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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张成 

 
 

希伯来字母简介 

 

图表是 22 个希伯来字母。方格里若有两个字母，则左边的
是词尾专用字母（共 5个）。每当这个字母处在词尾时,就会采用
左边的写法。 

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第一个是 Aleph（哑音），
第二个是 Bet（发音像 B），第三个是 Gimel（G），第四个是
Dalet（D），第五个是 Hey（H），第六个是 Vav（V、O或 U）
等等。22个字母中有两个是哑音字母（喉音字母，几乎不发音），
就是 Aleph和 Ayin。它是在带有元音符号时才发元音。 

图表里的 22 个字母都是辅音字母。希伯来语的元音是用符
号来注明的。字母上下的一点一划就是元音符号。以下是带有

元音符号的希伯来字例子： 

（以色列）  
YSRL  Lamed + Aleph + Resh + Shin + Yod 

         

Y      Yi     Yis      Yis      Yisr      Yisra     Yisra      Yisrae      Y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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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名字的四个字母（Tetragrammaton） 

    
Hey+Waw/vav+Hey+Yod 

这是神的名字的四个字母，要记住：希伯来文的写法是从右

到左。第一个字母  是 yod，第二个和第四个字母  是 hey，
第三个字母  是 waw或 vav（德国人就会用 V，德文的 V和英
文的W是相同的读音，所以我采用了W）。 

这四个字母就等同于 YHWH或者 YHVH，这四个字母有一
个特别的名称叫 Tetragrammaton，即“神名字的四个字母”。
今天的圣经学者都公认：YHWH的正确读音是 Yahweh（雅伟，
参看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字神名）。 

 

以上是申命记 6章 4节的希伯来文。记得希伯来文是从右往
左写的，所以经文是往右边靠。这节经文两次提到了神的名字

。中文译本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这节经文的直接翻译是：

“以色列当听，雅伟（YHWH）你的神，是独一的（echad）雅
伟（YHWH）”。另一个例子是撒迦利亚书 14章 9节： 

 

神的名字在这节经文里出现了两次。靠最左边还有一个很

特别的字 （echad），即“独一的”。在申命记 6 章 4 节，
echad也是最后一个字。Echad在撒迦利亚书 14章 9节总共出现
了两次，另一次是在左边倒数第三个字。第一次是强调雅伟是

独一无二的，第二次是强调雅伟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和合本的

翻译是： 

雅伟必作全地的王，那日雅伟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

也是独一无二的。（撒迦利亚书 14章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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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名字的统计数据 
神的名字 YHWH 在旧约总共出现了 6828 次，旧约大概有

23000节经文，所以平均每三、四节就会出现神的名字，次数之
多可见一斑。神的名字也可以缩写成 Yah（ ）。Yah在希伯来
圣经出现了 49次，其中的 40次是出现在诗篇里。一个例子就是
诗篇 118篇 17节： 

 
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雅伟的作为。 

（Yah）是 （Yahweh）的缩写。犹太人都知道 Yah 是
指雅伟。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就是“哈利路亚”（halal+yah），
即“赞美+雅伟”的意思。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神名字的第
一个发音是“雅”（Yah）。Yah在希伯来圣经里出现了 49次，
加上 Yahweh的出现次数 6828，总数就是 6877次了。 

不但如此，旧约有 163个人名是嵌入了神的名字。在尼希米
记 9章 5节，一节之内就出现了 6个人名是嵌入了神的名字，其
中 5 个名字是末后带有 Yah 字的，另一个则是在前头带有 Ye
字。Ye和Yah都是神名字Yahweh的缩写。有些名字在中译本圣
经不明显，可以参考附加的 CJB英译本的音译： 

利 未 人耶 书亚 (Yeshua) 、甲 篾 、 巴尼、 哈 沙 尼
(Hashavn yah)、示利比(Sherevyah)、荷第雅(Hodiyah)、示
巴尼(Sh vanyah)、毗他希雅(P tachyah)说：“你们要站起
来称颂雅伟你们的神，永世无尽。雅伟啊，你荣耀之名

