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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人的生活? or 關心人的生命?

• 今天天氣如何?...

• 吃飽了沒?..

• What’s next…



查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1) 路 19:10：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For the Son of Man came to seek and to save the 
lost. (NIV)

2) 路 9:23：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Then he said to them all: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NIV)

路加福音的金句



A.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
是一個罪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 3:23）

B.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
因信耶穌而被神稱義。「就是神的義，因信
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羅 3:22）

C.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宣告你的信心，
將耶穌接到心中，使他成為你的救主與生命
之主。「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
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 10:9）

如何得救 How to be saved



救恩的信息(以弗所書2)

• (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2)那
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
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
靈。(3)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
人一樣。



救恩的信息(以弗所書2)

• (4)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
來。(6)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
上，(7)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
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救恩的信息(以弗所書2)

•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
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救恩的信息(以弗所書2)

• (11)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
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
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12)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
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13)你們從前遠離神
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
近了。(14)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
了中間隔斷的牆；



救恩的信息

• 你知道耶穌為罪人死，並已經復活的好消息嗎？
▫ ≠聽過聖經故事，很精彩

▫ ≠看耶穌顯神蹟，很靈驗

▫ ≠聽了人的見證，很感動



救恩的信息

• 你知道耶穌為罪人死，並已經復活的好消息嗎？

• 你知道自己有罪嗎？
▫ 神所定義的罪；

▫ 人人都有的問題；

▫ 將人的良知蒙蔽；與聖潔慈愛的神永遠隔離

▫ 最終帶人到完全黑暗、痛苦的地獄裡面…永永遠遠地



救恩的信息

• 你知道耶穌為罪人死，並已經復活的好消息嗎？

• 你知道自己有罪嗎？

• 你願意認罪悔改，信靠耶穌為你的救主嗎?
▫ 悔改=迴轉

▫ 本來向地獄，迴轉後向天國

▫ 本來向黑暗，迴轉後向光明

▫ 本來向死亡，迴轉後向永生

▫ 本來向世界，迴轉後向十架



救恩的信息

• 你知道耶穌為罪人死，並已經復活的好消息嗎？

• 你知道自己有罪嗎？

• 你願意認罪悔改，信靠耶穌為你的救主嗎?

• 當一個人以信心，相信並且接受神白白救贖的恩典，
便可以得救。



騙人的信息

• 禱告實現，美夢成真

• 基督徒的好行為，好生活

• 追求平安、喜樂，事業的成功、發達



一個得救的人…

• 得到基督裡的平安、喜樂，
▫ 因為他的罪已經得到完全的赦免，而平安；

▫ 從耶穌的真理裡面得到的真自由，而喜樂。

• [約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 他所得到的不是世人所認識、追求的平安喜樂而已，

• 他所得到的比那個更大更好，是可以持續到永生的。



一個得救的人…

• 願意將他的罪，擺在神面前讓神來解決
▫ 這樣他就知道，他只能將目光放在十字架上

• 不應該只將自己想要的，放在神的面前，求神祝福
▫ 這樣他將永遠只會專注到身旁的缺乏和苦難



救恩的確信

• [提前1:15a]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 [約一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

• [約一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
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救恩的頌讚

• [路1:46-48]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
的救主為樂；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
萬代要稱我有福。

• [路1:68-69]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
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
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 [路2:29-30]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
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救恩的頌讚:用自己的生命榮耀神

• [林前6: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
的身子上榮耀神。

• [林後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生 人的生命 死

信主的那一刻
開始，不是結束



主的呼召

• [弗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 [弗4:1b]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
稱。”

• 信主的同時，我們也是領受了神怎樣的呼召？



作神兒女的呼召

• [約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
權柄，作神的兒女。

• [羅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作神兒女的呼召

• [出19:4-6]『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
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
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
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
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
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
要告訴以色列人。

• [利26:12b] …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作神兒女的呼召

• [耶7:23] 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你們當聽從我的
話，我就作你們的神，你們也作我的子民。你們行我
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 [撒上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
公羊的脂油。



蒙福的呼召

• [詩34:10]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什
麼好處都不缺。

• [詩84:11]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
惠和榮耀。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
人。



蒙福的呼召

• 亞伯拉罕的福
▫ [創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
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地上的萬族
都要因你得福。」

▫ 創24:1亞伯拉罕年紀老邁，向來在一切事上耶和華都賜福給
他。



蒙福的呼召

• 保羅的福
▫ [提後4:7-8]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
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
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
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捨己跟隨的呼召

• [路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 [太10:38]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
的門徒



主是……

道路…，

真理…，

生命…

主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有使命的呼召

• [太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



有使命的呼召

• [約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
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
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們。

• [約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
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
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 [約13:14-15]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
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
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有使命的呼召

使命

我的

十字架

跟隨捨己

主的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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