（来一：1-2）。神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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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真理和启示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约一：14-18）。祂的说话带着权柄，祂要求信服（太七：24-29）。谁不

听从耶稣的话语，也不听从神的话语（约五：34-36；约十四：23-24）。谁不尊敬耶稣，也不尊敬神（约五：

23）。谁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神（约八：19、24）。谁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神（约十二：44）。谁不领受

（接受）耶稣，也就是拒绝神（路十：16；约十三：20）。 
 

一些宗教宣称圣经中这个预言是指其先知，它们犯了错误，因为： 

• 他们忘记了这个最伟大的先知不是阿拉伯人或美国人，而是犹太人；  

• 他们忽略了圣经中其他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 他们闭上眼不看圣经中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 

• 特别是徒三：14-23 这个特定的预言的应验！  
 

那些争论指圣经被基督徒修改的人，却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系统里的先知，行径表里不一，甚至是假先知！  
 

50. 耶稣作为先知向教会的弟兄姊妹宣讲神的名字。  
 

预言。诗二十二：22。 

应验。来二：12 (T) 
 

51. 耶稣作为先知用比喻宣讲救恩的信息。 
 

预言。赛六：9-10；诗七十八：2（亚萨，公元前 960 年）（“比喻，隐藏信息”）。 

应验。太十三：10-17、34-35 (T) 
 

52. 耶稣作为先知为世上所有民族带来公义和救恩。 
 

预言。赛四十二：1-7；赛四十九：6；该二：6-7（公元前 520 年）  

应验。太十二：15-21 (L)。  

解释。弥赛亚的工作是什么？以赛亚预言神的仆人会为万族带来公义。祂会开瞎眼者的眼睛，被掳的得释放，

解救那些陷于黑暗中的人。神的仆人特别被形容为先知和律法颁布者 – “第二个摩西”。祂事工最后的目的

是在全地建立公义（参看林前十五：24-28；参看弗一：10）！经文也提到以色列人和外邦民族瞎眼（赛四十

二：18、20；赛四十三：8；赛四十九：6），以及他们的属灵生命被罪奴役。  
 

弥赛亚服侍谁？以赛亚预言弥赛亚会为万族带来公义，以致最偏远的国家也会怀着盼望仰望祂（赛四十二：

1、4）。祂救赎的工作因此是为地上所有民族而计划的。  
 

弥赛亚如何完成祂的工作？以赛亚预言弥赛亚不会在街上喊叫或疾呼（赛四十二：2）。祂不会以任何强权强

迫人聆听祂的说话，不会与敌人争辩。祂静静而谦卑地工作，肤浅的旁观者不会留意祂。祂以仁慈和怜悯待

人。  
 

祂会完成工作么？以赛亚预言弥赛亚会履行祂的工作，不会削弱工作的成果，也不会停下来（赛四十二：4；

约十七：4）。祂会遇到敌对，但敌人最终会失败（赛四十九：7；五十：6；五十三：5），祂的终极目标最终

会实现！  
 

这个预言在新约圣经中应验（太十二：15-21）。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时，祂禁止人宣传祂，而是默默地工

作。祂关怀软弱和病患者，医治身体上瞎眼的人（约九：39-41）和那些被罪奴役的人（约八：30-36）。在祂

死和复活后，祂赐予门徒大使命宣讲福音，不只是向以色列人宣讲（太十：5-7），也要向世上万族宣讲（可

十六：15；太二十八：18-20）。耶稣透过祂的门徒继续救恩的工作，现在则透过地上的教会（比较路一：1-4

与徒一：1-8）。 
 

 

祭司 

53. 耶稣基督是至高和永恒的祭司。  
 

预言。诗一百一十：4。  

应验。来五：6；来七：15-28 (L)。 

解释。大卫（公元前 1011-971 年）预言：“神立誓并不会改变心意：‘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