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尼希米记 9

章 5节) 

利未人耶书亚（Yeshua）的名字是前缀嵌入了神的名字（缩
写成 Ye），其余的五个名字都是后缀嵌入了神的名字（缩写成
Yah）。每一个嵌入了神名字的人名都有特殊含义的。 

利未人耶书亚的希伯来名字是 （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音

译是 ），这也是主基督的名字（耶稣）。 （Ye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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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Yehoshua，约书亚）的缩写，这两个名字在旧约大约
出现了 230次，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希伯来名字。 

旧约带有神名字（缩写形式）的人名的总数可能有 8000 到
10000次左右。将这个数目和神名字的出现次数加起来，神的名
字在旧约至少出现了 15000 次，这是最保守的估计。神的名字
在希伯来圣经中真是随处可见。 

前缀嵌入了神名字的希伯来人名 

约书亚 Joshua   雅伟是拯救 

约拿单 Jonathan  雅伟已经赐予

约押 Joab  雅伟是父亲 

约珥 Joel  雅伟是神 

旧约人名有两种方法嵌入神的名字，一种方法是在人名前

面嵌入，另一种方法就是在人名的后面嵌入。前缀嵌入神的名

字往往缩写成Ye、Ya或Yo。中文音译带有“约”字开头的希伯
来名字，往往是神名字的缩写。 

图表列出了四个前缀嵌入神名字的人名作为示范。第一个

是 Joshua（约书亚，Yehoshua）。中文的音译相比英文译音更为
接近希伯来的读音，因为“约”的发音像“Y”，而英文译音
则是“J”。但按照古英语的发音，J的发音是像 Y。 

约书亚的希伯来文是 。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最右边

的三个字母就是神名字的头三个字母。这个名字是由两个字组

成的：雅伟+拯救，意思是“雅伟是拯救”。 

第二个例子是 Jonathan（约拿单，Yonathan）。这个名字的
意思是“雅伟已经赐予”。既然“约”（Yo）是雅伟名字的缩
写，那么“拿单”（nathan）的意思就是“礼物”了。由此可
见，犹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很多名字都是与神相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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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是 Joab（约押，Yoab）。这个名字是 Yo（雅伟
的缩写）和 ab（父亲）组成的，意思是“雅伟是父亲”。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 Joel（约珥，Yoel）。英文的音译是 Joel，
其实应该是 Yoel 比较正确。Yo 是神名字的缩写，el 的意思是
神，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雅伟是神”。 

所以前缀嵌入神名字的希伯来名字，通常是以Ye、Ya或 Yo
开头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后缀嵌入神名字的例子。 

后缀嵌入了神名字的希伯来人名 

以利亚 Elijah  雅伟是神 

以赛亚 Isaiah  雅伟是拯救 

希西家 Hezekiah  雅伟是力量 

撒迦利亚 Zechariah  雅伟纪念 

以上图表是后缀嵌入神名字的人名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Elijah（以利亚）。E li是“我的神”的意思，Jah（Yah）是神名
字的缩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成了“我的神是雅伟”。 

第二个例子是 Isaiah（以赛亚）。最后三个字母 iah（Yah）
是神名字的缩写。这个名字较正确的音译应该是 Yesha-yahu。
它是由 yasha（拯救）和 Yah（雅伟）组成的，意思是“雅伟是
拯救”。 

第三个例子是 Hezekiah（希西家）。但凡见到以 iah（Yah）
结尾的希伯来名字，就能知道这是神名字的缩写。不知道为什

么中文圣经将 Yah 音译成了“家”而不是“亚”。这个名字的
意思是“雅伟是力量”。 

最后一个例子是 Zechariah（撒迦利亚）。这个名字是由 zakar
（纪念）和 Yah（雅伟）组合成的，意思是“雅伟纪念”。 

以上例子都是后缀嵌入了雅伟名字的缩写 Yah，中文圣经大
都音译成“亚”，如同“哈利路亚”的“亚”一样。若将 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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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致的音译为“雅”，一切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每逢读到Yah时，就知道这是神名
字的缩写。但对外邦人来说，这些名字都是毫无意义的。就如

