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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经文
【罗马书 4 : 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
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徒 17 : 31】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著
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
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能够分
享神的话语，虽然复活节还有两个礼拜，但是我
跟赵师母在复活节前就要踏上今年第一波的海外
宣教之旅，没有办法跟你们在这里过复活节，但
是，每个主日崇拜其实我们纪念的都是这位复活
的主，不单单在复活节那天，也不单单 3 月或者
4 月复活节月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是《十
架与复活》。虽然我只用两节的经文，但是这两节
经文非常重要。在还未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
告。
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每一次踏进袮的圣殿来敬拜袮的时候，我
们知道袮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
实来敬拜袮，是袮给我们莫大的福分，因为我们
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原本我们应该
去地狱，而不是去与袮同在的天堂。但是今天因
为袮的大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

天从死里复活，不但证明你是那位唯一的、活的
救主，而且袮能够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所有愿意信
袮的人。今天在座的已经信的人，我们为此向袮
献上感恩；在座当中，也许还有那少数的，还在
寻求的慕道朋友，我们求主，今天袮的救恩也一
样的临到他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
主手中，求主袮与我们同在，我们预备好我们的
心，我们要听袮的话，我们要得袮的救恩，要得
袮从天上给我们的福气。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
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十字架的今日用途
十字架在今日的用途很多，不止是我们教堂
的尖顶上面有十字架，正统的基督教堂里面，也
一定有十字架。今天还有很多女士的装饰也用十
字架，挂个十字架的项链是很普通的，有些耳环
也挂十字架的。那么我们弟兄很多领带上面也有
个十字架，甚至袖扣也有十字架的图案。今天有
些人可能比较迷信，把十字架当作护身符，你看
有些鬼故事，魔鬼什么都不怕，就怕十字架。我
们有些弟兄姐妹，魔鬼的试探来了，就做高举十
字架的动作。这个真有效吗？那就看你是怎么信
的了。今天信徒的标记当然还有很多，圣经就是
一个，有些圣经封面上也有十字架的图案，让人
知道它不是一般的经典。再看信徒信仰的宣告，
里头一定有十字架的内容，不可能不提的。
十字架的历史背景
至于十字架的历史背景，我们很多人不一定
都那么清楚地知道。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最
残酷的刑法，那是叫一个人的身、心、灵全面地
受煎熬。通常一个比较健康的人（不像耶稣已经
被打得半死才钉上去）有的拖两、三天才会死。
我们一般认为被钉十架是因血流干了才死的。很
多年前，我看到 TIME 杂志上有一篇报道，纯粹从
医学科学的角度研究被钉十字架上的人是痛苦而
死，是心力完全耗尽而死的。他们最痛苦的是钉
在十字架上很难呼吸，每一次呼吸的时候一定要
克服身体的重量用力挺胸。传统的说法都以为大
钉是钉在手掌心，其实绝对不可能这样钉的，因
为那样肯定挂不住，过一会儿就会扯下来。钉子

是钉在手腕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我们所有神经
最密集、血管通过的地方，那是很敏感的地方，
你不相信你试试在手腕内侧按压一下。每一次呼
吸，都要拉撑一下，都要痛彻肺腑的。钉上去，
不是马上就死的，就算你流血，也要好一阵子吧？

按照圣经记载，耶稣是在巳初的时候（上午
9 点钟）上了十字架，中午以前还有太阳啊；午
正到申初，
（中午到下午 3 点）遍地都黑暗；到申
初的时候耶稣断气。耶稣在十字架上至少 6 小时
的时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呼吸一下，就要痛
一下。这种残酷的刑法，在人类历史上只用了大
概三百多年的时间，到罗马凯撒皇帝君士坦丁皈
依基督教以后就废掉了（公元 337 年）。
从 3D (三维) 角度看十架
那今天为什么要先讲十字架？因为要讲复活，
先死了才有复活嘛。那你，不讲十字架上的死，
凭空讲复活是很唐突的。现在先让我们从 3D，就
是“三维”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时代不一样了，
以前用条形码是一维的，而现在二维码非常流行；
以前打印机只能打印在纸面上，是二维的，现在
的三维打印机可以打印出立体的东西了。所以现
在不讲 3D，你很落伍，对不对？
我们今天看十字架，也是要看 3D 的，这就是
十字架的上下、十字架的左右、十字架的前后。
早两年的电视剧，很流行所谓的“穿越剧”，
例如《步步惊心》啊，《宫-锁心玉》啊，就是把
当代的事情穿越到历史里头去。好，今天我们也
要来个大穿越，回到当时耶稣钉十字架的场景里
去。第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读了以后，