司。’”新约圣经显明耶稣基督是至高的祭司，与所有其他祭司不同，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

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来七：26-28）。耶稣不像所有其他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和他人的罪不情愿

地献祭，耶稣基督完全甘心地将自己献上（约十：17-18）作为所有相信祂的人的赎罪祭，只一次就把这事成

全了（来九：6-14、25-26）。与旧约圣经所有其他祭司不同，他们会死去，由其他祭司继承工作，耶稣则永远

成为大祭司。祂从死复活后就永远活着，永远为祭司（来七：15-25）。耶稣不像所有其他祭司，祂不是在任

何地上的殿宇里服事我们，而是在天上，有神的同在（来九：24）。耶稣不像其他祭司，祂同情我们的软弱，

因为在所有其他事情上，祂像我们一样受到试探，却没有犯罪（来二：17-18；来四：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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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祭司耶稣与祂子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预言。赛八：17-18。（祂的子民 = “神赐予祂的儿女”） 

应验。来二：13 (A) 
 

55. 祭司耶稣最先在神的家里（圣殿）清除世俗的活动。 
 

预言。诗六十九：9（大卫，公元前 1011-971 年） 

应验。约二：13-17 (L+T) 
 

56. 祭司耶稣祝福地上万族。 
 

预言。创二十二：18（亚伯拉罕，公元前 2167-1992 年）  

应验。加三：8、16（公元前 50 年） (L)  
 

57. 祭司耶稣帮助世上受压迫和病患的人。 
 

预言。赛五十三：4。 

应验。太八：14-17 (L) 
 

58. 祭司耶稣是祂群羊的好牧人。 
 

预言。弥二：12-13；结三十四：11-16；结三十四：23；结三十六：25-28；结三十七：23-24（公元前 593-571

年）。 

应验。约十：11-18 (C + L) 
 

59. 祭司耶稣是基督徒与圣父之间的中保（代求者）。 
 

预言。伯十六：19（约伯，公元前 1900-500 年）。 

应验。太八：14-17（公元 57 年）；来七：25；约前二：1 (L)。  
 

 

君王  

60. 耶稣是至伟大和至高的君王。所有能力（权能）属于祂。 
 

预言。诗八十九：27-29（以探，公元前 971-931 年）；赛九：6-7；但七：13-14。 

应验。太二十八：18；约三：35；约十二：34；约十三：3；启一：5；启十七：14；启十九：16 (L) 
 

61. 君王耶稣是神与亚伯拉罕、大卫和以色列国立约的高峰。基督的国度永不会终结！  
 

预言。撒下七：11-16（公元前 910 年之前）；代上十七：11-14（约公元前 400 年）；（赛九：7；但七：13-

14；但二：44；路一：33）。 

应验。路一：32-33；参看来一：5；彼前二：9-10（公元 62-63 年）(A 及 L)  

解释。弥赛亚王管治下的国度是神与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约的高峰。神于代上十七对大卫的应许，可视为神与大

卫立的约。大卫一脉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代下六：16）。神与大卫立的约被视为神与以色列先祖立约的延

续（创十五：12-21）。  
 

神于撒下七对大卫的应许，被视为神与其亲子所罗门和犹大国立约的延续。但祂于代上十七：10-14 对大卫的

应许，被视为神就来临的弥赛亚君王、其普世和永恒国度的立约的延续。  

• 历代志书的作者领受默示，将“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即所罗门）（撒下七：12）改为“我必使

你（其中一个）的后裔（后代）（即弥赛亚）接续你的位”（代上十七：11）。 

• 他也将“你（大卫）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屹立不摇）。你（大卫）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

