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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万事非仔；如 凡事都在 ？中的计飞r]

中， 或在？也允许之下二 这丰二个册子能达到

的手中J�_U色才f' ＇.岛1'.1,

书中1＼许t它的真理fi它改 ＇t f�：的 一 生 3

不但如此， 这本册子告i年1平如何得到罪的

吃、 与 神和好， 以及｛三天堂的吨-t�｝乙

书中的内 ：；－. fj它向国；二在昨括：每中可柜

的叫问， 号；青（牛:ft坟；长；中的时［ii] j子才回

后的呐！主枚其重要 吁：若 ；（；＿ 照书中

的指示厅，It将会才二 i主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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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得好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拥有健康是重要的， 但这并不是最重

要， 因为我们总有一 刻会与世长辞。

拥有金钱和物业是重要的， 可是这些

并不足够， 因为总有一 天我们要撇下这一

切而去。

获得坎乐是重要的， 可惜它像过眼烟

云， 并不持久。

有鉴于在世时光的担促及永恒的无

限，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乃是确保我们灵魂

有永远稳妥的归宿。 OF必须挤！保自己死后

所去的地方是｜天堂｜而非l地批 j

耶自矿、曾问过以干 一 个关键的问题：

l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恬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主换生命

呢？」（马可福音八章36-37节）

错在那里？

问题在于「罪」。罪使人与 神分 r:r号，

不能土天堂；也使人沉沦， 住地狱去。

圣经说： 「伴们的罪孽使你们与 神

隔绝，优们的罪恶使地掩面不听你们。I(以



容亚书五十九章2节）

什么是罪？

罪京t -!t 达不J'; ？中完美的标准， 许1

曾说： ｜世人都把了罪， 亏战了 神的

O J （罗马书二章23节）

罪就是作 些我们不该作的事 . FL 

不义的事都是罪、 （约翰圭书五章17节）

罪就是不作 些我们应当作的事

：人、若一知道ff苔， 却不去行， ；主，）＇（走陀的

罪了、 . （稚各书四草17节）

罪就是违背良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u 」（咳马书十四章23节）

罪itξ白弘与不；去飞 l 罪：就是I句 神

不畏按咋的旨7差，乃是按我的茸�＇

不但我们的意兰、 言语＆斤1� ：主 开了

罪，甚至我们的内 i 七、 都；高手［罪性〈事实上、

我们的丰！'1二比我们的厅为更坏

你的话令我充满罪疚！苔， 莫非你不

希望我保持一个美好的自我形象

么？

神i 希望吁：实觉自己的罪恶， 以致it采

取相应的斤动 l 只有刀！；些承认自己有肯的

人， 才去去昔医生、 寻求医治 主）Ji；封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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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过：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

的人才用得着。 ＇ （路加福音五章31节）？

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才会来到基督

那里寻求救思。当体正从 ：号昼的边结堕下，

却仍只顾及美好的自我形象， 那又有何用

处呢
。

f

若然好人可以上天堂， 坏人才会下

地狱， 那么我又何须忧虑呢？

这说：去是错的， 因此听得的结论也是

错的。

「好人可以上夫堂 J 这话并不真吨。

按照 神的标准， 世上没有好人。 ｜时常

行善而不但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I (1专

道书七章20节）

唯 一 可以上天堂的人， 就是那些蒙思

得救的罪人 ι

frl若你还未得救，11；丁要忧虑的事情多

的是呢1

莫非你认为我与众所周知的坏人同

样糟透么？

以你个人的观点， 或是你亲属和朋友

的观点， 你可能不及其它人那般坏。 但这

些标准都不能走准。 圣充说那些自我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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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相 tu仕 的人都是不智的（悉舌哥林多

