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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 
福分⼈⼈都渴望得着。每逢新年时，许多

⼈都会在门⼜挂上对联，内容总是与福分有关
的，就如财源⼴进、货如轮转、出⼊平安等等。
有的甚⾄写了⼀个⼤的「福J」字，倒贴在门
⼜，意即盼望来年有⼤福临到⾃⼰的家。然⽽，
尽管⼈⼈内⼼都有这种渴望，但事实并⾮尽如
⼈意，往往是事与愿违，甚⾄遇到许多不幸的
经历、痛苦与疾病；即使有⼈饶幸得着⼀些物
质上的福分，那也并⾮是真正的福分。 

⼈间福⽓⾮真福 
! 中国⼈常称有福分为「有福⽓」。「福」1

字后⾯加上⼀个「⽓」，实在满有意思，说出
了⼈得福的同时也受了不少⽓。举例来说：有
⼈⼉孙满堂，别⼈都称他有福⽓，岂知⼉⼥们
彼此不和，争夺家产，又不孝顺；那⼈⼀⽣劳
苦，到了晚年却是孤苦伶仃，真是受⽓多过蒙 !1
福！又有⼈⽣了聪明的男孩⼦，读书成绩名列
前茅，以为可以光宗耀祖，岂知花了⼀⽣的⼼
⾎望⼦成龙，到头来却遇到孩⼦极悖逆不孝，
又是受⽓多过蒙福！又有⼈⼀⽣苦苦经营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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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耐劳；⽣意兴旺时，⼈⼈都认为他有福⽓，
岂知他已是⼀把年纪，又⼀⾝病痛，不能真正
享受余⽣，实在虚空⾄极！又有⼈找到了⼼⽬
中的配偶，外⼈看实在有福，岂知夫妻时常吵
架，受⽓的时间⽐蒙福的时间还多！ 
是的，⽇光之下世⼈所追求的福⽓，既不

易得着，又要受许多的苦；即使得着，也是瞬
间即逝，因为⽣命不在⼈的⼿中。况且这世界
的钱财，实在是⽆定的钱财，今天在你⼿中，
明天却跑到别⼈的⼜袋⾥。近年⼀场亚洲⾦融
风暴，许多原本是财主的，⼀夜之间破产变成
⽋债的穷⼈，真是富贵如浮云，转眼成空。 
 笔者曾听过⼀个真实的故事：有⼀位⾹港
⼈，原本在银⾏⾝居要职，⽣活安定，但他常
想发财，就辞掉⼯作，专⼼进修投资课程，又
不断在股票市场投资获利。他似乎有独特的见
识，因此经过⼀段时间，许多⼈输钱，他却赚
了超过⼀千万。他⾃以为很有本事，岂知他把
所赚的钱摆放在⾹港⼀间最⼤最可靠的华⼈证
券⾏，那公司却倒闭了，令到他⾎本⽆归，连
职业也丢了。⼀场戏剧性的发财梦幻灭，⾄终
只带来内⼼的创伤和痛苦。这世界的福，实在
来的快，也去的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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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甚么才是真正的福⽓呢？就是神所
赐的福。神所赐的福与世⼈的福又有何分别呢？
请我们先来思想： 

何谓福⾳ 
简单⽽⾔，福⾳就是「有福的声⾳」、「有
福福的信息（或消息）」，是创造万物之独⼀
真神所要赐给世⼈的福，这福分的特点是： 

⼀．永 恒 
神所赐的福与世上的福全然不同，乃因祂

是神所以祂所赐的福是永远的。⼈⼀次得着，
就可以永远得着。这福分是从今世到永恒，就
如圣经说：「神爱世⼈，甚⾄将祂的独⽣⼦赐
给他们，叫⼀切信祂的，不⾄灭亡，反得⽔
⽣。」（约约三1:16）「永⽣」就是得着神永
远的⽣命，将来灵魂可以不被丢在⽕湖 

中灭亡，反得着神永远的同在，享受天堂的福
分。因此，今⽣把握机会相信接受耶稣作救主，
正是决定我们在永恒⾥的命运，所以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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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池，相近的时
候求告袍。」（赛55:6） 

