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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耶稣是人真实的需要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  

 

人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人的需要。首先，人因着有一个肉身，就有肉身的需要。比方，

我们需要喝水，喝水是我们身体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有一个对象来应付，那个对象就是

水。我们也会饥饿，这个饥饿的需要，也有一个对象来应付，就是粮食。另外《我们也

有对空气的需要。比方，我们觉得胸闷，就需要一点空气，来应付我们对空气的需要。

又比方，我们觉得冷，就需要借着生火，产生一点热力，来应付我们温暖的需要。人有

一个需要，就一定有一个应付的对象。这乃是人类身上的定律。 

 

精神的需要 

通常大多数人都领会人有两类的需要，一类是物质的需要，一类是精神的需要。根据一

班心理学家的看法，人有里外两部分，外面的人是形而下的，里面的人是形而上的。形

而下的人，是指我们外面的体壳，就是身体。形而上的人，是指我们里头自我的心理。

为着我们的身体，这形而下的人，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的需要。为着里头形而上的

人，有育乐等精神上的需要。所以，人一面会寻求衣、食、住、行，来顾到人物质上的

需要；另一面，也会寻找一些娱乐和消遣，即所谓的精神食粮，来满足人心理精神上的

需要。然而，许多人都能证实一件事，就是人除了这两种需要之外，在人里头还有第三

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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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需要 

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就能体会在人里头，有一个极深的需要；这个需要是一切物质或精

神学物所无法满足的。这第三种需要，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乃是灵性上的。其

实，人不只有身体和心理两部分，人还有第三部分，就是在人的最深处还有一个灵。中

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为甚么人是万物之灵昵？因为人里头有灵。我们都知道，花草

树木虽然是一种生命，但那是无意识的生命。飞禽走兽等动物生命，虽然是有意识的生

命，但人的生命比动物生命高得太多。这都是因为人里头有灵，（亚十二 1，）是任何动

物里面所没有的。 

 

人需要物质的东西，是因人有身体，这身体需要食物等物质的东西来应付。人也需要精

神的食粮，因为人有心理部分，不是物质的东西所能满足的。然而许多人都曾经历，物

质的供应虽然应有尽有，精神的生活也不虞匮乏；但就在这时候，却发觉里面深处仍有

饥渴，这种饥渴就是人的第三种需要，即灵性的需要。人既然有这样的需要，当然就一

定有应付这需要的对象。这是一个定律。在你最深处的那个需要，不是物质能满足，也

不是精神能满足；到底那一个需要，如何才能得着满足昵？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基督

徒都能见证，这灵性的需要，惟有基督能满足。 

 

神为人造灵，为要使人能接触并接受祂 

为甚么惟有基督能满足人灵性的需要昵？因为基督就是神，祂乃是创造的主，是这字宙

的主宰。祂不是庙里所拜的木石偶像，也不是小说里虚构的敬拜对象。这位神乃是实实

际际的主宰，是字宙独一的真神，而人是为着祂造的。神造人的时候，不仅为人造了一

个身体，造了一个自我，并且为人造了一个灵。这个灵乃是一个机关，使人能接触并接

受祂，就如同人可以运用呼吸器官呼吸空气一样。因着人有鼻孔、气管等呼吸器官，能

将空气吸进来，所以人觉得非常舒服。比方，我们需要饮食，就有饮食的机关；借着口，

食物先进到口里咀皭，再经过食道和胃的消化机能，把食物完全吸收，然后传输到我们

的血液里，使我们全身得着供应。这些都是神为我们创造的。 

 

 

 



此外，人还有一个机关，就是人的灵。神为人造灵，目的是为着让人能接触祂这位是灵

的神。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我们用

我们的灵接触神，这位是灵的神，就进到我们里面。这好比收音机，只要转对频道，就

能将空中的无线电波接收进来。我们里面的灵就像收音机里的接收器，只要我们的心和

灵对准祂，呼喊：『哦，主阿，你是救主，你是真神。』这样，祂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灵