非基督徒读“耶稣”这个名字时，都会假设耶稣因为跟耶和华

（“耶和华”是错误的音译）是父子关系，所以都姓耶。 

从以上例子可见，犹太人起的名字都有特殊的含义，而且

经常与神的名字联系上。“耶稣”这个名字也不例外。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 

“耶稣”名字背后的含义 
“耶稣”这个名字是源自希伯来名字 Yeshua（ ），即

“雅伟是拯救”。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希伯来名字，在旧约就

出现了两百多次。新约也提到几个叫 Yeshua 的犹太人，但可能
是因为译者认为“耶稣”是个神圣、独特，不可滥用的名字，

中译本圣经都刻意不将这些人的名字音译为“耶稣”（路 3:29
【约细】; 徒 7:45,来 4:8【约书亚】; 西 4:11【耶数】）。这样一
来，“耶稣”这个名字给读者的印象就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

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Yeshua 这个名字在犹太人的圈子中是极其普遍、常用的名
字。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杀人犯巴拉巴的原名是“耶稣

巴拉巴”，但和合本圣经只音译了巴拉巴，新译本音译为“耶

数巴拉巴”，吕振中译本则音译为“巴拉巴耶稣”（太

27:16-17，参看新译本、吕振中译本）。 

大多数英译本新约圣经将 Yeshua音译成了 Jesus，完全偏离
了原文的读音，为什么呢？因为 Jesus是音译自拉丁语 Iesus（拉
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大公教会使用的敬拜语言），

而 Iesus则是希腊语 Iesous的音译。 

音译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就如老外用汉语拼音读中文一

样。虽是能读得像模像样，但对读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正

因如此，“耶稣”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意思的，它只

是一个音译的名字——姓“耶”，叫“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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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的 Iesous是音译自希伯来名字Yeshua，但两者的读音
有很大的差异。而 Yeshua（ ）是 Yehoshua（ ，即“约

书亚”）的缩写形式，意思是“雅伟是拯救”。所以每当犹太人

称呼 Yeshua 时，这个名字就会提醒他们“雅伟是拯救”。对犹
太人来说，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但对不懂希伯来语的外邦人

来说，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音译名字。 

多重的音译导致 Yeshua 这个名字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和焦点
被遮掩和遗忘了。神为什么要给主基督起名叫 Yeshua 呢？
Yeshua 是一个很普遍的犹太人名字，如果要给主基督起名字，
你肯定会起一个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名字，这才

配得上他的身份。但为什么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行事呢？ 

可见，为主基督起名 Yeshua 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
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如果你明白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每一

次你读这个名字“耶稣”时，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了。神为什

么给主基督起名 Yeshua呢？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

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 1章 21节） 

“因”一字就解释了给这个孩子起名“耶稣”（Yeshua）的
原因，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原来这个名字是跟“拯救”有

关系的。按照中文的翻译，“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

来”的“他”就是耶稣，“自己的百姓”就是“耶稣的百

姓”，因为前面提到的“儿子”就是耶稣。但是，如果按照犹

太人的读法，图画就不一样了：“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

起名叫‘雅伟是拯救’（Yeshua），因他（雅伟）要将自己的百
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主基督的名字“Yeshua”是在传达一个重大的信息：雅伟
是拯救。这个名字提醒雅伟的百姓，惟独雅伟是他们的拯救。

雅伟是用什么方法拯救他的百姓呢？就是借着他所差来的这个

人（耶稣）来拯救他们。呼叫这个人的名字求救，就是呼叫“雅

伟拯救”，承认这个人是雅伟差来的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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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Yeshua 这个名字是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提
醒我们：耶稣就是神的拯救大能的具体体现。我在《神的名字》