⼆．真实可靠 
有⼈对于信耶稣总是带着先⼊为主的偏见，

认为信耶稣只不过是⼀种精神寄托。这完全错
了！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有⽆数信耶稣的⼈，
他们们在⼈⽣各种的际遇中丰丰富富的经历了
神的恩典、帮助和拯救。笔者多年主领福⾳布
道会，曾⽬睹⽆数的⼈信耶稣之后⼤⼤改变、
蒙福：有的戒掉毒瘾、赌瘾，重获新⽣：有的
夫妇在离婚边缘，因信耶稣⽽彼此饶恕，重新
和好、相爱；有的在贫穷⽣活中，经历了耶稣
的着顾在各种的艰难中经历了耶稣的拯救。喚！
对于享受过神所赐福分的⼈，他们的所经所历 
有如铁⼀般的事实，绝不能否定，你也可以去
经历亲偿主恩滋味。 

三．可以⽩⽩得着 
⼈世间并⽆不劳⽽获之福即使要得着暂

时的福，也需要付出代价，但神所赐的福，却
是因信基督耶穌⽽⽩⽩的赐给世⼈，正如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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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得得救是本乎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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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2:8－9）因信耶
稣，既公义又慈爱的神就必敖免⼈⼀切的罪，
⽩⽩赐给他们永远⽣命和圣灵，并神的鸿恩厚
爱，让他们领受神所赐诸般的愿典，以及⼼灵
的平安喜乐，且⼀⽣蒙神眷顾，这是何等的福
分！这是真福⾳。 

福⾳的内容 
经上说：「我当⽇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
死了；⽽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
活了。」（林前15:3－4）这是福⾳的内容，说
明因着耶稣在⼗字架上的代死，叫普世的⼈可
以得着福⾳，就是使凡相信接受池作救主的⼈，
均罪得敖免。耶稣从死⾥复活，使凡相信接受
池为个⼈救主的⼈，都蒙神称义⽽得 
神永远的⽣命。 

那么，谁能得着这福分呢？不是靠⾃⼰
来改好、修⾏，因⼈⼈都在罪的权势底下，⽆
⼒得胜，同时，⼈更不能凭⾃⼰的义⾏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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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标准。要得着救主那稣⼀⼀真福⾳的唯⼀
道路，乃在于真⼼相信，接受耶稣作你个⼈的
救主，且开声祷告。在此恳请你⼼跟着以下的
祷⽂，开声向主耶稣祷告： 
「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

⽣命的主，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将⼀⽣信
靠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有灵魂吗？ 
有⼈认为⼈死如灯灭，甚么都⼀了百了，

因此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处世。但
是，请我们仔细思想：若⼈⽣在世，只不过是
在时间、空间⾥存在数⼗寒暑⽽灭亡消失，那
岂不与动物全⽆分别么？其实⼈的本性要显明
⼈有别于⼀切的动物，俗语说：「⼈是万物之
灵。」⼈之所以优胜于其它动物，乃因⼈有灵
魂，这正是造物者神借着池的话（圣经）向⼈
所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造⼈时，乃是 
照着⾃⼰的形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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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叫⼈寻求神 
⼈由灵、魂、体三⽅⾯组成，与动物的被

造不同。动植物只有物质的躯体，没有灵，但
⼈却有灵、魂、体三部分。⼈的魂包括情感、
意志和思想，⼈的灵则是认识神的器官，使⼈
可以认识真神，并与池交通，因此有⼈存在的
地⽅就有宗教。⼈有灵魂，⾃然要寻求神，就
如有收⾳机就可以接收电台的⼴播。虽然我们
⽤⾁眼看不见电波，但我们不能否认电波的存
在。同样，⼈有灵魂，就⾃然需要神，如孔⼦
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又说：「冥冥中⾃
有位主宰。」只因⼈沉沦在罪的⿊暗中，如圣
经所说「此等不信之⼈被这世界的神（魔⿁）
弄瞎了⼼眼。」（林后4:4）因此，许多⼈为着
灵的需要⽽制造假神偶像，如经上说：「他们
虽然知道神神，却不当作神荣耀池，也不感谢
袍；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知的⼼就昏暗了。
⾃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
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和飞禽、⾛兽、
昆⾍的样式。」（罗1:21－23） 
动物世界⾥没有宗教，我们从未见过动物

拜偶像，也没有看见⼀头猴⼦被猎⼈追杀⽽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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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跑到偶像⾯前烧⾹求救，因牠没有灵，所以
不懂也不能接 触神。然⽽⼈就不同了，⽐如⼀
个⽆神论者，虽然他所受的教育和先⼊为主的
观念是「没有神」，但在急难中，当他的智⼒、
财⼒、权⼒和和能⼒都救不了他时，他的灵就
使他求神救他，因此，许多原是⽆神论者，均
会在危难中求告真神⽽得着神的拯教。 