里了。 

 

耶稣是人真实的需要 

耶稣是神, 满足人深处的需要 

我要简单的从几方面的事实，说到耶稣是我们的需要。首先，我们要看见耶稣是神，能

作我们的供应，满足我们的需要。人里头都有一个饥舄，是物质的东西所不能满足的。

这个饥渴是在人最深处的灵里，这个饥渴只有耶稣能满足。我们都知道，美国是物质和

精神方面都非常富饶的国家；不只物产丰富，应有尽有，科学发展也是相当的先进超越；

娱乐的消遣，更是发达普及。所以，一到周末就有许多人疯狂的到处享乐。然而这些年

来，我接触了许多人，可以说各阶层都有；他们向我打开心扉，诉说他们里头所有饥舄

的故事。他们觉得这些物质的丰富、科学的知识、和娱乐的消遣，到末了都不能满足他

们里头的饥渴。然而，只要他们敞开自己，求告那位字宙中独一的真神，接触祂的时候，

他们里头就立刻得着一种供应。这不是物质的丰富，也不是科学的知识，或精神上的娱

乐可以供应他们的。他们乃是在灵里得着了主，作他们里面真实的满足。（腓三 8。） 

 

耶稣是人的寄托和倚靠 

第二，耶稣是人的寄托和倚靠。人的确需要一个寄托，需要一个倚靠。千万不要以为你

只要有父母，有一个美好富裕的家庭，那就是你的倚靠。在我人生的阅历中，我实在看

得太多了。以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为例，这些留学生的生活都相当艰苦。有的人因着离

乡背井，远离亲友，而乡愁难耐；有的人因着课业学位的压力，而焦急不安；有的人则

因着劳苦工作，而筋疲力尽。我也看到许多青年人，因着经不起各种压力的困迫，就在

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这都是因为他们在迈到问题时，彷徨无倚，没有寄托，没有倚靠。

（弗二 12。） 



然而，我也看到有些人却有着不一样的境遇，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有了寄托和倚

靠。当他们孤单想家的时候，当他们课业忙碌的时候，甚或在其他方面有为难时，他们

有一位主，是他们呼求的对象，是他们倚靠的对象。他们一呼求主耶稣，就得着了安慰；

一投靠主耶稣，就有了倚靠和稳妥。 

 

耶稣是人的目标和中心 

第三，耶稣是人的目标和中心。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也必定要有一个中心。

在美国，我看见许多学生，虽然学业有成、事业发达，但因着忙于工作和事业，就迷失

在功名利禄中，失去了他们人生的目标和中心。然而有一班基督徒，他们虽然学业、事

业都很成功，却没有失去他们的中心和目标，因为他们有基督作他们的中心和目标。有

基督的人不仅能胜过艰难，也能面对财富而处之泰然。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四章说，

『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甚么景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

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我

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11〜13'） 

 

耶稣是人的保障和归宿 

第四，耶稣是人的保障和归宿。今天人群社会中充满邪恶，可以说是遍地黑暗。人的生

命是软弱的，胜不过罪的试诱。惟有接受耶稣作救主、作生命，人才有真正的保障。末

了，人还需要得着真正的归宿。人生的归宿是甚么？到底我们属于谁？又要归于谁？这

是严肃的问题。人生现实的光景，不仅是虚空、罪恶的，人的生命也是败坏、脆弱的，

并且人不晓得自己的去向。我们不知道自己从那里来，也不知道往那里去；我们不知道

自己属于谁，应该归给谁。我们真象羊失去了牧人，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是我们的好

牧人，前来寻找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并且祂还从

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因此，神宣告祂是主，是字宙的主，也是人类的主；祂要作你

我的主。人相信某种宗教时，都不说自己是『信主』；惟独相信耶稣称作『信主』。圣

经说，耶稣是主。（罗十 9，林后四 5。）我们都要宣告：『耶稣是主。』但愿我们都归

向祂，宣告我们是属于祂的，也归于祂。 

 