后书十丰一12节） 只有 ？中的主1J断才可以

作；住 υ 在 f中的［fr�中， 我们都是厅主的罪

人 f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哥？｜、各 r，；； 扫 t �＇，「工 1

如果我守十诚， 又竭尽所能达至完

美， 这又是否足够呢？

前光，fl：应i共认识十陆的要求．

不可有别的神 l j虫 － 的真 忡 t兰、；同雯

在首位 ;
-'
'- i戒命博除了不信吉的fr'z N1 ， 也

否定且它形式的问？中， 例如金战、 民念、

权力？；
一
J 白我等 这些都不fit占据的：：i二台的

宝座

不可拜偶像（ 我们常7；了以为偶像只是

J刊物料！推划出来的fl＇，［付11%z、fEJ i主迫命同样

禁止辛耳其它人物， ；吉一切］汽车、 房�，＿（ 、 妻

子或儿女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这战命呆Jt在

宣誓叫作 rrt 吧证， 同时非悍咔亵； ＇�与咒iE

的行为飞

斗



当记念安息日。 我们应当将每星期的

某天腾出来用作敬拜和｝l!Z事 神 c

当孝敬父母 c 不可违背父母， 不尊敬

他们或阶窃他们的财物。 这诫命亦包括照

顾父母及向他们表达略激。

不可杀人 3 就算你从未曾亲手杀过任

何人， 请记着， 我们都因杀害 神的儿子

刊11 �f）而有罪。 因为是我们的过5巴使f｛飞受

害 c JJ[l虾、曾教导憎恨与企骂是凶杀的酝酿

阶段（参看马大福音五章21 22节；约翰圭

书三章15节）。 肯定地说， 堕胎是时下

行的 一 种杀人方式。

你们昕见有盼咐古人的话， 说： 「不可杀

人。J又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O J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恕的， 难免

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

审断〈凡骂弟兄是魔手1J的，难免地狱的火 c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 至二十二节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几

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约翰圭书三章十五节

不可奸淫。 这诫命禁止所有婚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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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行为 f、 洋且耶际曾教训｜！人说， 在眼目

I::_ (i1] ＇寻；王也是犯了奸淫（马太福音五章28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

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飞
川 ＇ . 二 寸 一一 l μ→ 乓71；而有11 甲－ 1＇、17

不可偷盗。 不可盗取1��邻舍的时物，

也不叮1企夺 仲的荣恒、 以及人叶 忡的

服二字、 政拜和！Iii�月it ; 