⼈怕⿁证明⼈有灵 
再说，动物从来不怕⿁，因牠们没有灵去

接触灵界的事物，但⼈就不同，让我作⼀个假
设：⼀个⽆神论者夜⾥经过坟场时，忽然扑出
⼀只猫来，此时他准会吓⼀⼤跳。虽然他告诉
⾃⼰没有⿁，但若过⼀会⼉又有⼀只狗跳出来
追逐猫，我想他的⼼定会吓坏了。若真的遇见
⿁，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也是许多有撞⿁经
历之⼈的体验。 
原本他们的下意识不信有⿁，但⼀旦遇上，

就马上⽑发直竖；直觉接触⿁，就⾝不由⼰地
全⾝失控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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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信了真神耶稣基督之后，从此就不怕
⿁，反⽽⿁怕我们，因我们⾥⾯有耶穌的同在。
⽽耶稣又胜过了罪恶、死亡、魔⿁和世界。 

⼈会思想将来证明⼈有灵 
此外，⼈有别于动物，乃在于⼈会思想到

将来，⽽动物则不会。历史上秦始皇名成利就，
拥有江⼭之后，却对死亡产⽣惧怕，于是差派
⼀队⼈马往各处寻找长⽣不⽼的灵药，结果，
仍逃不出死亡的权势。其实，⼈会追寻永恒，
乃因神造⼈时⼰将灵摆在⼈⾥⾯；灵魂是永远
的，所以⼈⼈都会思想到将来，为未来忧虑。 
圣经说：「神造万物……・又将永远安置

在世人心里。」（传3:11）是的，古⼈的经正

印证这点如俗语说：「今⽣不报来⽣报」，也
就是说⼈⼼⾥有来世观。古⼈又说：「⼈之将
死，其⾔也善。」⾔下之意，乃显出了⼈对永
远的确信。即使是⼀名罪⼤恶极的坏⼈，临死
前也会就着良⼼说⼏句善⾔，似乎是要藉懊悔
的说话将功赎罪，因害怕来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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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耶稣是拯救 
经上说：「罪的⼯价乃是死。」（罗

6:23）是的，在圣浩公义的神⾯前，世⼈都犯
了罪，伏在死亡的权势底下。但死并⾮终结，
⽽是像⼀道打开的门，将⼈带到永恒，⾯对永
⽣和永死的结局。圣经说： 
「按著定命，⼈⼈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
（来9:27）哦！谁能救我们的灵魂脱离将来神
公义的审判呢？惟有耶稣。除祂（耶稣）以外，
别⽆拯救，因祂曾降世为⼈，为着普天下世⼈
的罪钉死在⼗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接受
神公义的审判，第三天从死⾥复活、升天，赐
下圣灵，为要叫⼀切信祂的⼈，不被定罪，反
得永⽣。 
亲爱的朋友，神爱你，池已经为你预备救

恩，叫你因信接受耶稣作救主，将来可以⽩⽩
得永⽣，今⽣得着祂作你的救主，成为你随时
的依靠。 
请诚⼼跟着开声祷告：「主耶稣啊，我愿

意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命的主，求你赦免我
所有的罪我将⼀⽣信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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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吗？ 
    有⼈说：「我不相信宇宙间有神的存在，因
我看不见池。」其实⾁眼所能看见的事物极其
有限，就如⼈⽤⾁眼看不见风、空⽓、电波、
电⼦、原⼦、中⼦、质⼦……然⽽，没有⼈会
否认这些物质的存在 
想想看，⾃古以来，只要有⼈存在的地⽅

就有宗教，只有在⼈类社会中才有宗教，在动
物、植物界中都没有宗教，因为万物中惟有⼈
有灵，能接触灵界事物，如俗俗语说：「⼈是
万物之灵。」又如圣经罗马书第⼀章⼗九⾄⼆
⼗节说：「神的事情，⼈所能知道的，原显明
在⼈⼼⾥，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从造天
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
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可推诿。」是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借着两⽅⾯来将袍⾃⼰启⽰给世⼈，让⼈可以
认识。 