 



第二章  人的罪与神的救法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罪是人切身的难处 

本篇信息我们要谈到人切身的难处，就是罪的问题。在人天然的观念里，总以为自己脾

气不好，待人不佳，与人争执，不过就是自己错误的行为。其实不然，因为人错误的行

为，只不过是人外在的表现，背后更有着人里面的故事。这住在人里面，使人行出种种

恶事的，圣经称之为『罪』。使徒保罗在圣经罗马书里说，『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

意的，我就同意律法是善的。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

不得我。』（七 16〜18。）这里说到罪是住在人的肉体里。罪是个活的东西，甚至就是

一个活的人位，不只住在人里面，并且能引诱人、辖制人去作人所不愿意作的事。罪能

逼迫人远反人的理智，而作出逾越规范、道德和常理的事。 

罪的根源 

罪就是中国理学家所谓『理欲之争』的『欲』。欲在我们里头，就是恶，也可以说是罪。

不论是罪，是恶，或是欲，都是指同样的东西，说出人里面有一个切身的难处。这个罪、

这个恶是从那里来的昵？照圣经来看，这个罪是从那恶者撒但来的。罗马五章十二节说，

『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撒但把他邪恶的毒素，注射到神所创造的头一个人一亚当里面，从此以后，罪就

藏在人的天性里。我们都知道，人犯罪作恶是不用教的，就如小孩子不用人教，他就会

说谎。所以，罪不是从外面学来的，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一个人长到某个年龄，罪就

显出来；再长大一点，犯的罪就更大了。可以说，人的年岁越长，身上的罪就越发显多。

人人都有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的罪显出来，就像一棵树结出果子；好树结好果

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我们越长大，我们的罪就越显出来。表面看，罪好像是染上的，

是从外面学得的；事实上，罪是从我们里面长出来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生命，一

旦迈到挑起我们肉体欲望的事，就会作出恶事来。这就像一粒罪的种子，迈到合式的土

壤、空气和水分，就长起来，并且结出罪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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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带给人的三层祸害 

败坏人生 

罪给人带来痛苦，罪在人身上的祸害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败坏我们的人生。人生本

来是可以极其美丽丰富的，但是罪却使人堕落，把人生完全破坏了，使人沉沦在败坏之

中。因着服事主多年，我人生的阅历相当丰富，也看到了许多因着罪所带来的悲惨结局。

美国西岸，有一个全球闻名的大赌城拉斯维加斯，我曾好几次到那里传福音。我听见许

多年轻人说，夏天最好到拉斯维加斯，因为那里赚钱很容易，所以有许多留学生，都会

跑到那里赌博。然而，据我所知，许多人去了之后，刚开始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到末

了，全都输光。那里的赌场就好像一个迷魂阵，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和吸力，叫人一拿

起赌具，就放不下来，直到你输光为止。到末了，有的人不只荒废学业，丢掉工作，甚

至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罪在人里头真是一个祸害，把人美丽的人生完全破坏了。 

 

以喝酒为例，有的人虽然大学毕业，得到相当的学位，却因为喝酒，把他这个人完全破

坏了。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都有一条街，街上躺着许多醉酒的人。你若是停下来，和其