不可说谎。 不可在报税表上埠tFt共实

的奇料， 不可在f :r （件）的年岁上说：荒， 下

可i吃白色的币1 话（即无恶意的旺话）戎tilt

小况（即说笑）， 也不可夸犬戎欺诈等等产

不可贪婪。 贪婪；原于脑海中， 因此这

命要求1）：有 一 个耳:l'E纯洁的生活俨 咋的

吧？卫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月1；邮将才i战且结如下．当尽心尽意受

神， 又要哇邻舍如同自己。

除了J[fl盹以外、 L人来没有一个人曾

戎是能够满足十i战的要求（

。



如果我们不能全守十诚， 为何还要

向我们传述呢？

神顶布十i戒， 为要叫我们认识自己是

罪人。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生口罪c 」（罗马

书三章20节） 一 条直线可用来显明另 一 条

曲线的弯曲。 诫命就是 神的直线， 当我

们站在诫命旁， 便会发觉自己是何等弯曲

悖i翌口阿！

t我命并不可作为登上天堂的阶博 c 镜

子能反景；我们脸上的污埠， 但它不能清洁

胎儿 c 温）变计可探出我们发烧的热度， 但

吞下温度计却不能治好热病〔

我可以为自己赎罪或作出补偿吗？

绝无办法！

你的意思是我为自己的过犯作告解

也无用吗？

「告解」 一 词及其含意不是来自圣

经。

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义（就是我们所能

作最好的事）只不过如污秽的衣服（以赛亚

书六十四章6节）。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

7 



的衣服已

:J容E书六十四幸六节

},p要求的是悔改， 并非告解、 表面的

忏悔或自把自艾 c

你所说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呢？

悔改 吠是人在心if上叶罪、 －；：J 自

己、 对 冲和对辛苦首先作出的改变， 先

后带来！？为上的变［七、 i.悔改一 不单在安

恼上，也生走在良心Cc 当 一 个罪人悔改、

他去承认自己是一失击的罪人、 无Iii;无望和

渴求 ，哥、冉；悔改使人坟1： 自尊， rt 心的站

在 件ifl]前否定自氏

它包含昔忏悔， 为罪而忧恕的7主义，

但抖非仅止于此，［；：可 fl 只为罪忧恕， 却

没有离弃罪寺、

我可有其它方法赚取救恩吗？若

有， 我会非常喜悦。

这问题说叫了以行为换取救思主甚

受欢迎的， 它使人们误以为自己可以做自

己的救主、 也使罪；毛的天性作王门

可是， 我们是无；去日iR取救恩的〕 T�I 

说我们只能单凭思要得较（参看以弗l吁书

8 



二章8 9节）。

你们得救是本子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 乃是 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

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听书二章／c至九节

你经常说得救是本乎恩， 究竟那是

什么意思？

思』号是 神将恩赐白白的赐予我们

这些不配得的人；其实我们洁得的， 正与

恩典听给的相反。

恩典的观念与礼物的观念彼此相近。

我们不会赚取一 份礼物， 赚取回来的是自

己的工价 c 当体接受礼物时， 体会说「谢

谢」。

恩典与行为不能混为一 谈， 它们非此

即彼， 互不包容。

思真必须与律法界线分明；在律法之

下，｛t获Jj;Z {t、该得的分， 在恩典之下， 你

得着你所F配得的。

你认为好行为不重要吗？

神的活教导我们， 人并非靠好行为 i导

9 



（旦当我（［］得救后， 我们应当有女子厅为

的特ilt「 好fr为并非悍救的原因， 乃是

果；它非恨主， 乃是果骂；也非起；J草 『
T7

rt后果

人人都能作的第 一 个女子Ir为， 特J是信

幸王二日（参看约有f福音六章29节L自此之

岳、fjil,为 神的苦怡和别气的好斗士而
J

壮 的

事都是好fr为 r

耶稣回答说· 「信 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

f乍 神的工

？］ 轮语音，工·iy.二才九节

当我还是婴儿时己受了洗， 那是否

已经足够？

不论是婴儿戎E代人， 受；生都不桂扭

软件气

在新约圣经里， 没有 一 节经文主张婴

儿洗礼（ 只有那些己主相信耶稣基督为主

和救主的人才接受浸礼（委主看使使斤传二

斗l节） .,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L

使f走fr！专二章凹卡 一一 节

）
 
（

 
l

 



婴儿借洗礼得救的教导将 神当作

一位不公正的法官， 给那些从来没有机会

受洗的人定罪。

水也因此替代了耶稣， 成为救世主。

假如几滴水点可以拯救婴儿， 为何主

耶稣需要代死呢？

婴儿洗礼实在是没有功效的。 有许许

多多曾在婴儿时期受了洗的人， 后来却成

了通奸犯、杀人把、 及各种形式的犯罪者。

那么， 对我自己来说， 我需要怎样

行才可以得救？

你需要重生！耳fl稣曾简单地说： 我

说：「你们必须重生。1咋不要以为希奇。」

（约翰福音三章7节）除非 一 个人已经重生，

否则他永不能看见或是进入 神的国。

你所说的重生是什么意思？

当 一 个人认罪悔改， 又以信心去接受

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 一次新的出生便发

生了，此次出生是奇妙的、 奇迹的、 超自

然的， 也是 神的工作。 你首次的出生是

属肉体的，而这个新的出生是属灵的。

11 



你说唯一得救的方法是借着对基督

的信心， 难道你不认为只有 一 个救

法的概念是太狭窄么？

是这段地对

曾：l除了（苦苦地以外，：乌有1、

怀里去（均11：白音十四幸6节）

歹，
t
-

升、：j >(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f

1j片古／；才；＂） ? ，τ ]7 

' J 、了借着基督以外，：2育 ｝，，

｛导二战（使［走；；Jc f专四章12节）

忱｛导

靠Jc－它方

除地以外，另l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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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丁（专凹:i,'，「二［！

