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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由 
  基督徒的信仰入门重生得救，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中一个 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在《新

约圣经》中是很清楚的；历世历代以来，在数不清的前面弟兄姊妹的著作中也是讲得很透澈

的。可是由于许多人的‘学问’和撒但的工作，却常使清楚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把简单的

问题变得复杂异常；以至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主面前，将这个问题再来总结一下。希望对弟

兄姊妹会有帮助。 
  按照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不可能也不打算将这个问题讲得很全面，只想就一些接触到

的问题，尽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来说一说，其中难免有错，请弟兄姊妹在主里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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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就得救 
  “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第一章１７节） 
  基督徒的信仰入门，不是靠着自己去行善积德，不是参加多少次主日聚会，不是受浸，

而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信’。一本《圣经》 大的一章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章

《圣经》就是讲重生，讲信仰入门。其中第１６节是《圣经》中 大的一节：“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得永生’，就

是得着神的生命，就是得着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重生’，这得着‘重生’的条件，就是

‘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因信称义”是《圣经》中的一个大真理，不但在恩典时代是这样，就是在旧约时代也

是这样；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的话说没有，就是没有，就连埃布尔、以

诺、挪亚、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众先知都不是义人，他们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

据”，都是“…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只是在旧约时代，这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未像新约时

代那样向人类显明，以至犹太人误认为他们可以靠着律法称义。 
  “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信耶稣的信仰入门就是信；信什么？信耶稣

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信耶稣已经升天，信耶稣还会再来；信《圣

经》是神的话，信神在《圣经》中对我们的一切启示和应许。不是靠遵守律法，不是靠自己

的善行，不是靠一切宗教上的仪式，而是单单因着信，就能使我们称义，使我们能够得着永

生神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入门。 
  有人问：“信既这么重要，怎么信呢？” 
 
 
 
   三、信仰神是人的一种本能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罗马书第一

章１９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

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２３－２４节） 
  人是有灵魂，能够用心灵同神灵沟通的动物，正如人有眼睛可以看事物，有耳朵可以听

声音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找出眼、耳的位置，看见它们的构造，而找不出心灵的位

置，看不见它的构造。找不出它们的位置，看不见它们的构造的，是不是就没有的呢？我们

的意志、思想、感情、生命，我们都是在解剖学上找不到它们的位置，不知道它们的构造的。

（我们只可笼统地说它们是在大脑中，也许有一天，科学发展了，会发现这种看法是错的。）

我们不能说它们是没有的。 
  人类，无论任何民族，（从 文明的到 落后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从古代到现

代），都有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有他们所拜的神的（对的或错的）。一个 唯物的人，或一个

不开化的人，也都会“疑神疑鬼”的；一个 聪明的动物却不会，从来没有人见过动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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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这些都说明，人是有能通神灵的心灵的，信仰神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打一个比方：我读初中时，有一次上体育课，老师教我们‘正步走’，他先对我们说了

正步走的方法：“身体站直，眼看前方，抬右腿则右手后摆，抬左腿则左手后摆，……”有

一个比较迟钝一点的同学，他想：原来走路还有学问的，好在我读了中学，不然的话，我连

走路都不会。老师讲完了，做了一次示范，刚好叫到那个同学出来演习；那同学以为，这是

有学问的走法，不能再像平时那样走了，于是一反常 ，别扭的抬右腿则右手前摆，抬左腿

则左手前摆，弄得我们哄然大笑。这件事告诉我们，人类的本能是不用人教的，自自然然的

做去就行的了。 
  有人对‘信’做了不少注释：信就是信仰……；信就是信从……；信就是信服……；信

就是接受……。要人们照着这些注释去检查，看信得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些注释的道理都很

对，可作参考；只是要求人这样来衡量自己是否信就有问题了，因为神不但是头脑复杂的，

聪明人的神，更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像小孩子样式的人的神。道理讲得越多会叫人越胡涂。 
 
 
 
   四、‘道’的种子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隹美！’”（罗

马书第十章１４－１５节） 
  虽然我们不用教人怎么信，可是通道是从听道来的。人是否能信，跟我们传的福音是有

很大关系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中，所讲到的撒种的比喻，种子就是神的道；我们所

撒的若是神的道的种子，听的人又乐于领受，就必然它在人心里会发芽、生长；我们所撒的

若是没有生命的砂粒人的道理，就不能指望它会发芽、生长。人如果撒的是稗子撒但异端的

种子，就在人心里也会长出稗子来。一个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再来，只推崇基督教的好