一文中关注这个问题：神的名字为何在新约里销声匿迹了？撒

但想方设法要神的百姓忘却神的名字，以致不能呼叫神的名字

得救。尽管撒但诡计多端，但雅伟神的先见和智慧令撒但的计

谋无法得逞。 

雅伟神在新约的一开始，就采用了一个方法防止他的百姓

遗忘他的名字。他将自己的名字嵌入了主基督的名字里，并且

借着这个名字提醒他的百姓：救恩惟独来自雅伟。神的名字

“雅伟”在新约里铺天盖地，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在新约里

出现了大约 900 次。每当提及“耶稣”这个名字，就是在提说
雅伟的名字和他的拯救大能。 

施洗约翰 
神不但透过天使给主基督起名，他也借着天使给撒迦利亚

的孩子起名叫“约翰”（路 1:13）。施洗约翰也是雅伟差来的使
者，他的任务就是要向雅伟的百姓显明谁是雅伟差来的拯救

者。 

“约翰”是比较接近拉丁文的音译，其实正确的希伯来读

音是 Yohanan。在旧约，Yohanan（ ）是音译成“约哈难”

（王下 25:23; 拉 10:6; 尼 6:18）。神名字的缩写（Yo）是前缀，
嵌入了这个名字中。H anan是“恩慈”的意思；加上Yah，意思
就是“雅伟是恩慈的”。为什么强调雅伟是恩慈的呢？路加福

音 1章 68-69节已经给出了解释： 
68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

们施行救赎。69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

的角。（路加福音 1章 68-69节) 

留意这几句话：“以色列的神”，“他的百姓”，“为我

们施行救赎”，“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这些话跟马太福

音 1章 21节的强调很相似，都是强调惟独以色列的神是他百姓
的拯救。雅伟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呢？就是借着他所兴起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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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角”，即主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约哈难”（约翰）这

个名字是提醒神的百姓：雅伟是恩慈的，他兴起了拯救的角来拯

救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怜悯”（eleos）一词在路加福音出现了 6次，
其中 5次是出现在了第一章（50, 55, 58, 72, 78节）。这 5次都是
在讲述雅伟神对他百姓的怜悯。显而易见，雅伟的怜悯、恩慈是

路加福音一章的鲜明主题。 

撒但用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了神的百姓 
撒但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如“要害怕神，不可妄称神的

名”），游说神的百姓不要提说神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神

的名字就被遗忘了。所以无论是《七十士译本》或是希腊文新

约，神的名字是无踪可寻的。犹太人是以“主”（kurios）字来
取代了神的名字。 

撒但的第二步就是以他的“基督”来鱼目混珠，代替了雅

伟的基督。如何鱼目混珠呢？就是借用“主”这个字来混淆视

听，使人以为新约所有用来称呼神的“主”字，都是指耶稣。

结果，撒但的三位一体“基督”不但是代替了圣经的基督，还

进一步取代了雅伟，成了“子神”。 

这就是撒但的诡计，他一步一步地诱惑了犹太人和教会来

达成他的目的。他想方设法要神的子民遗忘神的名字，以致不

能呼求神的名得救。 

奇妙的是，雅伟似乎已经预知撒但的计谋，所以在新约一

开始就给基督起名“雅伟是拯救”。雅伟的名字从基督诞生的

那一刻开始，就嵌入了基督的名字里。每逢犹太人呼叫耶稣的

名，他的名就会提醒他们：救恩属乎雅伟（诗 3:8; 拿 2:9）。 

当我们凭信心呼叫耶稣的名字时，我们就是在呼叫雅伟救

我们，而雅伟就会借着他的基督来拯救我们。神的智慧何等高

深莫测，他用这个方法来保守自己的名字，好让他的百姓和全

世界的人今天依然能够呼叫他的名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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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神在基督里成就了救恩 
“神”字在新约总共出现了大概 1300 次，“耶稣”出现了

大概 900 次，这个统计是按照希腊原文计算的。从数据可见，
雅伟神是新约的核心，但耶稣的位置也不容忽视，因为有 900
次之多。无可否认，耶稣是新约的焦点，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

耶稣的名字。但别忘了，神将自己的名字嵌入了基督的名字

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 1章 21节：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