T EJI；主t 1L, M以外，

书二幸ll节）

f果字也曾写过．

再i王｝干其它恨基（哥咔多

相
国基f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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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唯 一 方法是信靠基督。

信心或相信是什么意思？

信心就是单单接受主耶稣基苦为｛t

上天堂的唯 一 希望， 放弃任何自我拯救的

念头， 也不自夸自己的分儿二 再者，f；：要

完全信任池。

在圣王里， 有数个字或词与「相信

是同义的， 例如：

接受、 进门、 开门、 吃、 喝、 来、 回

京（如；良子的止 1命 ）、 接受礼物、 看、 认罪、

听、 模（！也仨主的H子）、 接受送清查1j t导tL

或大运暗中、 l!ti从等 υ

信心是否像盲人骑瞎马呢？

绝对不是！事实上， 信 i七、 要求最咱切

的明证， 莉」是在 神的目里找到的 ［］月证。

再没有比 神的话更确切的了， 池的话

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17节）。信任f也是

人人都能的， 而且是最理智、 最合逻辑和

最合理的。 衬适之物信任造物主， 岂不是

理所当然吗？ 神不能说谎、 或欺骗、 或

？阳岛。

13 



福音是否太容易和太便宜呢？

得救是在号的 其在号的佳哩足以

使每个人都可以得着 c

叶于罪人来说， 它也是便宜的 不

用金茂， 也不明代价（以赛亚书五「五章l

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

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买了吃， 不用银

钱， 不用价值… c,

川军亚书五十五辛 节

可是，叶于救主来说，救恩绝不！要立，，

W1, J 兰、好〔离开天堂的荣耀， 来到这俨罪恶的

世卑， )j[出她的宝血，主 l

「巧习｜；可 ＇，白的死亡，

好使我们罪？导枚免（彼得可［书二章24节）

地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

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j舌因

地受的鞭伤， 你们使得了医治

！皮f豆叶一书二章二十万节

l斗



我怎样知道自己信得正确和信心充

足？

信心并非救主， 耶稣才是 ο 真正的信

心将人的优靠全投在地身上 c

这并式是指头脑上对某些事实的赞

同， 而是对基吕耶稣的信靠 c

信心的大与小并非最要紧， 信心的对

象才是关键的所在。

你说过得救是不需要做任何事， 却

又说唯 一要做的只是相信： 这岂不

是前后矛盾么？

听来好像是矛盾的， 不过以下是它真

正的茸旦：

1:r，卢If要fp(或是能够作）的事没有 一 件

是带有功劳性质的。 好行为、 教会会籍、

忠心地持守圣礼、 捐暗与穷人、 凡此等等

都不能叫你得救（提多书三章5节上

地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

义， 乃是照袍的怜↑间，借着重生的洗， 和

圣灵的更新 o

j是多书三章五节

相信基督这个行动并不是一 项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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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靠信心上天堂， 也不能因有信心而

当我得救后， 我如何能坚持到底

呢？

首先、 作要接哇救思，当吓得救后，

咋不用靠自己去保持这得救的地位

因为主岳不但rit t至救， 非能（果守 J 当

？也在f；：里面动了吾工，？也－／.＇ 全戊全此；］二（ 『11

立比书一 革6节；优犬书24节）。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成全

这工．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1:if立i七书 羊
－

，＇－；节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疵，

欢欢喜喜站在地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 神 ε

Ht气书二「；t节

我相信后是否可任意而行呢？

当吓得较以后， flfl会改变咋的意

向；1�：不再 ff、 ）［］，罪、1
＇

！：下去喜1尤以Ii二月r；令

的抖主忏十字荣的生活方式.－ r:i飞 去吃草

16 



圣洁。 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

是新造的人，1日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

（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

假若我在得救后又再犯罪， 我会否

失掉救恩昵？

耶稣说过，袍的羊没有一 只会灭亡（约

翰福音十幸27-29节）。

我的羊昕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

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

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

父把羊赐给我，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

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c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