道理的社会神学派，是带不出真基督徒来的；一个在撒但的手中，任由撒但摆弄，信从异端

的人，也不能带领人走上信仰的正途的。 
  求神怜悯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能传纯正的福音真理，能够带领人归向神，信靠耶稣

基督！ 
 
 
 
   五、重生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

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

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

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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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３－１５节） 
  从上面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主耶稣的话，我们看见，重生是进入神的国

之门，也是我们进入教会之门，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入门。二、重生这件事，是地上的事，

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见过的（这里不说‘人子’而说我们，应该包括跟从主的门徒）。三、

前面说‘重生’，后面说‘得永生’，重生就是得永生；得永生的条件就是‘信他’（人子耶

稣基督）。 
  神的国  神所在的永世，不是我们肉身的生命能够进得去的，而是借重生‘生’进去

的。譬如‘人世’，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人世的；虽然那些物质可以同我

们朝夕相处，如桌子、凳子、用具等，可是“除了在人里头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它们

对于‘人世’的事，是一无所知的。你要进入‘人世’，你就必须‘出生’。一个小孩一‘出

生’，虽然他对人世，对他自己都毫无知觉，可是他就进入了‘人世’。一个人，无论老少，

有朝一日若死了，虽然他的肉身还在那里，他便已经离开了‘人世’。照样，神所在的‘永

世’，也是‘生’进去的；什么时候，我们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就有了像神那样的

生命永生，我们就在神的永世里，亦即在神的国中了；所以重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入门。 
  我们之所以‘出生’在世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说我要出生就能出生的，（是神

让我们出生，我们才能出生）。重生也是这样，不是我们自己要重生就能重生的，重生是神

作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我们‘信’，神就照着他的应许：“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重生在永世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信神独生子耶稣基督的

名，‘重生’是由神来负责的。我们要进入神国的门，是信；其结果因着我们的信，神就重

生了我们，使我们进了神国之门。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尼哥底母觉得难以理解，这是难怪的；因为那时主耶稣还没有受

死和复活。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好理解得多了；因为古今中外，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已

经有了实际的经历了。 
  我曾看过一部介绍‘以虫治虫’，名为‘赤眼蜂’的科教片。赤眼蜂是一种米粒般大小

的寄生蜂，它们的繁殖过程很特别：它们将卵产在禾虫的卵里面，它的幼虫在禾虫卵里发育

成长，吃尽了里面一切的营养，到本该禾虫成熟破壳的时候，出来的竟是一个小赤眼蜂。这

是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个模式：本来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乎亚当的血气生命，可是因着我

们的信，神在我们的里面重生进去一个属基督的生命。这属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

慢慢的吃尽了我们属亚当的血气生命。当我们破壳而出（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再也

不是属地的亚当的罪身，而是属天的，荣耀的神之子。感谢赞美主！ 
 
 
 
   六、省察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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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么？”（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５节） 
  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是电子厂的工人。在电子厂里我们知道，要制作一块集成电

路板要经过许多任务序：印刷电路、在熔化锡水中浸焊、扦件、点焊、修理，到 后还要检

验。虽然一个个工序都要求很严，但到 后还得检验，因为恐怕在想不到的地方会出毛病。

这个检验工序现在简称为ＱＣ。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曾听过许多人向我们作见证，听过不少人讲道，

有的人还看过不少属灵的书籍，我们不知道所接触到的是否都是纯正的道理，我们不知道有

没有理解错，信错；再加上这过程有不甘心失败的魔鬼在破坏。我们也要来检验一下我们‘信’

得如何？经上说的‘省察’、‘试验’就是检验。 
  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呢？“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么？”

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不是神所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检验的标准；“人

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因着我们的信，神的圣灵就借着神的道，将基督的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同时，耶

稣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里面就成为圣灵的居所，成了神的殿。“岂不知你

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１６节）。神重生在我们里面的

生命，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本来是有分别的，可是实际上分别不出来，无论是从《圣经》

上查考，还是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都分不出来。实际是：有了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的生命。 
  关于圣灵住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的《圣经》根据比比皆是，这里再举几处： 
  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

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

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１６－２０节）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凭据原文作质）”（哥林多后书第一

章２２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质，直等到神之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

着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１３－１４节）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质，即凭据。什么是凭据？一个父亲告诉他的