中一位谈一谈，就会发现他可能曾是某大城的律师。他所以沦落到这种境地，都是因为

他嗜酒如命，到一个地步，无法自拔。除了赌和酒以外，还有一个恶魔，是人难以胜过

的，就是人里头的性欲。无论男女老少，能彀胜过性欲的实在不多。这东西叫人作出不

名誉的事，对不起自己的亲人。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许多恶事都是人心里不愿意作

的，但在人里头有一个权势，一直拖着他，叫人作出他所不愿意作的。这就是人里面的

罪，破坏了人美丽的人生。 

良心痛苦 

罪在人身上第二层的破坏，就是使人的良心痛苦，没有平安。人是神所创造的，人里头

有一个灵，灵里有一部分作用，就是人的良心。良心是神的一个代表；良心在人里面，

是人分辨是非的机关。你犯了罪，作了恶，良心就会在你里头定你的罪；这是人类共同

的经历。人作错了事，良心定规不平安。人一作错事，心里马上就会有良心定罪的感觉。

等到年纪老迈，将近离世之际，就会发现良心苦不堪言。那时你若问他，是否因身体的

病痛而难过？他会说，是因为想起三十年前作了一件事，对不起某某人，如今已无法弥

补。因此，在临死前，良心没有平安。这良心的痛苦比身体上的痛苦还要加倍。一个人

良心不坦然，就没有快乐和安息。 



审判与灭亡的结局 

罪在人身上的第三层破坏，是把人带到灭亡的结局。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

有审判。』（来九 27。）在现今的世界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套制定的法律，如果人犯

罪作恶，就要接受法律制裁。照样，这个字宙中也有一位主宰，今天我们在世上所作的

一切，将来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位主宰的神。我们必须向祂交账，祂要审问我们，是配

得永远的生命，还是要归于永远的灭亡。我们若是犯罪，不仅破坏了我们的人生，叫我

们的良心无法安息，我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而结局就是灭亡与永远的沉沦。 

 

神的救法 

罪在人里面，像一个权势、一个网罗，叫人无法胜过，也无力逃脱。然而，感谢神，就

在人无望无救的时候，神为人豫备了救法。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提前一 15。）所以，你若说你不是个罪人，耶

稣基督就与你无关了。祂来是为拯救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信主的人，乃是

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在这里是在传报一个大喜的信息：今天罪人有路得救。基督耶稣

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只要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并且愿意认罪，相信祂，我们就得救

了。神的救法非常奇妙。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一一印证，人类的教育和改良，并没有

丝毫改变人里面的罪性。一九五三年，有人带我到台北动物园，看猴子吃西餐的表演。

在猴子旁边有一个人拿着鞭子，鞭子一亮出来，小猴子就站起来，穿着小礼服，规规矩

矩的吃西餐。然而表演过后，鞭子一不在旁边，猴子立刻现出原形，把小礼服一丢，抓

起东西就吃，一点规矩都没有。同样的，猫的本性是捉老鼠，它并不会下蛋。这是你怎

样教，也教不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动物的本性，还是人的本性，都不是凭着教导能改

变的。主耶稣为我们死, 担当了我们的罪神的救法有两面。一面是祂为我们死，如圣经

所说，祂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约一 29;）我们所有的罪，祂都担当了。

中国人说，『将功折罪，』意思是从今以后你只要作好，就可以把以前的罪过完全抵销。

这个理论在神面前是不通的，因为作好是本分，怎能算是功绩昵？况且你以前所犯种种

的罪，也不能因为你今后作好，就完全抵销，不见了。然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死，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祂不是作一个殉道者或牺牲者，祂乃是作一个代罪者、代替

者，替我们死，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祂可以不死，但祂乐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

要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所有的罪，祂都已经担当了，我们只要打开心门

接受祂，相信祂，我们的良心立刻就轻松、释放，我们就立刻得拯救了。 

 



曾有一位在社会上颇有地位的人，迈到一位名布道家向他传福音。当时，他还洋洋得意

的说，『我是上流人，不需要耶稣。那些下流社会中的流氓小偷，才是需要耶稣的人。』

然而，那位布道家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里面的良心定你的罪，任你用甚么办法，

都无法叫你的良心平安。你要切切记住我的话，那时你可以求告耶稣，耶稣的宝血能洗

净你的罪。』他听了之后，仍不以为然，并对那位布道家哒之以导。过了一段时间，主

怜悯那个人，他良心发现，真的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想起那位布道家对他说的话。他