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 1章 21节) 

如果按照中文意思理解，那位将自己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的就是耶稣。难怪乎外邦人（非犹太人）尊耶稣为神。很多基督

徒没有意识到，“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源自旧

约的一个应许： 
7以色列啊，你当仰望雅伟，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8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篇 130篇 7-8节) 

诗人提醒神的百姓当仰望雅伟，因为救恩是源自他，他必

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神给予他百姓的一个承诺。

而“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雅伟的应许已经应

验了，他会施行拯救，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路加福音 1章提到施洗约翰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以色列的神
雅伟要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68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

们施行救赎。⋯⋯77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路加福音 1章 68,77节) 

如果救恩是来自雅伟，那么他是如何拯救我们的呢？就是

透过耶稣——他所差来的基督，施行拯救。耶稣的确是新约的

焦点，但“耶稣”这个名字是在提醒我们，救恩惟独来自雅

伟，耶稣是雅伟差来的拯救主。所以在尊崇耶稣的同时，基督

徒要切记：雅伟才是救恩的真正源头。保罗也是如此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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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

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

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

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哥林多后书 5章18-19节) 

保罗强调“一切都是出于神”，雅伟神是救恩的源头，我

们的拯救是来自他。雅伟如何成就这救恩呢？他是借着基督使

我们与他和好，好让我们能脱离罪恶归向他。即是说，神是借

着基督在世上施行拯救，基督是他施行拯救的媒介。 

保罗的双重强调——“他借着基督”和“神在基督里”，

说明了是神在基督里（基督不是神），借着基督叫世人与自己和

好。即是说，世人必须借着基督才能与神和好。 

“神在基督里”意味着神是住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所以，

不仅是神的名字嵌入了基督的名字里，神自己也嵌入了基督的

生命里，让基督成了他在世上的完全代表。 

保罗也提醒我们，神已经将同样的职责交付了我们。我们

在世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所以耶稣做的工跟我们息息相关，

他是我们追随、效法的榜样。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

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

后书 4章 6节） 

保罗在 4 章 6 节继续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
神⋯⋯”，这句话有点像创世记 1章 3节：“神说，要有光，就
有了光”。留意这是雅伟神的吩咐。这是什么光呢？这里解释

说是神荣耀的光。我们如何才能看见神荣耀的光呢？就是在耶

稣基督的面上。基督不是神，他是神的形像（4节），而且是最
完美的形像。即是说，神是借着耶稣来彰显他的荣光。遗憾的

是，那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4节），以致看不
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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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神在基督里成就了“以马内利” 
明白了以上的解释，就能正确明白马太福音 1章 23节： 

“看吧，那童女必怀孕生子；人必给他起名叫‘以马内

利’”；以马内利才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吕振中译本） 

童女生的孩子就是耶稣，人们称他为“以马内利”。“以

马内利”是希伯来语“Immanu  El”的音译（参看赛 7:14），意思
是“神（El）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称耶稣为“以马内利”呢？
三位一体论的解释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子神”变成了人

（耶稣），住在了以色列人中间，所以称他为“以马内利”。 

如果耶稣真是神变成的人，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

人，因为真正的人都不是神变成的。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如果“子神”能够脱离其它两个位格变成了人，这岂不证明了

“三位一体”不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神”，而是三个独立，可

以分开的神吗？如此一来，三位一体论就成了多神论了。 

明白了“神在基督里”的意思，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称耶

稣为“以马内利”了。因为雅伟选择住在耶稣里面，借着他与以

色列人同住。务要留意马太福音 1 章 21 节和 23 节的关联。第
21节说到神要借着耶稣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紧接着在 23节
就提到了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可见拯救我们脱离罪只是救恩的

第一步，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的百姓可以与神永远同在（启

21:3）。借着耶稣的诞生，雅伟神在基督里成就、应验（太 1:22）
了这个荣耀的救恩计划。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翰福音 1章 14节） 

使徒约翰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道”（雅伟神）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

