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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使徒信经》第三条  

 

亲爱的听众，《使徒信经》第三条是：“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

利亚所生。”这些话要求我们考量耶稣由童贞女所生这一不可理解的事实。

耶稣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方式。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的诞生不可能没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参与。 

因此，许多人嘲笑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说法。他们声称，基督徒编造了这

个事实，以此抬高耶稣的身价。耶稣只是约瑟的儿子——甚至是罗马士兵

的儿子。古往今来，耶稣由童贞女所生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一直阻碍

着他们相信基督教会传讲的信息。因此，许多传道人认为，对耶稣由童贞

女所生保持沉默，并认为这只是一个神话，是明智之举。 

 

然而，《圣经》清楚写明，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使徒信经》也阐

述了同一真理：“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相关的圣经证据不可胜数。当天使加百列向童贞女马利亚宣告，她将

要生一个儿子，她的反应是：“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路 1:34）

马利亚还没有过任何性行为。 

 

她的反应是合理的。童贞女怎么能够生养儿子？天使随后回答：“圣

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

帝的儿子。”（路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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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告诉我们，约瑟曾怀疑马利亚对自己不忠，故而悲伤不已。然而，

主差派天使到他那里，向他确证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

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太 1:20） 

 

福音书明确无误地见证，马利亚没有与男人相交便怀了孩子。圣经告

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

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太 1:18）通过圣经话语的光照，我

们知道耶稣由童贞女所生，无需置疑。除非人不相信福音书的记载，否则

就不能否认这一点。 

 

《使徒信经》宣告：由圣灵感孕。马利亚的怀孕是源自圣灵的工作。

在马利亚身体中孕育人类生命的圣灵，也是在创世之初分开诸水的那位，

并叫万物各从其类，在六日的末尾完成美好的创造。圣灵使种子发芽，使

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在马利亚体内创造了人的生命。上帝特别地保守并

环绕着马利亚，交托给她一项独一无二的侍奉。她没有与男人相交便怀孕

生下一位儿子——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路 1:32）。永生的上帝之子由此成

为了人。以赛亚书的预言在马利亚身上成就“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

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赛 7:14） 

 

耶稣是谁？马利亚所生的是谁？她把谁包在襁褓里，放在马槽里？圣

经给出了答案：上帝在肉身显现！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

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提前 3:16）马利亚之子，诞生于伯利恒——就是上

帝；祂取了人性。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徒的认信。 

 

就其神性而言，这个伯利恒的孩子，是唯一一个在受孕和出生之前就

存在的孩子。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 8:58）约翰用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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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的话语，在开篇就描述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太初有道，道与

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 1:1）耶稣是永在的圣言，在永恒中与上帝

同在，且祂就是上帝。永生圣道藉着童贞女马利亚成为了人。古代神学家

会这样来表达：祂过去所是的，现在仍是；祂又成为了祂过去所不是的。 

 

祂仍然是祂，也就是上帝的上帝，光中之光。尽管祂是女人所生，躺

在马槽里，如蝼蚁般一文不值，在客西马尼园里爬行，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然后被埋葬。祂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放弃祂的神性。祂仍然是

上帝的永生之子。 

 

那么祂做了什么呢？祂掩盖了自己的神性，谦卑自己，成为上帝的仆

人。《腓利比书》第 2 章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

形像，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

人的样式。祂将祂的神性隐藏在自己的人性后面；尽管祂允许自己被嘲

笑，被俘虏，被钉在十字架上，祂仍然是上帝——上帝的永生之子。 

 

祂成为了从前所不是的——也就是童贞女马利亚生下的血肉之躯。祂

成为了有灵魂和肉体的人；会受苦，也会死亡。祂是如何成为人的？按

《使徒信经》，基督徒宣告祂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

人性的受造与亚当的人性受造不是同一个方式。祂得到人性的方式与我们

所有人一样，也就是通过出生。耶稣是从马利亚的子宫而来。祂是真真正

正的人，有灵魂也有肉体。祂深知软弱与痛苦，知道喜乐与忧伤，知道畏

惧与焦虑，知道受难与受死。圣经宣告祂凡事与我们一样。所以，他凡事

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来 2:17）祂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名；以马内利，上