就在家里祷告耶稣说，『如果你真是救主，真的为我钉了十字架，为我的罪死了，就求

你叫我里面有平安。』不料，他这一祷告，里头的千斤重担立刻如释重负，有了平安。

后来，他不仅得救，还成了一位非常爱主、被主大用的人。这个故事是许多基督徒的经

历和见证，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洁净我们的良心。我们

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努力，将功折罪，惟有耶稣为我们死了，才担当得了我们所犯一切的

罪。 

 

主耶稣为我们复活, 且活在我们里面 

神救法的另一面，就是祂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祂还复活了，并且要活在我们里面。因

着祂是神，所以祂死后第三天复活了。祂是一位活的神，也是一位活的灵，不仅替我们

死，还替我们活。祂不仅复活了，还要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求告祂

的名，向祂祷告说，『主耶稣展翅飞不仅平安'喜乐、释放了，更是好像长了双翼翔-自

由遨游。阿!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我接受你。』她这位活的灵就如同空

气一样，进到我们里面。这是个事卖，这位活的耶稣，活的基督，活的主，活的灵要进

到我们里面。信主的人都能见证：只要这样一祷告主耶稣，他们里面我们信主得救后，

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从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和口味。从前喜欢赌博，现在不赌了；

从前喜欢喝酒，现在不喝了。耶稣进到我们里面，就把我们重生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去

胜过罪恶，乃是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祂替我们死，也为我们活；祂替我们死在十字架

上，也活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的人生就蒙了拯救，能过美丽的人生；我们的良心就

有了平安，能坦然面对世界。因箸耶稣对付了我们人生的罪恶，并且住在我们里面，我

们就满了喜乐。这是祂奇妙的救恩。 

 

 

 

 



第三章  主是生命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十章十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 

 

主耶稣在约翰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生命。』又在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

羊〔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的我，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祂是创造天地的

主。祂来了，不是要叫人得知识，或得其他甚么好处，乃是要叫人得生命。所以圣经有

一个结论，就是约壹五章十二节，那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

子，就没有生命。』因为惟有祂是生命，人有了祂，就有生命；没有祂，就没有生命。

这几句话看似浅显，意义却极其深远。 

 

宇宙的美丽在于生命 

在字宙间有一件既奇妙且奥妙的事，就是生命。无论是科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

或是医学家等，他们都不能解说，生命究竟是甚么。自然界里有植物的生命，字宙间还

有动物及人类的生命，这些都是人所无法了解，更是无法解说的。然而我们知道，字宙

间一切的美丽，一切的可爱，都在于生命。试想，若是把所有植物生命、动物生命、以

及人类的生命都从地上除掉，剩下的就是一个完全荒凉的情形。今天人们喜欢游山玩水，

欣赏风景，这些山水、风景的美丽都在于生命。若是地面上没有各种植物的生命，也没

有各样生物的生命，只有荒山野泊，那就实在不美好；这地也就变得空虚无聊，没有味

道。这地上一切的美丽，一切的可爱，一切的味道，都在于生命。 

 

人群社会的美满在于生命 

在今日的人群社会、家庭、学校里，都充满着生命。好比一个家庭里，有着老老少少的

生命。若是他们个个生命正确，这个家庭就是个美丽的家庭，也是个可爱的家庭。若是

这个家庭里，有一两位的生命不正常，生活不像样，家中就会充满苦恼。又如学生在学

校，同学间彼此相处，若个个生命都正常，那这个『小社会』就是快乐、美好的；但若

其中有一两位生命不正常，就会使那个小圈圈里的人觉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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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城市来说，若是每个市民的生命都正常，那个城市就可能是全世界最美满、最可

爱、最可亲的。反之，一个社会里，若是有人生命不正常，奸盗偷窃，无恶不作，就造

成那个社会的不安。这给我们看见，人群社会可爱不可爱，美丽不美丽，美满不美满，

可亲不可亲，全在于生命。 

 