⼈有灵，可以接触神。 
  神造⼈之时，已把⼀个能够认识祂的器官⼀灵
放在⼈⾥⾯，叫⼈可以认识神，与祂沟通来往，
这正是上述经⽂所说：「神的事情，⼈所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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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原显明在⼈⼼⾥。」是的，⼈能借着在
⼈⾥头的灵认识神的事，就如⼀台收⾳机，借
着⾥⾯的接收器，就能接收到电台的电波，⽽
放出悦⽿的声⾳可是，许多⼈常常忽略了⼼灵
的感觉和功⽤，往往到了⼈⽣尽头时オ寻求神，
如俗语说：「穷则呼天」。⼈与动物不同，例
如⼀只狗被⼈追打时，不懂得向天祈求，也不
懂得到偶像那⾥求救，⽽⼈却常仰望神明拯救；
只是沉沦在罪中的世⼈，被撤但弄瞎了⼼眼，
因此常为⾃⼰制造神明，跪拜⼈⼿所造的偶像，
饱受魔⿁的奴役，终⽇惶恐受惊、凶多吉少。
再者，许多⼈虽⼜⼜说⽆神，内⼼却告诉他的
确有神，如孔⼦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又
如俗语说：「冥冥中⾃有⼀位主宰。」 

        万物证明神的存在 
 ⼆.创造万物的神，不但将那能认识袍的器

官摆在⼈⾥⾯，叫⼈可以认识池，更借着祂所
造的宇宙万物来启⽰池⾃⼰，彰显祂的荣耀，
如经上说：「诸天述说神的荣欐，穹苍传扬祂
的⼿段。」（诗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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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万物的产⽣、存在，以及其运⾏、
规律、奇妙、浩⼤，正说出了创造者存在的事
实并祂的伟⼤。 
 ⼀座⾼楼⼤厦的存在，背后必定是有设计
师、⼯程师的设计和建造。繁荣都市的交通⽹，
也必有控制交通的计算机系统来指挥东来西往
的车辆，何况⽆边⽆际的字宙，亿万颗星球昼
夜运⾏，岂不说明了创造者的精⼼设计和创造
吗？这主宰宇宙间各种星体按轨迹运⾏的定律，
岂不说出造物主的存在吗？如圣经说：「凡被
造的，没有⼀样不是藉着袍造的。」（约1:3）
又说：「常⽤袍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来
1:3） 

             科学见证神 
     美国前太空署的负贵⼈曾说：「当⼈类科学
还未发展时，我们夸⼜，将来可以把神赶⾛。
但当科学发现越来越多时，我们不得不承认：
科学正说明有神！」有专家作过统计，近代三
百位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中，约百分之⼋⼗五是
基督徒，包括⽜顿和爱恩斯坦，连早期创⽴进
化论的达尔⽂，晚年也悔改信了耶穌，可惜当
他想收回他的理论时，已经太迟了。还有，   

�13



⼀九六九年⾸次登陆⽉球的三位宇航员都是基
督徒，他们当中有⼈返回地球之后，就到世界
各地以科学的⾓度来传扬神的福⾳。 

 或有⼈认为，宇宙是由⼀次⼤爆炸产⽣的。
这样的学说不是合乎科学的理论，不过是⼀种
推论、假设、揣测⽽已，是未经科学验证证的。
在此，让我们仔细思想⼀下：太初⽆物质，也
⽆⽆能量，何来 爆炸？再说，爆炸只会产⽣混
乱，⽽不会产⽣秩序，就如⼀个城市地震之后，
不会变为另⼀个更繁荣的都市，若然，就应多
震⼏次了。这样，如此满了秩序、规律、浩⼤
⽽美丽的宇宙，更不可能因⼀次的⼤爆炸⽽产
⽣，难怪现今的科学家已经推翻了这个理论。
若推测为⼀次从⽆变有的特殊爆炸⽽产⽣宇宙，
那只能是证明造物主创造的过程。圣经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造物主创造不但
创造万有，更是将神祂的创造显⽰给世⼈看，
叫世⼈可以认识神。又有⼈说：「宇宙的来源
是出于⼤⾃然，我只信⼤⾃然⽽不信神。」何
谓「⾃然」？如此的信念就是迷信，⾃欺欺⼈，
把「⾃然」」当作神。可见神的存在根本是⽆
可推诿的事实。创造万物的神不但借着宇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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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来启⽰祂⾃⼰，更是差遣他的爱⼦耶稣降世，
作世⼈的救主。正当世⼈都沉沦、迷失在罪中，
耶穌亲⾃来寻找世⼈，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字
架上（历史也印证此事），为要拯救世⼈脱离
神将来的审判，脱离罪的捆绑，得以与神和好，
⼀⽣享受神的⼤爱。 
亲爱的朋友，慈爱的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美