儿子：“到明年你结婚的时候，我会给你壹万元”。儿子不知道父亲说话是否算数，可是父亲

不但说了，而且将一张写着他儿子名字的，壹万元的定期存单交给他，这张定期存单就是凭

据，就是质，虽然儿子还不能拿到钱，可是他已经有确实的凭据。 
  我们手里有一张存单，我们会知道；我们得着了重生，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

命得着了改变，里面有了圣灵，我们知不知道呢？也该知道的。 
  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重生？怎样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心里到底有什

么感觉？下面分四个方面来说说。 
 
  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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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第二章２１节）。会祷告的人，是重生

得救的人；因为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一个小孩刚生下来，他什么都不知道，却本能

的要呼吸。他一生下来就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要呼吸。一个重生了的基督徒可能讲不出

一点道理来，可是他是会祷告的；他会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神。如果有人从来不会祷告，这

人在信仰上就还没有入门。“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信就会求，不信就不会求，这是

很明显的。 
  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他的心里有一种力量，会催促他到主面前去祷告，这叫做祷告的

负担。一个姊妹见证说：“我每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祷告时间，这时如果有人来跟

我说话，我就觉得心烦。”“我吃饭之前是要祷告的，只是到不信主的朋友家里去吃饭就有问

题了；祷告吧，怕他们讥笑，不祷告心里又不安。”这个姊妹的感觉，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

有的，这样的要祷告的倾向，就是祷告的负担。初时这种负担不怎么明显，后来渐渐在主里

长进，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有力。当祷告的负担临到我们时，我们总想离开人群，独自

一个人到神面前来祷告；祷告了以后，我们才卸掉了祷告的负担。当然，有时我们也会感到

心里空荡荡的，我们甚至会忘记祷告；这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也会有的情形，我们不用 疑

自己的得救。我只是说一个人若从来就不曾有过祷告的负担，他的生命就有问题了。 
  我们见过当了几十年教友，而从来不会到主面前祷告的人；甚至见过这样的传道牧师，

他会唱诗、会读经、会讲道、会在大庭广众之中开声祷告（读祈祷文），只是当他一个人时，

却从来不祷告的。他的一切都是做给人看的；没有人看见，他就不用做了。 
 
  ２、听道 
  “…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得前书第二

章２节） 
  初生的小孩虽然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会饿；他饿了就哭，直到他含到乳头，才停下来，

用力的吸吮。我们的重生生命也会饿；重生生命的食粮，就是神的道。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会如饥似渴的要听道，巴不得礼拜天快一点到来，好去参加聚会。虽然看圣经还有困难，却

会宝贵自己的圣经。有文化的人会千方百计的寻找属灵的书籍。如果有人对听道没有兴趣，

不耐烦；这人的重生生命是有问题的， 低限度是患了“小儿厌食症”，当心！ 
  常常看见有人跑几十里路参加聚会，也有就在旁边也不听道的，为什么？很简单，羊是

吃草的，不论跑多远也要去找草吃；狗是不吃草的，窝边有草也不吃的。这是生命不同的缘

故。 
 
  ３、知罪悔改 
  神在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将律法放在人的心里；如经上所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

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

在他们心里。”（罗马书第二章１４－１５节） 
  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违背良心去行事，就是在神面前犯罪，我们就是罪

人。但一般人在没有信主之前，都是用属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世界标准的罪人，如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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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火、强奸、诈骗的人，他们大多数知道自己是罪人；可是世界标准的好人，他们没有

犯大罪，他们还比人好，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我穿一件白衣服，

虽然隐隐的有许多污渍，可是当我站在一群满身坭污的人中间时，我就觉得我很干净；等我

进了豪宅，同那高贵的主人的洁白衣服一比，我这才自惭形秽，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肮脏。 
  人对罪的感觉也是这样：当我们还不认识那圣洁的主时，我们就同世人去比较，我若是

一个世界标准的好人，我会觉得我没有罪；我若是一个世界标准的罪人，我还会找出许多客

观原因来为自己开脱。直到我信了主，认识了那圣洁真实的主时，我们才会看见自己实实在

在是一个罪人。 
  当彼得一发现，站在自己船上的，是圣洁的主时，他就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他就俯

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路加福音第五章８节） 
  一个房间里面很污秽，只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当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时，我们就看

得清楚了。神是光，当他的生命之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心里是何等

的污秽：仇恨、嫉妒、贪婪、虚伪、谤渎、诡诈、淫秽……。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

是一个心里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的人；是一个在信仰上还没有入门的人。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壹书第一章８节、１０节）“道就是