听有被称义的人都将会得荣耀（罗马

书八章30节）。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

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罗马书／＼章三十节

得救是一 次出生的经历（约翰福音三

章3-5节）。 出生是决定性的， 又是不能更

17 



c
l

z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

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 神的国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

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 神的国

!,
l；有t i面击二芋三1之五节

；三育一件事能1�10 1言使与 f�I的吃亏

l而（罗马书＇，章38-39节）.

国为我深信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

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

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另lj的受造

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 这

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专马书 ＇ ＇乌5二「 l 、王二十1L节

可是我认识 一个曾得救的人， 他后

来犯了罪并且失丧了。 对于这情况

你又有何解释了

n若吐真的得：J士， ＇.tl1,排在 f： 二夹丧（ 但

是， 如果忧只是个在名的［｛言传 l ， 可 l；二、

18 



他可能只经历一 种道德行为上的更新。 他

可能是假冒为善， 后来又再重蹈他那旧有

的、 犯罪的道路。

我们不能将经历作为信仰的根基， 只

有 神所默示的话语才可信赖。 那准确的

试验是： l圣经怎样说？」

你说当 一个人得救后， 他得着罪的

赦免， 可是他在得救后所犯的罪又

会如何呢？

当 一 个人得救后， 他所有的罪恶都得

着放免， 那是指着对罪的工价而说的 σ 当

耶稣死的时候，丰也是为我们所有的过 12,而

死， 包括过去的、 现在的和将来的。 当地

克的时候， 这些罪恶全都是将来的（注·那

时我们还未出生）。 地为所有罪恶而死。 如

今， 神（那最大的审判者）再不能在信徒

岛上找着任何罪恶， 再也不用永死去刑罚

他们， 因为耶稣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上担

负了那刑罚。 「 古口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I （罗马书八章l节）

可是， 得救后所犯的罪却带来如下的

后果：

它ff］破坏信徒与 神的交通。 这交通

将会 一 直中断，直至那罪过夜承认及丢弃。

19 



虽然芝通断绝了， 但是关采去fl T二会消吏

芝通 ＇

f玩 好［蒙主 → 缕4�丝， 而 关手

［号：是 一 恨不断的扶性

它们时坏我们与其它信徒的专吧

它们阻碍我仁的恃告得章应允

它们使我们对基苔的事奉没有果子，

甚至凭我们不rJi：事幸c， 它(I'；也去封蔽j飞们

的口

它（（：败坏和茸导主的名字

它们夺去找们的喜厅、

它们使我们｜厅主的真确性声斗了li,t

l吁 士lt1 －！；口W：： 生(J.I. Packer）曾这样说． 节

日：！J £的唯 一 iiE招吠走三川.�今1m r0r1主的表

它川
、

J 阻碍属灵的长

它们招来 ？中的管

：在人因相信士；rr,皖基�� , 1毛 r导甲生：J者

（ f中）枚罪， 是 一 立永远芜全的材 <t

1,t因；1、罪而得着夫义的的屯 J �t样

的 l枚号是信使（［：仍在｜可t1’ 之内的tit民

耍的

假如我得救之后逝世， 但仍有未承

认的罪， 那又会如何昵？

正如以t的解怦， 这些罪恶的开H'l已

20 



经7块偿还了。 神不会要求重复的偿还。

因此， 你永恒的得救不会受到影口向。

那因qe,罪而断绝了的交通， 会因着你

回到天上而恢复过来。 不过， 未经承认的

过把会使你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招致损失。

你说基督为所有人而死， 为何又不

是人人得救呢？