我们试着把它背下来。
【罗马书 4 : 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
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现在我们先看第一维度。十字架的上下。(罗 4 :
25 a)
1. 无罪的神子: 耶稣
十字架上面钉的是谁？耶稣。他的身份呢？多
描述点给我听。神的儿子。作为一个人他最特别
是什么？义人，他没有罪。对吧？也就是说，十
字架上面钉的是无罪的神子耶稣。
2. 有罪的世人: 我 /我们
那么十字架下面呢？在当时下面有什么人？
罗马兵丁（彼拉多在不在场，我不知道，大概不
在）、犹太的官府、犹太的宗教领袖。还有一大堆
看热闹的百姓，很多人在下面。
我们都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很有名的“十架
七言”。第一句话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节经文，看来
容易明白。但是，你要真正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也不太容易。解经的秘诀不只是解释“赦免”，
“赦
免谁”才最关键。这个“他们”是谁？
首先让我们想到的就是真正拿榔头、钉子钉耶
稣的那些罗马兵丁吧？这是肯定的。那这些兵丁
觉得他需要赦免吗？他不认这个帐。
“我只是个小
兵，我是奉命行事的，上面怎么说我怎么做啊！”
他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是彼拉多下的命令啊。
那么彼拉多认这个账吗？他会说，“我三次作
见证，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而且我
还金盆洗手，表明无辜，流这义人的血的责任不
在我身上。是你们以色列百姓在那边喊 ‘钉他十
字架’，并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身上’啊。”彼拉多也会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啊。
以色列百姓认这个账吗？他们会说，“责任应
该是在你自己的宝贝徒弟犹大身上，是他出卖了
你。犹大才是该死的呀！”
犹大认这个账吗？他会说“ 冤枉啊，冤枉！
要不是我犹大背黑锅，你这个救恩还成就不了
呢！”

他也不认这个帐。
说了半天，没有人要认这个账。那耶稣在十字
架上就白死了是不是？“父啊，赦免他们”，可是
底下没有一个人承认有罪。那么，这个“他们” 到
底是谁呀？这节经文，如果“他们”两个字搞不
清楚，那就不能说是真的理解了。

“赦免他们”就是说把全人类的罪通通归在
耶稣身上。今天，是你、我的罪加在一起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假设这个“他们”只是指当时在
场的人，那救恩就轮不到你我了。所以这个“他
们”肯定要包括今天的你、我在内，否则我们就
没希望了。
罪的概念
“罪”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是
说不觉得有，但是在理解程度上有欠缺。我们中
国人理解的程度可以说是档次很低的，我以前也
这样。有人说，你们基督徒什么都好，就是这点
讨厌，动不动说人家是罪人。
“信耶稣上天堂”这
话还可以听得进去，
“不信耶稣下地狱”这句话就
叫人反感。后来我学习圣经，在查经班里查了一
年半，我才明白，原来我理解的“罪”跟圣经讲
的罪，差了三个档次。
下面我们用两个图形来表达一下。这个三角形
分左右两部分，一边是罪的标准，另一边是罪的
表现。最低标准跟表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罪。
看“罪”这个字，上面是“四”，下面是“非”，
四非。孔夫子说，非礼勿视，你不该看的看了；

非礼勿听，不该听的听了；非礼勿言，不该说的
说了；非礼勿动，不该动的动了，不该拿的拿了，
反正你不该做的做了就有罪。其实这是最低的标
准，这个标准是国家法律的标准，全世界都一样。
给你一套法规，不可以偷、不可以杀、不可以抢。
如果偷了、杀了、抢了，不该做的做了，抓到就
判你有罪。