帝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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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指出耶稣成为了人。因此，祂过去不是人，但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就成为人。约翰写道：“道成了肉身”（约 1:14）保罗写道：“及至时候

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加 4:4）

这些经文提到了“成为”和“所生”。归根结底，祂成为的身份是过去所

没有的。祂成为了人，真正的人，拥有人的身体与理性的灵魂。 

 

虽然耶稣在万事上同我们一样，却有一样不同：在关乎罪的事上，祂

与我们不像。使徒这样说耶稣：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

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林后 5:21）耶稣没有原罪，也没有犯实际的

罪。为何会如此？耶稣怎么能既是真正的人，由女人所生，又没有罪呢？

我们古老的《使徒信经》说，祂是“圣灵感孕”。 

 

生育耶稣的不是地上的父亲，因此原罪不会藉着堕落之人传至其后代。

孩童耶稣没有被罪所污染。圣灵使耶稣降生。虽然耶稣没有地上的父亲，

但祂有一个地上的母亲。马利亚确实参与了这个孕育，但不是一个男人，

而是圣灵在她的子宫里实现了感孕。因此，耶稣是无罪的。耶稣的无罪受

孕是一个神圣的奥秘，强调了基督教信仰的超自然性。 

 

上帝是一切自然过程与规律的原作者。孩子的出生是出于丈夫与妻子

的生理结合。然而，上帝并不受制于此。每当上帝以一种无法与自然规律

相协调的方式行事，我们就称之为神迹。神迹是不能解释的，否则就不再

是神迹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耶稣由童贞女所生。上帝创造了一个超自然

的神迹，尽管是让圣母玛利亚参与其中。因此，耶稣有真正的人性，有童

贞女马利亚的血肉；与此同时，却没有受原罪污染。耶稣是：所要生的圣

者……（路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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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上帝之子，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由圣灵感孕。祂是上帝，也

是人；祂是以马内利。祂是真正的神人合一。祂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

上帝。基督并非是一半的上帝和一半的人；祂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

人。天使加百列告诉马利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

利。（太 1:23） 

 

说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并不意味着祂有两个个体或两个位格，而是说

在耶稣里二性统一于一个位格。祂是上帝也是人，因此祂才有资格成为上

帝与人当中的中保，从而成为救主。为何上帝之子必须要成为人，才能成

为祂百姓的救主？难道祂不能从天上实现天堂的应许，压碎魔鬼的头吗？

祂有必要离开天上，由女人所生，而成为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虑另一个问题：“谁犯了罪？”人类

犯了罪，因此，人必须承受罪的刑罚。人性犯罪，因此，罪必须惩罚在人

性上。上帝之子必须拥有祂百姓的人性，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替代。 

 

使徒如此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

奴仆的人。”（来 2:14-15）耶稣是带着使命来的。为了完成祂救赎的使命，

上帝的儿子需要穿戴人性。 

 

上帝的公义要求犯罪的人必须付上罪的刑罚。著名的教父亚他那修在

他的著作《道成肉身》中谈到了上帝存在的要求。上帝圣洁的本体要求真

理和正义。上帝是公正的，因此，祂不会因为人的罪而惩罚另一个生物。

因此，救世主必须成为人，这样祂才能替祂的子民承担罪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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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祂还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人。中保不仅必须是一个人，也必须没

有罪。《海德堡要理》明确说：“一个本为罪人的人，不能为他人偿还。”

（主日六）一个破产之人不可能帮助另一个破产之人。经文对公义审判的

描述是：“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上帝。”（诗

49:8） 

 