生命的表现 

然而，我们的生命如何昵？我们的生命正常么？若说我们的生命是正常的，这生命的第

一个表现，应该就是美丽。没有生命，就没有美丽，真正的美丽乃在于生命；一个人的

生命越正常，这个人越美丽。生命的第二个表现是新鲜，因为生命从来不会陈旧。你们

看马路上的电线杆，装在那里一段时间，就陈旧了。然而，一棵树经年长在那里，却永

远不会陈旧；因为它里面有生命，而这生命是新鲜的。生命的第三个表现是清洁。一个

人若是死了几天就会发臭，并且非常肮脏。然而，一个活着的人绝不会那样脏臭。倘若

一棵树死了，是甚么脏东西都会有的；但一棵活的树长在那里，是清新的，也是清洁的。

不仅如此，生命的表现也是生动的。好比一个人安静的站在那里，虽然他是安静的，但

我们能知道他是活的，因为他的生命里有生动的光景。无论在怎样的情境里，生命都是

满有动力的。总之，若是我们的生命是正常的，我们定规是美丽、新鲜、清洁、生动的。

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得救前性情很暴躁，若是弟妹不听话，他们就会打人或骂人。结果

这个家所显出的情形，不仅不美丽，甚至不美满。有的家庭里，不是孩子偷父母的钱，

就是兄弟姐妹间彼此偷窃、说谎；这都是人生的丑态。然而，若是孩子们个个正常，兄

友弟恭，父慈子孝，一家人满面春风，满了同心和谐的光景，人一进到这个家，就会觉

得这家很美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该是美丽、新鲜、清洁的，也该是光明、生动的。爱人是不吃力的，越爱越自然；

谦卑是不吃力的，越谦卑越自在；忍耐是不吃力的，越忍耐越有忍耐。所有植物的美丽

都是一个象征，描绘基督是我们生命美丽的那一面。圣经说，基督的美丽像凤仙花一样，

（歌一 14,）基督的丰富像葡萄一般，基督的甜美像无花果，像橄榄树，（申八 8.）像

苹果树。（歌二 3。）圣经用各种的植物，形容基督的美丽与丰富。只有祂自己能说『我

是生命』，（约十一 25，）『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十 10，）『人有了

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壹五 12。） 



许多青年人得救，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了甚么道，而是因为他们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觉得

在得救的人中间有喜乐。这个喜乐从何而来？乃是从生命来的。生命是甚么昵？耶稣基

督就是生命。我能见证说，我若没有得着基督，我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今天我

这个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祂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一个学说，

更不是一位圣人，或一位哲人；耶稣基督乃是灵，是活的生命。祂能进到人里面作人的

生命，能在顷刻之间把人改变，这是任何教导都作不到的。 

 

许多人到基督徒的聚会里，里面就感觉莫名其妙的清爽。你们或许有去庙里的经验，一

进到里头，就觉得阴森森的。然而，人一到基督徒敬拜神的地方，就感觉温馨、温暖、

满了平安。有些老年人，喜欢在房间里供一个坛，一天点三次香；结果人一进到那房间

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中间有好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都是爱主的人。

当他们在房里祷告完后，你进到那房里，很奇妙的，你若原本是伤心的，就会觉得喜乐。

虽然你看不见甚么，但是你进去里面感觉很温暖；这不是甚么心理作用，乃是一个事实。

因为耶稣基督，祂是活神，是活灵，祂作人的生命，进到人里头。 

 