神”，道不在我们心里，就是神不在我们心里，就是神的生命不在我们心里。 
  信耶稣的人不但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因信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基督徒会立

志遵行神的命令，远离罪恶；正好象人不愿意弄脏刚刚洗刷干净的房间一样。虽然基督徒因

为肉身软弱，还不能完全胜过罪恶，可是他会“立志为善”。当他要往犯罪的路上滑时，他

的心里会失去平安；当他胜不过罪恶的引诱，偶然被过犯所胜，他的心里会感到痛苦，会在

神面前痛悔。 
  戴维的诗：“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

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日的干干。”（诗篇三十二篇３－４节）戴维的经历也是我们

基督徒的经历，当我们犯罪时，圣灵会在我们心里责备我们，甚至像火一样在我们的心里烧

烤、煎熬，使我们看见罪是多么可怕，会烧烤到我们以后再不敢随便犯罪。除了圣灵在我们

心里的责备，还有外面的管教；我们贪一点小便宜，往往会招来大损失，我们若宝贝一些心

中的罪恶，不肯脱离，往往会使我们一病不起，直到我们向主认了罪，弃绝了心中宝贝的罪

恶，主才释放我们。 
  随着基督生命的成长，基督徒的心里会有一种抗拒罪恶的力量，虽然仍旧知道自己是一

个罪人，可是靠着心里的力量，已能拒绝犯罪的意念。 
  我们见过这样的人，他说他是信主的，他说他信有神，有耶稣，信就得救；他说他是得

救的；只是他的行为同世人没有分别，一直沉在罪中。我们是仆人，不是主人，不敢妄论人；

只是请注意神的话：“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

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行义

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

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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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约翰壹书第三章５－１０节）《圣经》中有关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引这一段已经够了，不用多说了。 
  是基督徒就“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２０节） 
 
  ４、爱弟兄姊妹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翰壹书第三章１４－１５节）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野狼、狮子要找同类为伴。强制的将人与他的亲人、朋友分开，

是一种严厉的刑罚，名曰坐牢或流放。有基督生命的人，也自然的会爱与自己同类����有

神的生命的人。一个真信主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见到一个怎么样的人，卑贱的或高

贵的，贫穷的或富足的，聪明的或头脑简单的，中国的或外国的；只要他们是真信主的，我

们都能一见如故。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同一个高贵、圣洁的族类。 
  蜜蜂是群居的，它们中每一个蜜蜂，为着它们的群体，都能毫无保留的作出自己的供献。

当它们的群体受到威协时，那种奋勇抗敌，不怕牺牲的精神，真使我们叹服。什么原因呢？

因为对它们来说，离开群体它们就无法生存；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因而神在造它们时，

给了它们一个强烈的群体观念。 
  天然事物中实在有许多隐征，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神的教会更是一个群体，普世

的教会是一个整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妇。不在整体的教会里，单个的基督徒是不能存在的，

在神面前也是没有意义的。教会不单是一个群体，《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在

地上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一群蜜蜂缺了几个蜜蜂是没有大碍的，

一个身体若缺了一个肢体，缺眼睛、缺鼻子就不行了。因而主耶稣要求我们信他的人要彼此

相爱；他也亲自为我们做了榜样，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叫我们要顾念教会这个群体，

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基督徒里面的‘永生’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

身体上的肢体生命。我们若有耶稣基督身上肢体的生命，我们也必然会爱基督身上的其它肢

体。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

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那里

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约翰壹书第二章９－１１节）《圣经》上的话已够清楚，

我们不用多说了。 
 
 
 
   七、信仰之门 
  检验自己信仰是否已经入门，上面说到四个方面。得救的基督徒当然还有其它感觉和经

历，如：大多数基督徒会清楚自己得救的时间；信主之后会有一段初信热，（也有出生在基

督教家庭，从小就信主的人没有这些经历的）。得救的基督徒会有“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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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恶与我同在”的内心争战的经历，会有败坏的天然的改变，不良嗜好的戒除，在患难中的

平安等经历；会有属灵的直觉等等。只是作为检验的标准，说到这四个方面，已经足够。我

们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应该很清楚自己是否入了信仰之门的了。 
  我们如果还没有入门，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我们应该到主面前去求他为我们开门。主耶

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叩门，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门的。 
  《天路历程》那里讲到，基督徒走天路时进‘窄门’的事，我们要注意；基督徒进了‘窄