可是神的标准高过国家法律标准。不只是你不
该做的做了，还包括你该做的没有做，那标准就
高多了。什么叫该做的没做？譬如说我们应该孝
顺父母，谁敢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惹父母生
过气？我们都经历过学生时代，学生的责任应该
尽力把书读好，谁敢说我们读书时都尽力了？不
要说每次考试都考 100 分，就说 90 分、80 分你
都做到吗？我中学时也很调皮，英语、数学偶尔
也考个不及格，按这个标准我就做不到啊！好不
容易毕业了，进到社会，在单位上班，你应该怎
样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谁敢说我上班的时候从
来没有迟到早退，从来没有公物私用、揩公家的
油？我们很多时候该做的没有做到，更何况我们
做人应该有良心，该有同情心、怜悯心，很多时
候，找理由推辞、找借口避开，我们舍不得我们
的钱财，就是没有做到嘛。这还只是良心道德标
准，可是神的标准不但高过国家法律标准，不该
做的做了，还要包括良心道德标准，该做的没做。
因为做和不做还只是行为，上帝还看你行为背后
的动机，你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上帝看我们

的里面的动机。按照这个标准，事情就没有那么
简单了。
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就给我们列了二十几项罪，
全部是里面的。
贪心是罪，想用不合法的手段把不是你的东
西变成是你的东西；
嫉妒是罪，你不满意上帝在你环境当中的安
排。在过去的同班同学里面，我成绩比他好，凭
什么他比我先找到工作，工资比我高？嫉妒在心
里面，可能从来没有表现出来，那也是罪；
仇恨是罪。圣经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
人的”。恨人是里面的意念，杀人是外面的行动，
圣经把它们画等号；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
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说，我跟
这个女的，连约会都没有过，手都没有牵过，怎
么可能犯奸淫？淫念是里面的，淫行是外面的行
动，圣经也给画等号了；
说谎是罪，什么罪？诡诈。你要么添油加醋
多说点，要么避重就轻少说点，反正你耍了诡诈。
也许可以让我开脱一些罪名，或者让我得到一些
物质上的好处。拆穿的谎话不稀奇啦，没有拆穿
的谎话谁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你知道，还是里
面的东西；
发脾气也是罪，还有自以为义也是罪，骄傲
都是罪……。
这就麻烦了，谁敢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
说过一次谎话、没发过一次脾气、没有自私过、
没有骄傲过、没有不好的念头？那我们都过不了
关。可是神的标准不但高过国家法律标准 “不该
作的作了”，还要高过良心道德的标准 “该做的
没有做”，更要高过你心思意念的标准 “私心杂
念” 。
那么上帝以什么为标准？“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
（罗马书三章 23 节），原来上
帝是以他自己的荣耀作标准的。什么是神的荣
耀？那是很大的题目。就福音的角度，很简单的
说，神本性的发挥，就是祂的荣耀。祂的本性是
百分之百圣洁无罪的，百分之百公义公平的，百
分之百信实可靠的，而我们达不到上帝绝对完美

那个标准，所以说圣经给罪下的定义不是我们所
理解那么低的档次,“四非”，起码还要高三个档
次。

罪是“射不中的”，好像你射箭射不到红心，
打靶打不到十环。这个靶，最外圈是国家法律标
准，里面一圈是良心道德标准，再进一圈是心思
意念，靶心红点则是神的荣耀。这样看，你射箭
得分 59 分，那你肯定有罪；达到 99 分有没有罪？
还是有罪的，因为上帝是绝对完美，除非你射到
百分之百。就好像一张白纸，不小心打翻了一瓶
墨水，这张纸是脏的；你要是不小心，滴了一滴
墨汁，这张纸还是脏的。对于绝对完美的上帝来
讲，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最
要紧的就是为了在下面我们所有有罪的世人，包
括今天的你我都在里头。
现在来看第二维度，十字架的左右。(罗 4 :
25 b)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十字
架，钉了两个强盗，按圣经记载都是作乱杀人的
犯人。这两个中有一个在十字架上还讥诮耶稣，
“你不是基督么？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
一个完全不一样，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
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
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
件不好的事。” 他还说：
“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
时候，求你记念我！”这两个强盗一个至死不肯悔
改，结果一定是灭亡；一个呢，及时悔改，他得