基督的死足够为任何时代的人赎罪，

但只有人用信心去接受基督， 它才发生功

效。

神不去在违反人的意写下去拯救他

们。？也不会使天堂居住着一 班不用意往那

里去的人。

如果我相信基督， 我是否会在情感

上经历 一 次很大的体验？

有些人去， 有些人却不会。 对于某些

人， 尤其是从罪孽深重的生活中被拯救出

来的人， 往往会有如辞重负的主验 c 至于

另 一 些人， 可能只是静静地接受神圣的赐

予。毫无疑问，接受救恩包含惑情的成分，

但有时候那情感上的冲击会姗姗来迟， 又

或者相隔了一 段长时间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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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何得知我已经得救？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透过 神的话 c 圣

经的写成、 是为要叫那些信奉 神儿子的

人知道自己已旦得救（约翰圭书五章13

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

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约翰音书王章十三节

以F的表现， 也是得救的明证：

有 一 份l顺眼主的1：：＿＿，＇ 士、；

有一 份对基督f走的雯心，

有 一 份对圣洁的雯菜，

有一 份对罪恶的憎恶，

有 一 份对 神话语的喜雯；

有一 份对祈祷的爱好；

有 一 种对 ？中引颂的触觉；

有 一 份贯彻始坏的信心；

有圣灵内住的日月1正；

有 一 份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渴想 c

我是否需要先洁净自己的行为， 然

后才可来到主面前？

这并不是语音的信 l哥、 v 因为｛：F，出去尝

可可



试， 便越发现自己的污秽。

你所需要的不是改过自新， 而是重

生。

那垂死的盗贼并不能洁革自己的行

为；同样地， 你也不能。

耶蛛曾提及 一 位尝试洁平自己行为

的人。 那人的房子既清洁又空闷， 但他却

没有让救主进入， 他后来的景况比先前的

更不好呢（马太福音十二章43斗5节）！

i亏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

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ιJ到了， 就看

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

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

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

了门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五节

休让良心苦等待，

空想自己配蒙恩；

救主真神何所要？

识己软弱惟靠袖。

劳苦担者闻天召，

23 



夹丧罪人尽可来，

何Jiff Jf：搁因改善，

虚度岁月枉踵lit

一个人自称得救是否过分自大？

lrl若 一 个人的得救是靠自己的义， f也

就是自吹自插了 ο 但当 一 ［立真信1.ib兄忧已

至得救，他并不是自夸 c 他其实是说： 我

犯了滔天大罪， 但基督为我作了完全的救

！咳＂ - f也怦得救113功干 神的恩典 c

最过分的自高自犬莫过于有； 忡为

说谎者，不相信地为地儿子所作的见证（约

宣书五章］（）节）。

信 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

信 神的，就是将 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

信 神为地儿子性的见证

约翰圭书五章十节

假如基督徒的信仰是正确的， 为f可

你们的人数这么稀少了

这问题假设大多数的 一 方住注是正

确的， 事实if]非如此

在洪水的时代， 只有八个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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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人都灭亡了。