好的救恩，只要你谦卑地转向祂，相信接受祂
作你的救主，就必永远得救，今⽣得享神的同
在。请照以下祷告⽂，诚⼼开声祷告，让耶稣
进⼊你⾥⾯，作你的救主：「主耶稣啊！我相
信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命的主，求你赦免我
所有的罪，我将⼀⽣交托给你谢谢主救了我，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耶稣奇妙的救恩 
   关于「耶稣基督曾经降世为⼈，为要拯救世
⼈」这个信息，许多⼈还未听闻，有⼈即使知
道但仍有疑惑。其实，耶稣基督降世是⽆可置
疑的事实，不但圣经见证此事，历史典籍也有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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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世界通⾏的历法，就是根据主耶稣的降 
⽣，如公元⼀九九⼋年，便是从耶稣降⽣的⽇
⼦算起。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亦是记念耶的降
⽣。此外，全地通⽤的「红⼗字」标志，即拯
救的记号便是源于神的爱⼦耶穌钉⼗字架的事
迹：他为天下世⼈所犯的罪被钉在⼗字架上，
流出祂的宝⾎，为要据救世⼈脱离罪的刑罚⼀
永远的灭亡，所以，全地的⼈都以红⼗字代表
拯救。俗语说的「代罪羔⽺」，也是源于⽆罪
的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接受神公义
的审判，为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圣洁公义的神
忿怒的审判。 
可惜，许多时候我们虽然熟悉这些标志、

历法，却没有藉此来认识这位爱我们、为我们
流⾎舍命的救主耶稣。原来，遍地不分国家、
种族都采⽤这些标志、历法，正是神奇妙的作
为，为要普天下世⼈都知道祂所预备的救恩，
并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得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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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都犯了罪 
    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
（提前1:15）又说：「世⼈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罗3:23）或有⼈问：「我既没
有杀⼈放⽕，也没有触犯国家法律，何来犯罪
呢？」然⽽，在神看来，犯罪不仅包括外在的
⾏为，也包括内⼼的动机，譬如某⼈忿恨他的
对头，内⼼想着怎样陷害、攻击他，甚⾄要拿
⼑伤害对⽅，但由于胆⼩⽽多次不敢动⼿。像
这样的例⼦，外表上那⼈依然是良好的公民，
因他还没有把恶毒的存⼼付诸实⾏。然⽽，在
鉴察⼈⼼的神⾯前，他早⼰犯了罪，因他的的
内⼼充满了凶恶，就如耶稣曾说过：「凡看见
妇⼥就动淫念的，这⼈⼼⾥⼰经与她犯奸淫
了。」（太5:28）又说：「从⾥⾯，就是从⼈
⼼⾥，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
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
狂妄；这⼀切的恶，都是从⾥⾯出来的，且能
污秽⼈。」（可7:21－23） 
      噢！这说明为何有⼈存在的地⽅，就有⽃争、
仇恨，遍地都充满了⼈与⼈之间的明争暗⽃、
弱⾁强⾷。连那因爱⽽结合的家庭，最终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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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验验了俗语所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的，⼈出了问题。现今地上最善良的⼈，都
不敢将⾃⼰所思想的放映出来给⼈看，若然，
他必⽆地⾃容了！既是如此，在那鉴察⼈⼼肠
肺腑的主⾯前，谁能站⽴得住呢？如经上说：
「⼈⼼⽐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我耶和华是鉴鉴察⼈⼼、试验⼈肺腑的，要照
各⼈所⾏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 . ] (耶
19:9－10） 

            ⼈不能⾃救 
     或有⼈说：「我多⼀点⽴志、改过⾃新，就
能胜过罪的权势。」岂不知⼈实际的光景是：
「⽴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出来由不得我。」
（罗7:18）就如⼈可以⽴志不贪⼼，但在⾦钱
的引引诱下便不能控制⾃⼰。又有⼈⽴志要有
圣洁的⼼思，但思想却被邪情私欲所占有，难
怪俗语说：「⼈在江湖，⾝不由⼰⼰。」这正
好解释为何科学越来越发达，⼈类的道德却越
来越堕落；⼈类越堕落，犯罪的⼿法越⾼明。 
噢！⼈实在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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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拯救 
   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督就
按所定的⽇期为罪⼈死。」又说：「惟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神的爱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6、8）哦！神的
爱就是这样深⼴！当我们还沉沦在罪中时，祂
就差遣祂的爱⼦为我们的罪受审判，被钉在⼗
字架上，背负我们⼀切的罪孽，叫我们因信耶
稣可以得救。 
 耶稣为我们普天下世⼈的罪成为代罪的羔
⽺，不但能拯救凡信靠祂的⼈，叫他们灵魂得
救，免去永远的灭亡——地狱的刑罚，并且能
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胜过各种的艰难。历
代以来，古今中外有⽆数的基督徒都经历了耶
稣拯救的⼤能，改变了他们的⽣活，例：原本
是豪赌的，信主之后就胜过了赌瘾，从此过着
从罪中得释放的新⽣活。 
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祂⽐任何⼈都了