救，得永生。所以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公义与慈爱
十字架的左右，让我看到的画面，是神的公
义和慈爱。这两方面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按公
义说，你有罪，一定要罚你的，不罚就不公义，
而罪的工价就是死，罚的结果就是死；按慈爱说，
不管你怎么样，神爱你，要救你不死。这两方面
都是上帝的本性，那么怎么做？于是上帝就派祂
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祂没有罪，
所以祂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而死，而祂的死，纯粹
是因为爱我们，甘心乐意代替我们，把我们的罪
归到祂身上，祂替我们死。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你有罪，一定要罚的，现在这件事祂做了，祂罚
过了，不过，不是罚在你、我身上。耶稣既然已
经替你死了，你就可以不死了，上帝惩罚罪恶和
救你不死这两方面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以说，耶
稣在十字架上，一方面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一方面彰显的神慈爱的本性。
这是十字架的左右两个强盗，一个选择至死
不悔改，一个选择及时悔改。结局是一个天，一
个地，强烈反差。
现在来看第三维度，十字架的前后。(罗 4:25 c)
钉死与复活
我们晓得，耶稣从钉上十架到断气 6 个小时。
死了，按犹太人的规矩，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来，
去埋葬。而且耶稣还没有坟墓，是借用亚利马太
的约瑟原先为自己预备的新坟，把耶稣埋葬进去。
礼拜五钉十架，礼拜六是安息日，然后礼拜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就是第三
天了。第三天清晨，耶稣复活。复活以后，在地
上还呆了四十天才升天。
十架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受苦的耶稣，
众人都看了；但是十架的后面，是荣耀的复活主，
那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当时有些人是看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复活节要讲的最关键的事情。
事实 (物证) (约 20 : 1-8)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历史事实。根据约
翰福音 20 章 1-8 节记载算是很详细的了。犹太人

的墓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墓那样平地挖个坑，埋下
去，用土盖过去。不是的，是在山边挖个洞，有
石阶下去的，埋在里边，洞口要用一块大的石头
封住，那是一块很厚的，比一个人还要高的石头，
打成圆饼形状，洞口下方做一个凹槽，大石饼沿
着槽滚下，卡在槽内，再贴上封条。没有多人同
心合力，没办法把它辊开。要从洞的里面打开墓
门，更是不可能。
圣经记载，墓室里是空的，找不到尸体，裹
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著。

这是物证。还有天使在这里宣告“为什么在死人
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说
这是个历史事实。
见证 (人证) (林前 15 : 5-8)
除了物证，还有很多人证。根据哥林多前书
15 章 5-8 节，讲到耶稣复活，而且埋葬了，第三
天死里复活。祂显现给一批人看。第一个显给矶
法（大使徒彼得）看，一个人；然后有显给十二
使徒看，这是一小群人；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
兄看，这是一大群人（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
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是指写哥林多
前书的保罗。
现在有些新派的说耶稣死里复活是一种幻觉。
今天的专业的医生、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
知道我们人间的确是有幻觉这种现象的。但是根
据专业知识，他们告诉我们，幻觉不是任何时候

你想看就看到的，而是有特定的条件的。第一就
是一个人身体在极端疲乏的情况；第二就是他心
里头有极大的渴望或者想成就的事情，那么才有
可能看到幻觉。但是在当时 500 多个弟兄同时看
见，这就说不通了；他们还告诉我们，因为每个

