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创 1:1)。 他创造了所有的植物和动物。 最后他创造了男人
和女人并命令他们要治理动物和照顾植物 (创 1: 26-18)。 当神创造一切的时候都是完
美的而男人和女人也是无罪的 (创 1: 31)。 神也命令他们有一颗果树是禁止吃的 (创
2: 17-25)。 其它的果树他们都能吃唯有这颗能 “分别善恶的果树” 他们不能吃。 这是神
对他们信心与顺服的一次试验。
堕落与应许: 很不幸的女人不顺服神并吃了那禁果。 过后又把果子给了她丈夫而他也吃
了就犯罪了 (创 3)。 当这事发生时， 罪与死亡就进入了世界 (罗 5: 12)。 世界被神
咒诅了 (创 3: 17) 直到有一位救主被拆派来偿还罪的工价和修复神与人的关系 (罗 3:
25-26)。 圣经将这应许称为“女人的后裔” (创 3: 15)。
圣约之家: 神给了一位名为亚伯拉罕的先知一个应许 (创 12: 3) 从他的家族中会出现一
位救主并修复这一切。 他的后代等待着这位名为弥赛亚, 救主和救赎者的人物。 这个人
将会是神穿着人的形状, 会过着无罪的生活, 为世界的罪恶将自己作为完美无罪的祭献上,
并会在第三天复活。 这个应许在动物的献祭中作为预兆。 有一个特别的献祭叫做 “逾越
节” (出 12) 就是把完美无缺的羊羔宰杀了。 圣经预言这个人将会出生在某个家庭 ( 诗
110: 1), 在被指定的城市 (弥 5: 2), 在历史中的某个时期 (但 9: 26) 以及他会超自然
的生于一位童女 (赛 7: 14)。
应许应验在耶稣基督里: 在大约2000多年前这个应许和这些预言都被应验了。 耶稣由童
女所生 (太 1: 18), 在所预言中的城市 (太 2: 1), 也在正确的家庭中 (路 1: 32)。 这
个人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太 8: 29)。 是神穿上了人的样式 (赛 9: 6)。 他也没有
犯罪 (来 4: 15) 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他并没有罪的遗传因为他是由童女所
生。 当他过着无人能过的没有犯罪的生活时, 因着爱, 他把自己作为无罪的祭献在十字架
上为了偿还神对罪人的愤怒 (约 3: 16-19)。 他成为我们的代表死了也满足了神对罪人
的愤怒。 他胜过了第一个人的失败 (林前 15: 45)。 在第三天他复活了 (约 2: 19-22)
而这显明了罪的工价已经完全被偿还了。 圣经的好消息就是神已经拆派了一位所应许的
救主, 预言都已被应验, 而他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赐予罪的赦免和永生。
神的属性: 神到底是谁为了拯救有罪的男人和女人会做出如此伟大的作为呢? 圣经说神是
圣洁的, 有完全的意念并于被造物是有别的 (赛 6: 3, 55: 8-9, 代下 2: 6, 6: 18, 尼 9:
6)。 神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彼前 1: 15-16) 和要求完全 (太 5: 48). 神
是公义的审判者 (诗 98: 9), 全能, 全知和不变的 (诗 147: 5, 希 13: 8)。 你不能逃
避或拦阻他的审判 (诗 139: 8, 但 4: 35). 神 “监察人心” 也要 “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
事的结果报应他” (耶 17: 10)。 神是爱并恨恶罪恶 (1约 4: 16, 箴 6: 16-19)。 他向 “
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 却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申 7: 9, 民 14: 18)。
人的属性: 按照神完全的标准你是个好人吗? 神要求完全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思想一下

神的一些诫命。 神说 “不能说谎!” 你曾经撒过谎吗? (出 20: 16) 神说 “一切说谎话的
, 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地狱 (启 21: 8). 神说 “不能犯奸淫!” 和 “不