向主祷告, 接受主作生命 

这位耶稣基督是生命，祂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人有了祂，就有生命；没有祂，就没

有生命。赞美主，我里头有耶稣，我是快乐的。你要我和人打架，我打不起来，即使想

要骂人，一句也骂不出口。这生命的美丽，乃是因有基督的生命。少年人得救后回家，

父母一看，就要觉得这孩子变美丽了，因为他得着了生命。生命的表现就是可爱、新鲜、

有动力；生命里的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越谦卑就越有丰富的谦卑，越忍耐就

越有丰富的忍耐，这就证明你有生命°我们一信耶稣，就有了生命，这不是迷信。如同

你打开一台收音机的开关，调好频率，就会发出声音。同样的，你只要说，『哦，主耶

稣，我是个罪人，你是我的救主。主阿，我相信你，我爱你，我接受你。』你这样一祷

告，你整个人生就改变了；你就出死入生，有主的生命了。原来你是个丑陋、不可一看

的人，但因这生命进来，你就变得非常可爱，非常新鲜、清洁、生动了。盼望你们都 b

接受主耶稣作生命。 

 

 

 



第四章  与人相近的神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罗马书十章八至十节, 十三节。 

 

这话在人口里, 也在人心里 

圣经罗马书说，『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十 8。）这里的 F 这话』

是指甚么昵？是甚么话离我们那么近，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这个话既不是所谓

的道理，也不是所谓教导的话，更不是所谓字句的话。这话乃是活话，是活的主，活的

灵。严格说，我们不是在传道说教，而是要把主耶稣分给人。我们所讲的『这话』，是

主耶稣这活的话。主耶稣这位活神，就是『这话』。如果主耶稣是道理，祂怎能在你心

中？如果主耶稣是字句，你怎能求祂进到你里面？主耶稣乃是活的神，祂能进入你里面。 

 

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在希腊文里，灵与气是同一个字。神是灵，如同空

气一样。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存有赖于空气。我们可以三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喝水，

却无法三分钟不呼吸。只要停止呼吸，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最需要的乃是空气，

因为我们可以不吃不喝，却无法停止呼吸。呼吸一停止，我们就了了。我们工作的时候

要呼吸，甚至睡觉时也要呼吸；我们的生命全在于呼吸。照样，神之于我们，也就是主

耶稣之于我们，就像空气一样。祂是活神，也是活灵。祂这个活灵就是气，是属天、生

命的气，也是属灵、新鲜的气。当我们在祂的名里传扬祂时，祂这活灵就在人里面运行，

在人心里运行。祂临及人就像空气一样，在人的口里，也在人的心里；祂等候人呼吸祂。

人要如何呼吸祂昵？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它从死人

中复活。（罗一 9。）这是两件非常特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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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是甚么意思昵？这不是承认祂是圣人、宗教家，也不是承认祂是牺

牲家、大改革家，更不是承认祂是先圣先哲，乃是承认祂是『主』。今天，全地上有五

大宗教，无论人信甚么宗教，都不说是信『主』。惟独信耶稣，称作信主；因为耶稣就

是主，祂是天地的主。（徒十七 24。）中国有句话说，『物各有主。』请问谁是你的主？

你可能说，父母是你的主，因为你是从父母生的。然而，可能你的父亲也不知道谁是他

的主。人没有耶稣，就没有主。圣经说，我们好像羊走迷了。（彼前二 25。）我们既是

走迷而失丧的人，就成了没有主的；正如我有一样东西掉在路上，这东西就是失丧的。

物各有主，天地万物都是主耶稣的，祂乃是万物之主，是万物的主宰，也是众人的主。

当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主。所以，你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不是称祂作夫子、教主，也

不是称祂作圣人、教师，乃是称祂为主。 

 

宇宙中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主』这个称呼只当归给祂。或许有人说，这是洋教。

然而我告诉你，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没有分中国的太阳，或是外国的太阳。照样，

主耶稣就是普天下的主，是美国人的主，也是中国人的主；是白种人的主，是黑种人的

主，也是黄种人的主。耶稣是主，当你喊主耶稣时，祂是主；即使你不喊祂为主，祂还

是主。耶稣是每一个人的主，是各家的主，也是各国的主。现今大部分的国家，都以主

耶稣降生之年为其纪年的标准，即使共产国家不承认耶稣为主，也仍然以主耶稣的年号

为年号。他们即使反对主耶稣，主耶稣也仍然是他们的主。 

 