人心理状况、身体状况不一样，绝对不可能两个
人同时看到同样的幻觉。所以，复活主的显现，
不可能用幻觉来解释。
复活 (显明四点)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重
要的根基。
1.耶稣基督没有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没
有罪，所以死亡没有办法拘禁祂。世上谁没有罪？
按照圣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没
有例外，“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
审判。” 人都有罪，只有上帝没有罪。
2.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地
上，成为人的那个人。
3.耶稣因爱我, 甘心为我死
4.耶稣可以救所有愿意信祂的人。
现在麻烦来了，祂没有罪，不该死；祂是神，
神是永生的，不可能死，死了一定不是神。不该
死的又不可能死的竟然在十字架上死了，那又怎
么解释呢？好在不需要你我猜，圣经直接告诉我
们，因为祂爱我们，甘心为我们的罪钉死。不是
祂有罪，是我们有罪。正因为祂没有罪，才有可
能代替我们受此刑罚，彰显神的慈爱，而且更宝
贵的是祂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的。神是无限的，

所以祂一条命可以抵全人类的命，只要愿意相信
的。都可以得到拯救。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个基督复活的
真理有多宝贵。我们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常常
会碰到一种困难：
“别跟我说了！又跟我讲这个洋
教。还用你讲吗？我们中国有的是宗教，佛教、
道教都是本土的宗教。” 你如果说，“内容不同
呀！”他们就会说，“哪个宗教不劝人行善？正派
的宗教都一样，当然教人杀人放火的邪教除外。
你们基督教说天堂、地狱，佛教里面也有啊，也
许用的名词不一样而已。佛教讲的是去极乐世界、
西方净土。至于地狱，你还没有特别名称，我们
的地狱还有叫做‘修罗地狱’的呢！回教也讲乐
园啊，阴间啊。你们基督教说要‘重生’。佛教有
‘顿悟’ 两个字，好像也差不多呀！”
那么，巨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复活了。
他们会说：“哪个宗教的教主死了不是都一
套很好的说法吗？”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仔细想
一想不一样啊。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死了，他的
徒子徒孙把他的身体火化了，把他的骨灰还分成
8 份，葬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在在尼泊尔，有些
在印度，每个地方都建一个寺庙或纪念塔。这是
个事实，证明他死了，还在坟墓里呀！没有人会
怀疑那八个坟墓不是真的；回教的教主默罕默德
的坟墓不是还在沙特阿拉伯吗？在麦加的清真寺
内，每年都有伊斯兰教徒去那里朝拜，从来没人
怀疑它的真假；那我们中国的圣人孔夫子他的陵
墓还在山东省曲阜，泰山下去，观光大景点，圣
人、圣山、圣水，其中的一个。那么就证明他们
都死了，坟墓还在。
可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一点很有意思。
你如果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不同的导游可能还
会带你看不同的耶稣的坟墓。不是大家都公认的
一个，有人说是这一个，有人说是那一个。你只
要讲得出一些理由，在那个地方挂一个牌子，就
可以变成观光景点赚钱了。问题实质在于耶稣就
是不在坟墓里边，坟墓既然是空的了，谁都可以
讲自己发现的古墓特别有价值。所以圣地耶路撒
冷有三个“耶稣的坟墓”。

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了我们全人类唯一的
救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跟他们其他所有宗教最
大的不同。其他宗教教主死后的记载各不相同，
关于道教的教主记载就更妙了。老子后来到哪里
去了？“骑青牛，出函谷关”下一句是什么？“不
知所踪”，谁能对证？而基督教讲的复活是历史的
事实，不但圣经有记载，古犹太历史里有记载，
古罗马历史里有记载，阿拉伯文献里面有记载，
今天的大英百科全书里面都有很大的篇幅的记载。
不管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
是我们要突出的就是主复活，是其他宗教里面没
有的。也就是说，基督教除了教义是真理之外，
它的信仰不是以虚构的神话故事为基础，而是有
可靠的历史的事实为基础的。
历世历代有多少帝国、多少政权想消灭基督
教，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很多基督徒宁可死也不
愿意否认自己的信仰。我们昨天还去参加了宣教
祈祷年会，其中有一位讲员，播放一段影片，就
是 ISIS 恐怖组织的人怎么处死基督徒。一排人跪
在地上，大概十二、三个，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你
放弃基督教信仰，就可以立刻起来走人。不然，
马上处死，而且处死使用很残酷的手段。然而，
每个基督徒都跪的挺挺直直的，一副就以从容就
义的样子，没有一个胆怯的。你看那照片，每个
人的脸都带着荣光。
回到经文。第二句讲“复活，是为叫我们称
义。”“称义”这个字是当年的罗马帝国的法庭的
用语。法官宣判你无罪释放，那你就可以自由了。
在经文这里，是指因为耶稣把我们的罪归在祂身
上，上帝看我们身上就看不到罪，那么，上帝看
我是个义人。耶稣使我们可以称义，就是使有罪
的成为无罪，然后叫我们这该死的可以不死。于
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两个困难：“罪”和“死”，同
时解决，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是个神学名词，比较抽象，其
实圣经描写的就是“不至灭亡”，不会去地狱，
“反
得永生”，可以上天堂，永远与上帝在一起。神
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罪卡在中间，我们没办
法跟神来往。现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代替我们
死了，把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跟上