“他”明显是指“道”。但人又如何看得见那位看不见的神的荣

光呢？就是在神的独生子（耶稣）身上。这位独生子的荣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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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他里面彰显出来的荣光。所以耶稣可以说：“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
父”（约 14:7）。但要切记，耶稣不是父。 

可见约翰的话跟保罗的话是一致的。神是住在基督里，借

着他有形有体地彰显自己的性情。神荣耀的光辉是透过耶稣彰

显了出来。但耶稣不是雅伟，也不是神，他是个“肉身”

（人）。神选择了借着这个“肉身”来做工、彰显自己。 

正因如此，保罗在歌罗西书 1 章 15 节称耶稣为“那不能看
见之神的像”。“像”即形像，是肉眼看得见的。那位不能看

见的神借着住在这个“肉身”（耶稣）里，与以色列人同住，好

让他们能看见他的荣光。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

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

的右边。（希伯来书 1章 3节） 

圣经的不同作者都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来讲述神和耶稣的

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耶稣为神荣耀的光辉，是神完美的

形像（真像）。惟有在耶稣身上以色列人才能看见神的荣耀，惟

有透过耶稣他们才能认识神的完美性情。但耶稣不是神，因为

他是坐在至大者（雅伟神）右边的基督。因为他的顺服、受苦，

忠心地在世上完成了神的旨意，神授予他至大的荣耀，得以坐

在神的右边。 

雅伟将耶稣升为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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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4章 12节） 

因为耶稣对雅伟的完全顺服，雅伟神能够随心所欲地借着

他来施行拯救。雅伟神已经将耶稣升为至高，并立他为万人的

救主（徒 13:23），也是万有的主（徒 10:36）。所以使徒彼得可
以这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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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名字 Yeshua 之所以是超乎万
名之上的名（腓 2:9），不是因为这个名字独一无二、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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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为雅伟神已经将他高举，并授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作雅

伟的全权代表。 

现在我们应该看清楚了，耶稣的荣耀、权柄、能力不是他

自有的，这是他的父神雅伟赐给他的。神为他起名 Yeshua（雅
伟是拯救），就是要提醒我们，救恩是源自雅伟。我们的信心对

象是那位在基督里的雅伟神，他才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 

与此同时，因为神高举了耶稣，并立他为主、为基督，所

以我们也甘心乐意顺服耶稣，尊他为主基督。我们对神的相信

必须具体表现在我们对耶稣的顺服上。那些凭信心呼叫基督的

名 Yeshua的人，就会经历雅伟神的拯救：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行传 2章 21节） 

到那时候，凡求告雅伟名的就必得救⋯⋯ 

（约珥书 2章 32节）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取自旧约约珥书 2章 32节。
约珥书 2章 32节说的是求告（或呼叫）雅伟神的名，为什么彼
得将这个旧约的应许套用在了耶稣身上呢？因为雅伟的大名已

经嵌入了“耶稣”这个名字里头。呼叫“耶稣”（Yeshua）就是
呼叫“雅伟拯救”。所以如果我们凭信心呼叫基督的名“雅伟

是拯救”，我们就会经历到雅伟神给予我们的应许，他会借着他

差来的基督拯救我们。 

基督在神永恒计划里的崇高地位 
希望透过这个简短的解释，大家能够明白基督的名字

Yeshua（耶稣）背后的含义。这个名字提醒我们：救恩惟独来自
雅伟神。雅伟不仅将自己的名字嵌入了基督的名字里，他也将自

己嵌入了基督的生命里，借着住在基督里向世人彰显自己。每

当我们提说基督的名字时，就是在宣扬雅伟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

伟大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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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基督的名字是带有能力，非常尊贵。他在神的永

恒计划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是雅伟神委派的全权代表，是

万有的主。 

所以认识雅伟的名字至关重要，惟有认识雅伟的名字，我

们才明白耶稣这个名字背后的重大意义和信息。但愿每次我们

提说、呼叫耶稣时，我们的内心都会对雅伟神充满感恩，因为

他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 

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诗篇 79篇 9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