救主必须是真正的人，但不能是罪人。他不仅不能够有任何罪的行为，

也不能受原罪的污染。 

 

正如圣殿中的赎罪祭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救赎主也必须是无罪的。每

一个亚当的后裔都必须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

能。（伯 14:4）然而，我们却读到，耶稣是——所要生的圣者……（路

1:35）祂并非由污秽人性的父所孕，而是由圣灵感孕（太 1:20）。《希伯

来书》第 7 章 26 节说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这就使

祂有资格为罪人献上赎罪祭。 

 

耶稣的道成肉身是通过马利亚这一器皿，带给人许多安慰。这不仅使

耶稣能够代我们献上赎罪祭，成为付清我们罪债的中保，也使祂成为心怀

怜悯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 2 章第 17 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

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任命圣天使承担大祭司的职分，

而是让软弱、罪恶、堕落的人类来承担。“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

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来 5:1）上帝没有

选择圣天使而是选择了人类，成为了圣殿中的祭司与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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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打动了我们的主，使之如此？大祭司必须是那位理解并体恤软弱、

罪恶、羞耻、悲切、懊悔与挣扎的以色列人，他来到圣殿寻求安慰、赦免

与平安。这必须是一位这样的大祭司：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

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来 5:2）这样的大祭司就是耶稣！通过道成

肉身，祂在万事上成为我们的样式。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事，没有一样是

耶稣没有遇到过的。 

 

无论信徒有什么纷争和试探，耶稣也都会经受住。耶稣的脚步随处可

见。祂曾参与过同样的征战，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忍受过同样的羞辱，也

亲历过同样的死亡。 

 

祂在凡事上也曾受试探，熟知一切的试探，深知这一切。祂经历了这

所有。因此，祂怜悯试验中的追随者——那些在试探、苦难与死亡中的人。

因为祂的道成肉身，祂成为怜悯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为那些带着罪恶、

愁苦、试探与患难而躲藏在祂里面的人。在他们的苦难中，耶稣离他们愈

发亲近。这就使信徒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并且耶稣已经取

得了胜利。祂战胜了仇敌。因为祂在一切的试探与苦难中，都没有犯罪。

使徒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来 4:15） 

 

我们经常在试探与患难中犯罪；从未免于羞愧与污秽。但是耶稣却是

无罪的。祂顺服祂的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

2:8）第一亚当在试炼中堕落了；而第二亚当耶稣却仍是忠诚且顺服于父的。

祂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也诚如我

们一样受试探，却没有犯罪。祂在一切的事上，都是顺服祂父的子。因此，

祂能够在一切的软弱与试验中坚固我们。上帝的百姓现在可以在他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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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字架和苦难中夸口，并与使徒保罗一起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 8:37） 

 

这就是从上帝儿子的道成肉身中所得到的丰富安慰。对信主的基督徒

来说，耶稣真正的人性并没有减少其荣耀和美丽，相反，这使祂更加荣耀

和珍贵。 

 

道成肉身使耶稣成为超凡的救主，因为耶稣不仅是人，也是上帝。 救

世主不仅要成为一个圣洁和公义的人，而且祂还必须比所有的人更强大。

祂需要成为上帝。对一个无罪的人或一个大能圣洁的天使来说，祂所要完

成的工作和所要打的仗都太过艰巨。 

 

耶稣必须承担祂选民所有的罪，并代替他们承受因他们的罪他们本应

得的。 

祂不得不经受律法的咒诅，因为被破坏的律法宣告了对违法者的咒诅。 

祂不得不承受罪所应受的惩罚，因为上帝不能不惩罚罪。 

祂必须忍受上帝的愤怒，因为罪会激起公义圣洁上帝的愤怒。 

祂不得不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 

祂必须忍受被上帝遗弃的痛苦，因为罪的后果是被扔进地狱，被上帝

放逐。 

祂必须打碎古蛇的头，击败魔鬼，征服死亡。 

 