帝恢复和好，可以跟上帝在一起。上帝在的地方
叫天堂，而我们不是因为要去天堂这个好地方而
去天堂，而是因为我们要跟上帝在一起，我们去
的地方一定是天堂。听明白了吗？要是上帝不在
天堂，那我们去那里也没用。
好，我们已经看到，十字架的上下，上面是
无罪的神子，下面是有罪的世人；又看到十字架
的左右，满足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十字架的前
后，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受苦的受难的耶稣，十字
架的后面是复活荣耀的耶稣，这一点，不是所有
人都看到，所以我们要常常讲这个道。我不知道，
今天在座当中有没有福音的朋友？假如你还没有
得到救恩的话，今天是你大好的机会。
结论 下来再来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 17 章 31
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设立的
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
人作可信的凭据。”
呼召
那今天你我都是知识分子，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早就看过坑蒙拐骗的事，不会轻易信东西的，
你要我信，肯定要有道理、有凭据。所以我不迷
信，不盲信。迷信是指我信的东西根本不存在；
盲信是指对我信的东西的确存在，可是我从来没
有了解过，看到别人信得不错我也跟着信，问你
信什么？一问三不知。你我知识分子不能迷信也
不能盲信。那我们要么真信，要么就不信。真信
就要有凭据。假如在信的过程当中，你跟神要信
的凭据合不合理？完全合理。上帝若不给你凭据
就是不讲理。那么给的凭据是什么？“叫他从死
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你把基督复活搞
清楚一定会信的。
信的四要素
那我怎么信才叫信呢？这个“信”不是我们
中国人造字的那一个“人言为信”，我看这个人蛮
老实的，你讲话我就信，不是这个档次；也不是
我们中国大陆最强调的科学上的“眼见为信”，看
不见就不信。圣经的“信”，根据系统神学，你

把所有的讲到“信”的圣经经文通通挑出来，就
发现圣经讲的信，是包括几个要素，缺一不可。
第一，听。你一定要听，你没有听过就信，
恐怕是迷信；
第二，明白。你听得要明白，不明白就信，
那是盲信。
现在我也讲了，你也听了，怎么知道明白了
没有？那很简单，问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要上十
字架替死流血？” 很多人就说，“为了赦免我们
的罪啊！”这个答案不是错的，那我进一步问“为
什么要赦免你的罪？”你会答“因为神爱世人。”
这也不是错的。那我会再问，
“祂为什么爱世人？
按照神的公义，你有罪，罚你死，去地狱，问题
就解决了。那祂赦免你的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与神和好，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至少你信耶稣这一点要明白，不然就
信得糊里糊涂。
第三，认同 听了，明白了，还需要认同。认
同两个小点： 1.上帝看我是个罪人，我同意上帝
的看法，承认我是个罪人。2. 认同耶稣是唯一
的救主。为什么说它是唯一的救主，就是因为他
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如果信到这个地步，我们已
经到达天堂门口。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我跟你讲话讲
到口渴，那你递给我一杯水，你告诉我，只要喝
下去就可以解决口渴的问题。现在，第一我听见
了，知道有这杯水，可以解渴；第二，我也明白，
只要喝下去，经过我的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
乃至于神经系统，必能解决“渴“的问题；第三，
我也认同我是个口渴的人，我需要这杯水。至此
为止，我已经解决口渴问题了吗？不够，还有一
步，还需要“喝”这个行动。听、明白、认同的
对象都是客观的道理，而真正的信仰就像铜板有
两面一样，一面是客观的真理，另一面，还要加
上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就好比我必须喝这
杯水。换句话说，必须接受这水。但是接受这个
动作是主观的经历，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
第四，接受
喝水简单，接受耶稣要怎么办？圣经告诉我