解你。的需要。祂要拯救你，赦免你⼀⽣所犯
的罪，且将神永远的⽣命赐给你。只要你悔改
归向祂，诚⼼相信接受祂作你个⼈的救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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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着祂的救恩，得着今⽣和来⽣的祝福。请
你诚⼼跟着下⾯的祷⽂开. 

声祷告： 
   「主耶穌啊！我相信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
命的主，我是个罪⼈，求你救我，赦免我所有
的罪。我将⼀⽣交托给你，谢谢主救了我，祷
告奉靠主耶穌的名，阿们！」 

           耶稣是救主 
起初神造⼈时，乃是把灵赐给⼈，⼈就成

了有灵的活⼈：神造⼈和动物最⼤的分别，乃
在于⼈有灵。动物界没有宗教，他们遇难时也
不懂得来到偶像前求救，因为没有灵这器官，
就不懂得也⽆法接触灵界事物。但⼈就不同，
当⼈在绝望、急难中，⾃然就要求神拜佛，这
就是为何有⼈存在的地⽅就有宗教。⼈为着本
⾝的需要⽽造出偶像来敬拜，也不断产⽣宗教，
那么，到底谁是真神？谁是出于⼈所创⽴的宗
教呢？让我们⼀同客观、谦卑地探讨此问题。 

          宗教教主不是神 
     宗教的创⽴者是⼈，就如佛教的教主释迦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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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他在王宫⾥长⼤，⼆⼗⼋岁时深觉⼈⽣极
度虚空，因⽽抛妻弃⼦，离开宫廷作出家⼈，
四处漂流，寻求真理。后来在菩提树下修练正
果，创⽴了⼩乘佛教，可惜却在六⼗多岁时在
饥荒中逝世。他本⼈从来没有说⾃⼰是神或已
成佛，这也是世上所有宗教教主的共同点。他
们都是⼈，都在死的权下，都在魔⿁的势⼒下，
不能⾃救。 
惟有耶稣是真神，超越宗教的范畴。祂不

需苦苦修⾏，因祂本⾝就是满了圣洁、公义和
慈爱。圣经论到祂说：「万物是藉着祂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藉着祂造的。」（约
1:3）祂不需要寻求真理，祂本⾝就是真理理，
如祂曾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命：若不
藉着我，没有⼈能到⽗那⾥去。」（约14:6） 

             ⼈不能⾃救 
    现今世上⼀切的宗教，都离不开⼀个「教」」
字教导⼈向善或向恶或向邪，惟有基督却重于 
「救」字，就如所有宗教的创办⼈都称为「教
主」，惟有耶稣是「救主」。从⼈产⽣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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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教，却不能改变⼈⽣的堕落；从神⽽来的
救思却在于教，这正是今天⼈类的需要。世⼈ 

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打开报纸，我们不难发现：
上⾄国家总统下⾄平民百姓，都被⾃私、骄做、
仇恨、诡诈、恶毒、贪⼼、虚假和污秽的邪情
私欲所控制，所以，有⼈存在的地⽅就有勾⼼
⽃⾓、明争暗⽃、弱⾁强⾷的景况。我们不得
不感叹：⼈出了问题。 

          惟有耶稣是救主 
 是的，⼈实在出了问题。试想：⽆论在何
处，即使有再完善的法律，⼈都会绞尽脑汁去
寻找法律的漏洞。为此，今天⼈所需要的，不
仅是知道何为善、恶，⽽是需要胜过罪恶的能
⼒，因为⼈的情形正如圣经所描绘的：「⽴志
为善由得我，只是⾏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又如俗语说：「⼈在江湖⾝不由已。⽆
所不知的神最了解我们的情形，当世⼈还在罪
中时，祂就按着所定的⽇期，差遣祂的爱⼦耶
稣基督降世，⼀⾯为普天下世⼈所犯的罪被钉
在⼗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替我们接受神
公义的审判，为要救我们的灵魂脱离将来神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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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的审判，以及地狱永⽕的刑罚。另⼀⽅⾯，
神借着主耶稣的复活，将那胜过死亡、魔⿁、
罪恶的⽣命（即神的⽣命），赐给凡相信接受
耶穌作救主的⼈，使他们不⾄灭亡，反得永⽣。