如果祂是人，却不是上帝，怎么能在这一切中忍耐和得胜呢？耶稣虽

然是个义人，但如果祂同时不是真正的上帝，就会屈服在这重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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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必须战胜上帝才能战胜的仇敌。祂战胜了恶、死亡、坟墓与地狱。

一个普通人无法做到这一切。只有拥有神性的救主才能得胜，正如先知耶

利米所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耶 50:34） 

 

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祂就会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屈服。祂

永远也不可能喊出：“成了！”耶稣的神性支撑着祂，因此，祂能够成功

地完成祂的救赎工作。我们听到弥赛亚在《以赛亚书》63 章 5 节所说的话：

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

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 

 

耶稣必须是上帝，才能赋予其顺从、死亡和所流宝血无限的价值。上

帝是无限的。因此，对上帝犯下的罪需要无限的偿还。只有身为上帝的那

一位，才有能力献上唯一的祭，以达到无限的偿还。 

 

此外，耶稣带来的献祭不是仅仅满足于一小部分人。祂的献祭必须是

足以满足众人的需要，这是人无法计算的，只有神圣的救赎主才能做到这

一点。耶稣也必须是上帝，才能使我们成为祂公义的一部分。祂必须将自

己所成就的应用于罪人，使罪人分享祂的益处。像使徒保罗这样的逼迫者，

必须转变为传道人；吕底亚的心必须被打开；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必须从

属灵的死亡中复活，上帝的国度必须在万国中建立。救赎的工作需要一位

神性的救赎主，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其神性，则将是一位无力的救赎主。 

 

耶稣必须有资格审判活人死人。只有当那位是上帝，拥有全能，无所

不知，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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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必须配得神圣的荣耀，才能如上帝一样配受敬拜，却不会引发拜

偶像的罪责。 

 

事实上，一切成立与否，都与承认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既是上帝

又是人、在上帝永生之子的位格中联合有关。只有这样的人可以是：在上

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5） 

 

唯有祂，是上帝与人合而为一，才有能力成为堕落之人的救主。 祂的

人性使祂能代替有罪的人。祂的神性使祂能够承担人们罪的重担，满足上

帝的公义。除了这位大祭司，没有人能够医治上帝与人之间因罪而造成的

裂痕。彼得为耶稣作见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

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 

 

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救主。我们所有的公义不过是污秽不堪的破布。

只有上帝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的教会已经被上帝救赎了！只有既

是上帝又是人的耶稣有全备的资格做救主。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

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来 7:26） 

 

祂的神性给祂的献祭带来永恒的价值。祂的血比亚伯所诉说的更美，

洁净了一切的罪。作为上帝与人，救赎主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凡靠着他进

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来 7:25）耶稣有权柄与大能毫无限制地施行拯救。祂能够拯救最坏的罪

人；祂能击碎罪与撒旦最坚固的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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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耶稣——生于伯利恒的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才能成为我们

的救赎主。只有圣洁的耶稣，无罪的耶稣，从童贞马利亚所生，为我们被

当作罪人，才能以祂的圣洁和无罪成为我们在圣洁上帝面前的遮蔽。 

 

然而耶稣不仅是全备的、合宜的救主，而且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位救

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感觉到这种需要。我们是否已经面对这样的

事实：我们不能站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因此需要耶稣赎罪的宝血？这

是否是你心中烦恼的问题：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谁来遮盖我的罪孽？ 

 

这是你灵魂所深深需要的吗？那么，上帝之子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对你来说：就是大喜的消息……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11） 

 

一位当之无愧且心甘情愿的救主正在向你呼喊。因此，赶快逃到祂那

里去，祂能够也愿意将所有藉着祂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拯救到底。为着你的

灵魂，请不要忘记使徒所说的：都当藉着祂来到上帝面前。因为祂只拯救

那些到祂面前来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