永远。”（撒下七：16）改为“我（神）却要将他（弥赛亚君王）永远坚立（屹立不摇）（希伯来文：

amad, Hi）在我（神）家里和我（神）国里；他（弥赛亚君王）的国位也必坚定（固定、稳定）（希伯来

文：nakon），直到永远。”（代上十七：14） 
 

因此，他将撒母耳书所指的所罗门转为于历代志书指向来临的弥赛亚君王！因此，历代志书的作者领受默示，

显明旧约圣经中的约和王权将于来临的弥赛亚君王和祂的国度得到应验。因此以赛亚先知说：“我必与你们立

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赛五十五：3）以赛亚先知和历代志书的作者预期神对大卫王的应许

将于弥赛亚身上得着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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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的国位”好比“神的国位”（代上二十八：5；代下九：8；代下十三：8）。因此，大卫一脉而出的王

是神治国度中最重要的人物，有责任留意他们至高的呼召，如同大卫一样。然而大卫而出的这些王没有履行神

治，但来临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却会成就神于地上永恒的国度（赛九：7；结二十一：25-27；但二：44）。

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一：33）！  
 

62. 君王耶稣于第一次来临时建立祂的国度。 
 

预言。但二：44；但七：14（公元前 605–537 年及公元前二世纪） 

应验。太十二：28 (L)。 

但以理显明世界的国度由弥赛亚的国度取代。神（基督）的国度于基督第一次来临时建立，并于基督第二次来

临时成就最终完美的阶段。  
 

63. 君王耶稣削弱（约束）撒但，并抑制（限制）牠的能力。 
 

预言。创三：15（于创世时）。 

应验。太十二：28-29；路十：2-3、9、16-20；约十二：31-32；西二：14-15；来二：14；约壹三：8；启十

二：1-12 (L)。  

解释。撒但于基督第一次来临时受“约束”（剥套、限制）。 
 

64. 君王耶稣以公正和公义建立祂的国度。 
 

预言。赛九：7；赛十一：4-5；赛十六：4-5；赛三十二：1-4；赛三十二：15-18；赛三十三：5-6；赛四十二：

1-9；耶二十三：5-6；耶三十三：14-17；参看诗七十二：1-2。  

应验。来一：8-9；林前一：30；彼后三：13（公元 64 年）(L) 

解释。先知以赛亚启示希西家王（公元前 727-685 年）权位的建立象征弥赛亚来临的公正和公义的国度（赛十

六：4-5）。祂以公正和公义建立祂的国度（赛九：7）。“这国（所有不义的统治者和所有不义的事情）也必

不再有，直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耶稣基督）！（结二十一：27） 
 

65. 君王耶稣是和平之君。 

预言。弥五：2-5；赛九：6；赛五十五：4-5。 

应验。罗五：1；弗二：14。 

解释。耶稣基督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赛五十五：4-5）。但不同于世上其他领袖，那些领袖“管束人

民，行使权力”（太二十：25），耶稣基督是和平的领袖（弥五：2-5），和平的君（赛九：6）。祂不发动战

争，即使是圣战（维护信仰的战争）。祂不会用世界（世俗）的武器（林后十：4-5）。祂使万族的人与圣经

中的神和好（罗五：1），并且彼此和好（弗二：14）！    
 

66. 君王耶稣是神国的房角石。 
 

预言。诗一百一十八：22；赛二十八：16。  

应验。太二十一：42-44；徒四：11；彼前二：7；来十二：28（一个永不震动的国）(C)  
 

67. 君王耶稣受耶路撒冷许多人的欢迎（公元 30 年） 
 

预言。亚九：9-10（公元前 520-518 年）；诗一百一十八：26。 

应验。太二十一：4-5、9；太二十三：39 (L) 
 

68. 君王耶稣使多个民族归向祂。 
 

预言。创四十九：10（雅各，公元前 2007-1860 年）；赛四十五：21-23；林前十五：24-27。  

应验。腓二：9-11（公元 61 年尾）(C)  
 

 

I. 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预言 

69. 第二次来临前会出现大灾难。  
 

预言。但十二：1；太二十四：21-29 上；启十一：7-10。  

应验， (L) 
 