让我作⼀个⽐喻：⼀名不懂得游泳的⼉童，
因顽⽪掉到海⾥去，有⼀名教师看见，便嘲笑
他说：「你就是不听话，所以落得如此下场！
你现在慢慢浸在⽔⾥吧！」随后，有⼀位教练
在岸上教他蛙式是怎样怎样的，但他在沉溺中，
⼀点也学不来。后来有⼀位有爱⼼的⼼，不顾
⼀切的跳到海⾥去，把他救上来，成了那⼉童
的救命恩⼈。 

         除祂以外别⽆拯救 
亲爱的朋友，耶稣就是这样：当世⼈沉沦

在罪的苦海中⽆望时，祂亲⾃来寻找、拯救失
丧的⼈，包括你和我。这不是从⼈来的救法，
乃是全能的神亲⾃来成为我们的拯救。⼈世间
再⽆别的救法，如圣经说：「除祂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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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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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将来神的审判，更要在今⽣作我们的救拯
救我们脱离魔⿁、死亡、罪恶的权势，叫我们
因信祂可以胜过⼈⽣⼀切，是的惟有耶稣是⼈
类唯⼀的救主，祂不但要救我们的艰难，这正
是古今中外⽆数信祂之⼈所见证、所经历的。
现在主耶稣也要亲⾃拯救你，让你⼀⽣经历祂
的宏恩厚爱。 
     那么，怎样才能得着耶稣作你个⼈的救主呢？
哦！不需要你花⼀分钱，也不需要你靠⾃⼰来
修⾏，只要你的⼼回转归向耶稣，开声祷告，
承认⾃⼰是个罪⼈，相信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
就必得着神的救恩，得着耶稣借着圣灵永远住
在你⾥⾯，作你的救主，何等有福！请⼀起跟
着下⽂诚⼼开声祷告 
    「主耶稣啊，我相信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
命的主。我是个罪⼈，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
我将⼀⽣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喜信息 
亲爱的朋友：圣诞快乐！    
  您是否知道这普天同庆⽇⼦的来历和意义？⾃
古⾄今，世界各地不断有伟⼈⼈、君王被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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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某⼀区城的⼈民所纪念，但从来未有⼈像
耶稣基督那样，祂的降⽣成了普天下世⼈隆重
纪念的⽇⼦，且成为⼈类的纪元。今天全球各
地所采⽤的⽇历，正是以公元⼀⼀耶稣降⽣的
⽇⼦开始计算。这正是造物主全能的神奇妙的
作为，祂藉此来印证：早在将近两千年前，神
曾差派祂独⽣的爱⼦耶稣基督降世为⼈，作世
⼈的救主，让全球各地的⼈都知道⽽信靠祂。 

            耶稣的降⽣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所有⼈的诞⽣，都称为
「出世」或「出⽣」；惟有耶稣基督是「降
⽣」」，也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是神来成为
⼈（道成⾁⾝），为要拯救世⼈。请看圣经论
到耶稣降世所记载的话：「在伯利恒之野地⾥
有牧⽺的⼈，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群。有主的
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照着他们；
牧⽺的⼈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
怕，我报给你们⼤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卫的城⾥，为你们⽣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个婴孩，包着布，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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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槽⾥，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队天兵同
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
喜悦的⼈！」（路2:8－14）上述经⽂记载， 
当耶穌基督降⽣之时，天使报佳⾳说：「我报
给你们⼤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为何是
⼤喜的信息？「因今天在⼤卫的城⾥，为你们
⽣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原来普世的⼈因犯
罪都落在死的权势底下，又卧在魔⿁⼿下，且
在神的震怒之下，将来要⾯对神公义的审判。 
然⽽，神爱世⼈，祂不但创造万物给世⼈享受，