门’之后，他就得到一份‘公文’。《天路历程》虽然是喻意小说，可是他是讲实在的事。进

‘窄门’就是重生，得到那份‘公文’就是得到了作为‘质’的圣灵。 
  当基督徒进了‘窄门’，继续往前走时，有一个人从路边的墙上翻过来。基督徒问他，

怎么走天路不从‘窄门’进来？那人回答：我不是同你一样在走天路么？为什么一定要从窄

门进来呢？基督徒问他有没有‘公文’？那人说：不知道有这回事。 
  这件事告诉我们，人如果不重生，没有得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样的基督徒只是外表

学样的，不是真基督徒。我们再看看基督女徒走天路进‘窄门’时的情形：基督女徒和她的

孩子都进去了，可是同他们一起的恩慈姊妹却进不去，她就在门外痛哭；基督女徒鼓励她，

不要灰心，不要怕，继续叩门，结果她也进去了。重生应是每一个基督徒清楚的经历。 
  基督徒的‘公文’，在他攀‘艰难山’时还丢失了；他发现后马上回来寻找，结果找到

了。基督徒有圣灵在心里，自己是有感觉的；初时感觉不明显，越过会越明显。这感觉也会

失落。感觉上的失落，并不是神弃绝了我们，而是我们在什么地方错了；我们要回到失落之

处，把感觉重新找回来。 
  再说一遍：信仰的入门是一件大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入门，要恳切求主为我们开

门。如果自己已经入了门，也不要受人欺骗， 疑自己是否已经得救。 
 
 
 
   八、救恩之本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

林多前书一章３０节） 
  神是怎样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的呢？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有世人

不知道的，属天的平安、喜乐；我们知道这世界是虚空、短暂的，唯有神是我们永远的基业，

使我们不去寻求世界，而在凡事上寻求、遵行神的旨意。到耶稣再来时，世上的人会发现我

们信主的人是 聪明的。就是今天的事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

的主知道，我们不用问为什么，只要凡事按照在我们里面的恩膏的教训（圣灵的引导）去动

作，心里平安则行，心里不平安则止。这样我们能够躲过重重的危险和灾难，获得意想不到

的平安和成功。事后，我们会看见，我们比 有智慧的人还有智慧。这就是神使耶稣基督成

为我们的智慧。 
  神是怎样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的呢？有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

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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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在我里面活着的，是神的羔羊，曾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

涂抹了我的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到神的面前；只是，我是在基督里面，神是看见了他无罪的

爱子，我在他的爱子里面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披戴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成为我

们的公义。 
  神是怎样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呢？有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他的生命是圣洁的

生命。他圣洁的生命一天天的在我们里面成长，一天天的蚕吃我们那带着罪性的旧生命。不

是我们的旧人能够得着改良，而是主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来作我的生命，使我能够拒绝犯罪

的意念，彰显神的圣洁。这就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 
  神是怎样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呢？我们本来没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只是耶稣基督借

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作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以弗所书第一章１２－２０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使你们知道，他向我们

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

复活，叫他在天上在自己的右边。”神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这生命是创造天地万物的

大能的生命，这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曾经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他升上高天，坐在神的

右边。这大能的生命，今天已经在我们里面，这生命的能力，也会使我们在他再来之时，在

眨眼之间得着改变；就是我们已经进了坟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他一同复

活”，使我们上升，在空中与主一同相会。这就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都是借着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完成的；离开了他重生在我们里面

的生命，神的救恩就是癈虚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亦即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

重要的。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

生命呢？”（马太福音十六章２６节）人若没有在这世上的生命，人就没有在这世上的一切；

人若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没有在基督里的一切。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７节）。这是神给我们的，叫魔鬼害

怕，令天使惊羡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九、圣灵的工作 
  “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

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

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翰福音二十章１９－２３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

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冼；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

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

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４－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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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象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

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第二章１－４节） 
  上面所引的三段《圣经》，说到门徒受圣灵的二种情形：１、主耶稣在复活的第一天晚

上，就对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２、五旬节时，门徒聚集在一处，有响声从天

上下来，如风充满屋子，如火落在各人头上，门徒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前一次，

门徒受圣灵，是耶稣亲自吹气；可是在门徒这边，好象是静静的，没有什么反应。后一次，

五旬节时，如风、如火，门徒如醉、如痴，“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讲道，一次使三千人得

救。主耶稣在前一次的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到底算不算数？门徒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受了

圣灵？如果门徒那时就受了圣灵，为什么过了三十多天（耶稣复活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