70. 第二次来临前人们会异常邪恶，导致凄凉境况。 
 

预言。但九：27；但十一：31；但十二：11。  

应验。在历史中将应验三次：  

• 这个预言第一次于公元前 167 年应验，当时叙利亚的安提阿四世在圣殿竖立一座希腊宙斯的像（马加比一

书一：29-64）（公元前 100 年）(L)。 

• 这个预言第二次于公元 70 年应验，当时罗马将军提图斯和其士兵将罗马军旗（旗帜）连同一众偶像带进圣

殿（太二十四：15；路二十一：20-24）(L) 



 

© 2016“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3     附录 15：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 11 

 

• 这个预言最后的应验将发生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前夕的大灾难，最终的敌基督会要求所有人向他下拜

（帖后二：1-4；启十三：14-15）。(T) 
 

71.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将会突然而出乎意料。 
 

预言。太二十四：43-44。  

应验。帖前五：2；彼后三：10；启三：3；启十六：15 (L) 
 

72. 耶稣第二次来临时将在云上向所有人显现。  
 

预言。但七：13；太二十四：30；太二十六：64。  

应验。(L) 
 

73. 耶稣将粉碎不信神和邪恶的民族。 
 

预言。诗二：9；启十二：5。 

应验。(L) 
 

74. 耶稣将突然结束迫害基督徒的战争。 
 

预言。启十一：7；启十三：7；启十六：12-16；启十九：11-21；启二十：7-10。 

应验。(L) 
 

75. 耶稣将使所有死去的人复活。 
 

预言。伯十九：25-27；约五：28-29。 

应验。(L) 
 

76. 所有基督徒会升到空中迎接和赞美耶稣。 
 

预言。太二十四：40-41；帖前四：14-17；帖后一：10。 

应验。(L) 
 

77. 所有人将看见被钉和矛刺穿的耶稣。 
 

预言。亚十二：10；启一：7（于祂的第二次来临）  

应验。(T + L)，参看约十九：18、33-37；约二十：25、27（于祂的第一次来临时应验） 
 

78. 万膝将向耶稣下拜，万口将承认耶稣为主（圣经中的神和宇宙的王）。 
 

预言。赛四十五：23；腓二：10-11。 

应验。(C) 
 

79. 所有天使会欢欣和敬拜耶稣。 
 

预言。参看申三十二：43（死海古卷：“让所有神的天使敬拜祂”）；参看诗九十七：1-7（主要谈论末世的

诗：“神被尊崇高于诸神”；来一：6。 

应验。(C) 
 

80. 耶稣会根据各人所行报应各人。 
 

预言。诗六十二：12；太十六：27；罗二：6。 

应验。(C) 
 

81. 耶稣以公义审判人，公正作出惩处。 
 

预言。赛十一：3-5；路十二：47-48；约七：24；启十五：3-4。 

应验。(L) 
 

82. 天上的众体（受造的宇宙）将于耶稣第二次来临时震动。 
 

预言。赛十三：10；赛三十四：4；结三十二：7-8；珥二：31（公元前 500-400 年）；太二十四：29；启六：

12-13；启八：12；启十六：17-21；启二十：11。  

应验。(L) 
 

83. 耶稣会使受造一切耗尽和改变，但祂永远不变。 
 

预言。诗一百零二：25-27；赛六十五：17；太二十四：35；来一：10-12；彼后三：10-13。 

应验。(C 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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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耶稣与祂的新妇（新耶路撒冷，祂的教会）将从天上（空中）降至新地里。  
 

预言。启二十一：1-4。 

应验。(L) 
 

85. 耶稣是神的彰显，公义将继续显明。  
 

预言。启二十二：3-4；（参看约十四：9-10）。 

应验。(L) 
 

86. 耶稣与祂的仆人将统管新地。  
 

预言。启三：21；启二十二：5；（参看太二十四：47；太二十五：21；路十九：17）。 

应验。(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