在骨髓地， 众人都是错的， 只有 一 小

撮我畏主的信使是正确的。

耶稣说b i 1厅、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jlj

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

也多。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七章13-14节）

假如 神是全能的， 为何地容许战

争、 不幸、 苦难及忧愁出现呢？

这些都是罪进入这世界后的结果。

忡并不是邪恶事件的发起者，所有的疾病、

苦难、忧伤及死亡都是从哇鬼来的。但 神

为自己的荣璀仍然容许哇鬼行恶， 好使袍

的百姓得益处， 和成全自己的旨意。

假如 神是满有爱心的， 地怎可以

使人们入地狱？

首先， 神并没有为人预备地抗。 地

批是 神为电鬼和叛逆的天使而预备的。

神并不尾惹人进地Ji}（去 c 为了防止这事的

发生， 衬I 差袍的儿子降世， 受苦、 流血

及死在各各他山， 为人预备得救的道路。

如果人拒绝 神拯救的方法， 还可以有别

的方法吗？事实上， 那些走住地狱的人，

25 



是自己选择进去的、 因为他们故意拒绝白

白的思歧， 拒绝 神所赐的永生。

有一件使我困扰的事， 就是在教会

里也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 c

我们应当记着．真基苔使与Wz信陆是

有兮另1J的飞 那些有生命见证的$：信使与那

些只是自非是Jg, �｝ i走的人，两者相距甚远飞

在政治的圈子里也有假道学， 但人民

何去投票〔 在体育界里也有伪君子、 但人

们何如蜂拥去吨看他们 r 在娱乐界里也有

伪善者， 但人们对堤f17J趣味盎如 有些

钞票是伪造的， 但人何尽力积蓄、

人只会1rQ冒真实和有价值的事物 我

们洋非为ffz冒为善的人去辩护， 但l青一句以

此作为自己还未得救的借口 J ［牛T 吩咐人

信靠11�蛛、 并不是信靠基督徒。 当伴戎为

一位基苦徒以后， 昨夜向这世百展示真主

战的博样

我认为教会只是想要人的金钱。

有时人会以此为借口去推却相信月f,

酥 η 无可否认， 某些教会、 电台和电视上

的节目已演变为咐我的行业， 但这些都不

能代表真正基督徒的信仰／ 神芥不需要

26 



你的金钱；？也所需要的， 是你对袍全心全

意的信任。

假如我已得救， 我是否需要受浸？

假如你真正归了主， 你会希望受浸。

虽 r.1 受；是并非得救的条件， 但它是顺服的

表现。 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 是非常重

要的（马太福音廿八章19 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f'I=我的门徒，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c

马大福音廿八章十九节

受浸是让你向这个世界宣告1t， 相信

了耶蛛。 如一某 一 个人幅强地拒绝受；是 ？ 那

么他归主的真确性就叫人怀疑。 基督徒若

未受；是便死去， 他们就永远不能受浸。

假如我己得救， 我是否需要离弃我

从前的信仰？

如果那信仰否定基督的神圣，

或提倡以行为得救，

或崇拜偶憬，

或否定圣经是神的话，

那么， 你便需要离弃它。 虽然你的亲

27 



人未必认同， 件也要离弃它

耶蛛ill: 「问：们不要骂我来， 是叫地

上太平」 我来， 并不是叫地上大干， 乃是

叫地上动7J兵 c 因为我来， 是叫人与父亲

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班，媳妇与婆装生He c,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京里的人飞 ： （马大福

音十章34-36节） 一 位初信者的IIJ主往往会

使性的亲属与
I

± 肮

可是， 这些都不应该使你沮丧二

告L导我们， 初信者在京人面前言厅 川 、

皮去引切；他们安1J二t :iu jfy；即或在吭， 1,J1" 1门

的主 R-J_ 也会改善， ；1!i ；�lj 7才福音卢生兴

信徒的责任是！；同IJK主， ＂Ii后将后果�

f合性。 地＇／.＇ 定赏吗凡J:10 i人？也的 ）、

我觉得自己应该相信基督， 却仍然

害怕。 你可否告诉我难处在那里

昵？

事；

或许是以下的原因之一 ．

可能是骄傲；

可能是作觉得信耶邮是 一 件羞耻的

可能是（午吃咋的罪过于基岳、 式是｛t

雯罪中之乐过于圣洁的生活；

可能是昨受上某个不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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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可能是家庭的压力 恐↑自父母反

我担心成为基督徒后需要放弃太

多， 那代价实在太大了。

你有否想过不成为基督使的代价又

有多大呢？

我希望等到生命的晚年才信主， 你

认为如何？

1t忘记了两件事。 第一 ， 人生变幻莫

j则，你不能预知你的生命何时拮束。第二，

主会 HI ：才再来 c

我承认人生变幻莫测， 但主的再来

又是什么 一 回事呢？

耳�ffi！；曾应i午袍的ffn 民者？也会再回来。

没有人知道什二、时候， 也许就在今天 c 已

经有许多预花显示这事即将发生。 时候 一

到， 信徒会陆提到天上去。 那些听过福音

却拒绝接受的不信者， 他们怦会在地上经

历 一 段可'I白的大灾难时期， 至终下到地批

斗二。

你是指世界末日快到吗？

不是的 υ 在世界末日来临以先， 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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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夺去走生、 首先， 正如先前所提茂