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罗十 9。）若是你心里有苦恼，甚

至父母、师长也无法帮助你，你只要喊『哦，主耶稣』，立刻你里面就有平安。或是你

里面有了重担，只要喊『主耶稣』，千斤重担就会落下去，你里头就喜乐了。这不是迷

信，而是可经历的。你里面也许极其黑暗，不知往那里去，你只要喊主，里面就明亮了。

因为祂是主，是活的主，所以你只要呼求祂的名，就必得救。（13。）祂是天地的主，

就在你心里，也在你口里，祂正等候你呼求祂，等候你承认祂是主。 

 

 

 



心里信祂从死人中复活 

我们不仅要口里承认，还要心里相信。信甚么？信祂从死人中复活。所有的历史家都承

认，耶稣死了；然而，祂的复活乃是一个神迹。耶稣复活了，凡相信祂复活的人，都是

得救的人。耶稣的复活是宇宙最大的神迹。历史、考古学家证明这本新约圣经，特别头

一卷马太福音，是在主后三十七至四十年写成的；其余三卷福音书，是在主后六十至九

十年完成的。这意思是，早在一千九百多年前，这四卷福音书就已经写出来，并且着重

的说到耶稣复活了。埋葬耶稣的坟墓，乃是一个空墓。尽管当时反对的犹太人，极力想

要证明这件事是虚假的，但至终他们无法作到，因为他们找不着耶稣的尸体。在当时，

要找着这个证据并不难，因为按照圣经以及历史的记载，有人用细麻布加上香料，将耶

稣的身体裹起来，让尸体不致腐烂。（约一九 40。）若是主耶稣复活不是事实，那些热

中犹太教的犹太人，必定会将主耶稣的尸体找出来，陈列给人看，好揭穿门徒的谎言。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耶稣确实死了又复活了，所以祂的身体不在地上，并且祂的坟墓

是空的。空墓乃是祂复活有力的明证。耶稣复活了，因为祂是活神。认真说，信耶稣，

就是信耶稣复活了。另一面，如果你信祂复活了，就必定信祂死了。 

 

祂为我们死，死后且复活成为灵，乃是活的灵，无所不在的灵，如同无线电波无所不在

一样。我们知道，只要把收音机的频率调整正确，就能接收空中的无线电波；照样，我

们的心就像收音机里的接收器，只要把我们的心调整正确，说，『主耶稣，我是个罪人。

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是我的主。你复活了，我相信你。』这样，主耶稣就会来碰着

你的灵，并进到你的灵里，你就得救了。 

 

凡呼求主名的, 就必得救 

当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祂从死人中复活，结果就叫你无法不祷告。你可能会祷

告说，『主阿，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你死了，埋葬三天后复活了。

现今你是活的灵，大能的灵，无所不在、无往不透的灵。我等候着接受你。主阿，我相

信你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因为你不仅承认祂是你的救主，是你的

主，也承认祂是字宙的主宰。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徒二 36，）将天上地上所有的

权柄都赐给祂。（太二八 18。）当你口里承认祂为主，自然从你心里就会发出祷告，说，

『主耶稣阿。』你这一呼求祂的名，你就得救了。 

 



 

你有难处时，祂作你的安慰；你有痛苦时，祂作你的喜乐。当黑暗笼罩你时，你喊主，

立刻你里头就明亮。你若有重担，你喊主，你的重担就解脱。你有恐惧，你喊主，你里

头就有安息与平安。你若有任何嗜好或私欲捆绑、缠绕你，只要呼喊『主耶稣』，所有

的捆绑都会脱落；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今天呼求，今天得救；在这里呼求，

在这里得救；在这个时候呼求，就在这个时候得救。谁呼求，谁就得救；甚么时候呼求，

甚么时候得救。祂是活的救主，就在你的口里，也在你心里，只要你开口说，『主阿，

我相信你复活了，我承认你是主，』你就得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