们，只要做一个决志祷告。这个祷告有两个重点：
1. 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罪人，求耶稣把我的
罪解决掉；2.我要诚心邀请耶稣，唯一的救主，
来到我的心中。
耶稣很礼貌，祂不会不经过你的同意就闯进你
心里。假如耶稣不需要经过你同意，那么，每一
个失丧的灵魂，耶稣都自己进去，一夜之间全世
界都得救了。耶稣没有做这样的事，祂等待我们
的邀请。那么当你诚心请祂进来的时候，祂会进
来吗？理论上可能进来，但是要看你里面干净了
没有。你要是绕过了认罪悔改，或者认罪不彻底，
认罪有保留，你还是把罪恶的事情抱得紧紧的，
那么，耶稣暂时不进来。祂不要你糊里糊涂地信
祂，也暂时不要做你的救主。所以说认罪是前提，
你把罪搞干净了，邀请耶稣进入你心，祂一定进
来。

决志祷告
现在你听明白那道，头脑上明白接受，等于
是到天堂门口，一只脚已经进去了，可惜还有一
只脚还在外边，魔鬼还会把你给拽出来的呀，除
非你两个脚都进去了，魔鬼拿你没办法了。那么
后面这只脚怎么也进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做
决志祷告。你凭着信心，认罪，把耶稣接到心里，
你进到天堂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每一次讲道，都不愿意错失给救恩的机会。
在座当中，假如还有福音的朋友，或者你从来没
有在主耶稣面前做过悔改决志祷告的，请把握这
次机会。如果你已经得救，你“一次得救，永远

得救”，决志祷告不需要做两次。听清楚了啊，不
然我就变成异端了啊。但是，你可以开口操练，
练习决志祷告，等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可以带
领福音朋友做这样的决志祷告。包括认罪悔改，
包括把耶稣接到心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这个漏
洞补起来。请跟着我作以下祷告,我说一句,你跟
着说一句。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
再次带我，回到当年十字架的情景里，让我看到，
袮真是爱我们罪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
现在向袮承认，按着袮的标准，我是一个罪人，
通不过袮的审判，将来一定去地狱，受永远的刑
罚。今天也让我看到，袮爱我，为我钉十字架，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袮是唯一活的救主。而
且袮可以把永生当礼物赐给我们。我现在愿意，
向袮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审查过去所犯过的
一切罪。
( 现在，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思想一
下从小到大有什么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有做、
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或者跟其他宗教有过来往
今天还没完全断掉关系的。重要的事情你一定想
得起来的，只要想的起来的，你就跟神承认。求
神赦免。)

（ 一分钟默想、默祷 ）
好，请继续跟我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垂听我认罪的祷告，
也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我现在愿意，向你立志，
今后不要轻易犯罪，但是我知道，靠我自己我做
不到，求袮帮助我，我愿意有个谦卑的态度，用
一个感恩的心，乐意地来接受袮给我的永生。我，
现在，请求袮，进到我心中，做我的救主，和我
一生的主，赦免我刚刚所承认一切罪，若有我一
时想不起来的罪，或不够时间承认的罪，都求袮
一并赦免，赐给我永生，使我作神的儿女，从今
以后，神是我的天父，带领我余下的人生，过一
个更有意义的人生，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让
我对袮常常有新的经历，常常享受袮同在的喜乐，
也赐福我的家人，或者远地的家人，他们也有平
安，有喜乐，有健康，也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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