的，Ifli坷去回来将自使才是J'ij夫上去；且看，

上 ？7:过 － f,t非常悲惨的灾难时期 u 之后、

基督去重｜恼地上设立袍的国度，ft王 一 千

年 一 千年过后， 我（门现今所i（识的世异

回去到了尽头；它去内烈火叶钊1L 至

引进永恒的J；；，， 旱， 在可1: :fl 将去有新主体的

天�－；＿； 7乏新的地球 c

好了， 请你扼要的向我重述， 我当

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怎样才有得救

的确据了

首
一
生，（）：，，｛ )iji在 神I ［面前，f: 1r 1�·.是一

个学三击的罪人、 自己E得的刑罚是永远的

?[ ＂［＿一（

咋不要以为叮川自救， 戎靠好品格、

好｛？为来换取救j主

i_,, lfrI相（言主耳l：际基督替1�：吨， 视为

｛平承担了it i芝受的开ij罚俨

最后，（牛，J.i l 1｛ 着信心接受？也为伴j,r,

一的主手叫：；T :_t二、 又相信？也是件上天堂的

- rlit主 I 当 1t 1r i11t哇1+1；的这样作、技照 ；中

活语的权柄， ！1：已永远悍救仁

仰的自许是： 「 ？中雯世人， 甚至

的业生子明拴他ff:『 叫 一一 切信f1f�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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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灭亡， 反得永生。 」（约

节）

福音三章16

（本苦相信， 便会得着 一 切， 不会有任

何损失。

你尾慧、相信主耶稣吗？为何不从现

在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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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个时髦的集会中来了 一 群显贵

的人士， 当中有 一 位 －k ±：－用优美的技巧弹

奏乐曲和献唱， 表演完毕后， 听众如古贯

耳的掌声充满了整个礼堂。

一位作为马1t:加沙（Caesar Malan）的

基督使前来多i1j她的献唱。 元过 一 番i羊

后， 马it Ja
＂

出地可怜的属灵光景。 当这位

女士听后， 显得十廿愤7号， 因为他表示地

是 一 个罪人并且极需要得救。 地对于11[3封、

基督（ 神的儿子）的血可以洗净地所有的

罪过番说话、 毫不堪兴地。 她极不客气地

责备了马it先生后，f要愤然离去 J

当晚， 地无法入晤， 马伦先生的说话

不断地在地脑海中回呐 J 在凌晨二时，句：

从床上跳起来， 眼泪；用；！L而出。 低于1J安享

乐（Charlotte Elliott）写F了即闻名3'.i边的

诗敢 以正如我状 ，详述了地走口向来到

基苔面前的fZ, J币。



正如我状

正如我状， 元善＂丁F车，
才在竟为我， 流血合身，
才召我前来， 与衬：相亲，
神之羔羊， 我来！我来1

正如我状， 前来就主 ，

不再妥求， 自：先地f亏，
借主宝血， 秽边全？余，
神之， 羔羊， 我来！我来！

正如我状， 辗转不宁，
忧愁种种， 疑虑重重，
争战苦难， 内外文攻；
神之羔羊， 我未！我未！

正如我状 7 盲日术团穷，
极待放f台， 渴望尤明，
所求惟有， 主能供应，
神之羔羊， 我表！我来！

正如我状， 主便接待，
要放我罪， 迎我前来，
信主应许， 永远不改；
神之羔羊， 我来！我未1

正如我状， A名靠主走，
才fil:去隔离、 排除障碍，
归主冯主， 永不分开；
斗1，之羔羊， 我来！我来！

- it� fl 安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