能杀人”。 你曾经对别人的配偶有过欲望吗, 或者无故的恨一个人? (出 20: 13-14)。 耶
稣说在神眼里这些与犯奸淫和杀人是一样的 (太 5: 21-22, 28)。 圣经说你如果是犯了 “
一条诫命” 就是等于犯了所有的诫命 (雅 2: 10)。 根据这几条诫命, 在神的标准里你是
一个说谎的, 犯奸淫的和杀人的。 神说 “犯罪的, 他必死亡” (结 18: 4) 并要被扔到地
狱里。 地狱是一个惩罚的地方被形容为火湖, 痛苦, 和黑暗 (可 9: 48, 太 25: 30, 路
16: 23, 启 14: 11)。 任何的罪是对无限圣洁的神是无限的过犯; 所以永恒的地狱是公义
的 (罗 2: 9)。 试想, 如果一个犯人说一句 “我很抱歉”, 一位好法官会释放他吗？ 不会
， 他会说， “我很高兴你能为你所犯的罪感到歉意，但是法律是要求公正的。”神会惩罚
所有的罪而感到“歉意”是不能洗清你的罪行的。神说 “没有义人”（罗 3：10-18）而我们
所有的 “义就像污秽的衣服” （赛 64：6）。
最大的问题：神也说定罪人为义的是神所憎恶的 （箴 17：15）。 最大的困境：所以一
位圣洁的神怎能原谅罪人呢？ 一个犯人若无法偿还他的罪债，但是如果另一个人替他还
了，那么公义就被满足了。这就是耶稣为你所作的（提前 1：15， 罗 5：6，林前 15：3
， 来 9：15）。
你惟一的希望是耶稣：神穿上了人的样式 （来 2：14）， 耶稣过着没有犯罪的生活并且
因着爱将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 （约 3：16-18， 彼前 1：19， 约 8：46）代替你承受神
的愤怒 （彼前 3：18）。 他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却复活了代表着罪债已经完全偿还
了（路 9：22， 罗 4：25）。
神对你的命令：救恩是属乎恩，借着信心，独有在耶稣里面 （弗 2：8， 徒 4：12， 约
14：6）。 神命令 “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作的一切
（徒 17：30， 可 1：15）。神不是命令你单单尝试着作好行为或献祭。神说 “神所要的
祭就是忧伤的灵”（诗 51：17）。“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
赛 66：2， 57：15， 雅 4：6）。所以悔改吧，相信和谦卑的向神承认并且丢弃你的罪
（雅 4：8， 罗 6：2）祷告神赐给你悔改的生命与信心 （徒 11：18）。 求神怜恤你因
为他是满有怜悯的 （诗 41：4， 路 18：13， 箴 28：13）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
他” （约 6：37， 罗 10：13）。
灵里的重生：耶稣所 “你必须要重生” （约 3：3-8）当你把信心放在耶稣里面你就是一个
“新造的人”了 （林后 5：17）。 神会改变你的心渴望圣洁。你的罪将被归在耶稣身上，
而他的义将会归给你 （林后 5 ：21， 林前 1：30，罗 4：8， 彼前 2：24）。因着你借
着信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作的一切，神就看你为义了。
对初信者的指示：找一本圣经，每天阅读和遵从它。从约翰福音开始一直读到结束。然

后再从新开始。 找一间传讲圣经的基督教会。
对虚伪者最后的警告：你如果已经是一位基督徒，那么神命令你要 “省察自己” （林后 13
：5）看看你们在耶稣里的信心是否是真的。 问你自己你是否唯独相信耶稣，或者你相信
的是自己的“好行为”？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行为那么你不能站立在圣洁神的面前并且称为义
除非你是完全的， 但神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请阅读约翰一书并且与经文比较一下你自
己和你的生命。 “使你们所蒙德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彼后 1：10）。 对于那些虚伪的
耶稣会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太 7：22-23）。请不
要将你在耶稣里的救恩看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