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恩主
•耶穌基督，神的恩賜

•羅馬書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耶穌恩主
•降世：道成肉身之恩
•生平：神人同在之恩
•受死：潔淨赦罪之恩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再來：新天新地之恩



降世：道成肉身之恩
•救主基督

•路加福音2:10-12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
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
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
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以賽亞書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
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



降世：道成肉身之恩
•名為耶穌

•路加福音2:21 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
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馬太福音1:20-21（約瑟）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
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
的妻子馬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他將要生一
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
裡救出來。



降世：道成肉身之恩
•道就是神

•約翰福音1: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
與神同在。

•道成肉身
•約翰福音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
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
他表明出來。



降世：道成肉身之恩



生平：神人同在之恩
•宣講福音

•馬可福音1:14-15 …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
「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生平：神人同在之恩
•彰顯大能

•馬可福音1:32-33 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馬可福音4:39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
吧！」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

•約翰福音11:43-44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
來！」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
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生平：神人同在之恩



生平：神人同在之恩
•使人得生命

•約翰福音10:9-10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
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
，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路加福音12: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
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馬可福音8:35-37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生平：神人同在之恩
•捨命作贖價

•馬太福音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馬太福音26:52-54 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
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
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
呢？」



受死：潔淨赦罪之恩
•預告受死

•馬可福音8:31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

•馬可福音 9:31 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要殺害他…」

•馬可福音10:33-34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
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
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



受死：潔淨赦罪之恩



受死：潔淨赦罪之恩
•顯明神愛

•羅馬書5:8-9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
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
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

•赦免人罪
•約翰一書1:7,9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
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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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死：潔淨赦罪之恩
•恢復關係

•以弗所書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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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4:15-16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
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的幫助。



受死：潔淨赦罪之恩

Jacques Chirac (1932~2019) George H.W. Bush (1924~2018)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復活的預告

•馬可福音8:31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馬可福音9:31 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要殺害他；被殺以後，過三天他要復活。」

•馬可福音10:33-34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
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
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
復活。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復活的明證

•馬可福音16:9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
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

•馬可福音16:12 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
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像，向他們顯現。

•馬可福音16:14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
顯現…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復活的明證

•約翰福音20:27-29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
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
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使徒行傳1:3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

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

國的事。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復活的明證

•哥林多前書15:3-7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
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
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
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
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復活的意義

•約翰一書5:4-5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
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
是神兒子的嗎？

•彼得前書1:3-4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
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
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復活：應許重生之恩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浸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
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
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再來：新天新地之恩
•再來的應許

•約翰福音14:2-3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
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馬太福音26:64 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
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使徒行傳1:10-11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
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
來。」



再來：新天新地之恩
•再來的意義

•馬太福音25:31-32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
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希伯來書9:27-28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
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腓立比書3: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
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
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再來：新天新地之恩
•再來的預備

•馬太福音24: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
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哥林多後書5:9-10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
向，要得主的喜悅。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
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彼得前書4:7-10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
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
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
的好管家。



再來：新天新地之恩
•再來的預備

•帖撒羅尼迦前書3:12-13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
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
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裡堅固，成為聖潔，無可
責備。

•帖撒羅尼迦前書5:21-23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
要禁戒不做。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約翰一書2: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
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再來：新天新地之恩
•更美的家鄉

•啟示錄21:1-3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
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
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3)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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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

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信主的禱告

天父，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感謝耶穌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罪的贖價；

並從死裡復活，賜我新的生命。

我要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立志跟隨耶穌，活出豐盛的生命。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決志之後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神真實存在

•羅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
推諉。

•抬頭仰望星空、天體、穹蒼
•低頭思考人生、道德、良知
•有沒有可能，是出自於一位神的創造?



罪的事實

•羅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聖經中「罪」的意義就是「射箭沒有命中靶心」，也就是
「沒有達到目標」

•因為頑固和以自我為中心，人的生命並不完美，也不榮耀神，
所以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也因此，人無法享受神創造的美好關係



神的救恩計劃

•羅馬書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基督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
•基督為我們而死，是因為神愛我們



兩種不同的結局

•羅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1.罪的工價乃是「死」。「死」的意義是「隔離」，不但是
身體的死亡，也是死後永遠與神隔離。

2.神的恩賜乃是「永生」。「永生」就是「像神一樣的生
命」，不但死後永遠與神同在，活著的時候生命也會日漸
美好。

•若是在「主耶穌基督裡」，表示人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就
可以不至死亡，反得永生。



得救的方法

•羅馬書10: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
復活，就必得救。
•得救的方法是「口裡承認，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公開承認，接受耶穌基督為自己的生命之主

•心裡相信：
•相信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他是神的兒子



決志信主

•羅馬書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求告主名」就是「決志禱告」。向神禱告如下，接受耶穌
為自己的救主，與生命的主

天父，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感謝耶穌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罪的代價；
並從死裡復活，賜我新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將
生命交給你，求主幫助我活出豐盛的生命。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