更赐下祂独⽣的爱⼦，来作世⼈的救主，使凡
信祂的⼈都得蒙拯救，得着神永远的救恩。 

           耶稣是救主 
何谓「救主」呢？「救主」与「教主」全

然不同。教主是某⼀宗教的创⽴者，以教导为
本，⽽他本⾝也是⼈，要苦苦修炼，且仍然伏
在罪和死的权势底下，更逃不了将来造物主的
审判。就如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
穆罕默德，他们从未称⾃⼰是神，且承认⾃⼰
在虚空中苦苦寻求超脱。惟有那穌基督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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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祂是神来成为⼈，也就是降世为⼈来作
世⼈的救主。祂不需要修炼，也不需要寻道，
因祂本⾝就是道路、真理、⽣命，圣经论到祂
说：「万物是藉着祂造的；凡被告的，没有⼀
样不是藉着祂造的。⽣命在祂⾥头，这⽣命就
是⼈的光。」（约翰福⾳⼀章3－4节）又说：
「神爱世⼈，甚⾄将祂的独⽣⼦赐给他们，叫
⼀切信祂的⼈，不⾄灭亡，反得永⽣……·信祂
的⼈，不被钉罪；不信祂的⼈，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的名。」（约3:16－18） 
     是的，「除祂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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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难怪耶稣稣降⽣时，天使报佳⾳说 
「我报给你们⼤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噢！祂的降⽣是关乎万民的，没有国界、种族、
区域的分别，祂是全地各国、各族、各民惟⼀
的救主，是所有被造之世⼈最切⾝的需要。 
     再说，「救主」和「教主」的不同在于「救」
和「教」的分别。后者只提倡教导，但⽆能⼒
使⼈胜过罪。普天之下，只要有⼈存在的地⽅
就有勾⼼⽃⾓、明争暗⽃、弱⾁强⾷等种种的
恶⾏出现，因为「世⼈都犯了罪」（罗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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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就如圣经所说：「⽴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18节）
⽽主耶稣却不同，祂不但传讲许多真理，更因
着爱舍⾝救世⼈。因着爱世⼈，祂⽢⼼撇下⽗
家的荣耀，降⽣为⼈。为了世⼈，祂废寝忘⾷、
劳碌弃波，医病，赶⿁，怜悯穷⼈，⼴传福⾳，
最后成了替罪的羔⽺被钉在⼗字架上，为要担
当普天下⼈的罪孽，代替世⼈承受神公义的审
判与刑罚. 
今天「红⼗字」成了全世界「救」的记号，

就是起源于耶稣所钉的⼗字架。灾区的百姓看
到「红⼗字」救灾队，就好象看到希望⼀样。
这红⼗字的标志，正是见证救主耶稣因着爱曾
在⼗字架上流⾎舍命拯救世⼈，使⼀切信祂的
⼈将来灵魂不⾄被审判⽽灭亡下到⽕湖⾥，反
得着永远的⽣命。 
耶稣是救主，祂不但为世⼈的罪⽽死，更

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第三⽇从死⾥复活，
且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赐下圣灵，要
将神那永远、圣洁、得胜的⽣命赐给凡悔改信
靠祂的⼈。祂还要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胜
过魔⿁的权势和今⽣⼀切的苦难。历世历代有
⽆数信祂的⼈，都经历了祂的拯救和⼤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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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科学家⽜顿、爱因斯坦，以及古今中外全球
各国、各族、各民、男⼥⽼幼，都有⽆数的⼈
信靠袍，饱尝祂的⼤爱，甚⾄连进化论的创始
⼈达尔⽂，晚年也真⼼悔改，信靠造物主耶稣 
基督。 

          接受耶稣作救主 
     亲爱的朋友，那曾拯救⽆数信徒的救主耶稣，
同样要拯救你，你需要耶稣。经上说：「除祂
以外，别⽆拯救。」这是⼤喜的信息，噢！不
需要你花⼀分钱，不需要等待你的环境改变了，
这是神⽩⽩的恩典要临到你。你说：「我如何
得着呢？」请听神说「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
悦的⼈。」试问，谁能得神的喜侻呢？惟有相
信接受耶稣作救主的⼈，因为「⼈⾮有信，就
不能得神的喜悦。」」（希11:6）又如耶稣昔
⽇对那些信靠祂的⼈说：「你的信救了你，平
平安安去吧！」所以，请打开你的⼼，相信 
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且开声诚⼼向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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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啊，我承认我是个罪⼈，求你救我，求
你免我所有的罪。我相信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
⽣命的。我相信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字架上，
被埋葬了，第三天以后从死⾥复活了胜过死亡。

主，只有你有能⼒次给我新的⽣命。我将⼀⽣
交托给你，谢谢你救了我，祷告奉靠主耶穌的
名，阿门。」若是你已经诚⼼开声如此向主耶
穌祷告过，我恭喜你，你的灵魂已经得救了，
耶穌已住在你⼼中，成为你⼈⽣的救主，你可
以天天、时时凡事祷 告祂，依靠祂，且引领亲
友⼀同来信靠 
祂，同享主恩。愿主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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