升天前），耶稣又应许：“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呢？。 
  耶稣讲话会不算数吗？绝对不会！那第一次，门徒受了耶稣吹气以后，是不是就受了圣

灵了呢？是受了圣灵！这次受的圣灵，是受了耶稣基督的吹气，是受了作为生命的圣灵，正

如创世记第二章７节中，神对亚当的吹气一样。这作为基督生命的圣灵，是住在门徒心灵里

面的；就是我们在这本小书中所屡次提及的。后一次，门徒受圣灵，是“受圣灵的浸”，是

降在门徒身上，是作为一种神的能力，临到门徒的。这是一种外面的（在魂里的）浸。圣灵

在这二方面工作的分别，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弟兄姊妹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在《圣经》中发

现其中的分别。我们在此提出圣灵在这二方面工作的分别，只是想澄清一下，有的弟兄姊妹

认识上的一些混乱。 
  我小时候，甚至长大了，有了重生经历以后，相当一段时间，还不知道有圣灵住在我的

心灵里面这回事。说到圣灵，就认为是像五旬节那样的，圣灵的浇灌。那时我认识一个有过

受圣灵浇灌经历的姊妹，她每次说到为圣灵作见证，就说到她受圣灵浇灌的经历。那时，我

也很想得到圣灵的浇灌，只是找不到人为我按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圣灵就住在我的

心里；我也越过越清楚的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尤其是在患难之中更是这样。 
  今天，有的强调灵恩的基督徒，仍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受了圣灵的；甚至认为只有他们

会说方言的，才是得救的。强调基本救恩的，有的人则认为强调灵恩的人，常会上撒但的当，

不主张追求圣灵的浇灌，说方言。 
  其实，作为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得着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们

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约翰壹书第二章２７节）恩膏就是圣灵，这存在我们心里面的

恩膏，就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信神

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

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壹书第五章９－１２节）

今天，主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神的儿子，我

们就有生命，这就是神为他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所作的见证。 
  我们要认定（要相信神的话），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尤其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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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多数初信主的人，感觉不明显，）闭上我们肉体的眼睛，回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去寻找神

的同在。以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种爱的吸引力，吸引着我们到主面前去祷告。这就是恩膏

的教训，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觉。这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当我们行在他旨意中

时，我们心里会有平安；当我们开始偏离正路时，他会发出警告，使我们失去平安；当我们

不顾他的警告，继续违背他，以至犯了罪时，他会责备我们，使我们感到痛苦，直到我们在

他面前认了罪，才又重新得着平安。 
  我们要顺服他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做到令行禁止；要照着他在我们里面的教训，学习敬

虔，学习在他面前等候，“住在他里面”。同时接受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慢慢的，这恩膏的教

训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有力量。在有须要时，我们会感到圣灵的充满；我们会

享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的

祷告；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能力，包括拒绝犯罪意念的能力，爱的能力，改变我

们败坏天然的能力，脱离属地吸引的能力和遵行神的旨意、为主工作的能力。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走的正路，这就是盖恩夫人等所提倡的“里面的道路”。 
  可是基督徒不能希望，在短时间内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得救以后就要传福音，我们须要

圣灵的恩赐，我们不要去阻止年轻的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浇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得着圣灵浇灌，有说方言恩赐的弟兄姊妹，也不要骄傲，要知道：１、圣灵的浇灌不能

免去撒但对我们的试探。２、圣灵的浇灌不能代替十字架的工作。３、圣灵的浇灌不能代替

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内住圣灵。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栽种的”，他们肯定有受

圣灵浇灌的经历，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７节），他们因着

“说方言”的恩赐而自豪。可是，他们的受圣灵的浸的经历，却不能使他们必然成为属乎灵

的。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分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３节）。

哥林多教会还有不少混乱。前面我们所引的一段经文：“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

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么？”这一段经文记在

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５节，就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有圣灵的浇灌经历

的，不一定是有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事，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时代：生活上失败如

参孙的，每当有须要时，‘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不合神心意的扫罗，也有过受

圣灵感动说预言的经历。甚至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巴兰，也一样有受‘耶和华的灵’的感动

经历的。 
  我们这样说，并没有要贬低圣灵在这方面工作的意思。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建立，之所以

能够在差不多二千年来，经过了数不清的磨难而盛久不衰，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离开了圣

灵的工作，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有的人认为，圣灵的浇灌是使徒时代的事，今天不会有真正的圣灵的浇灌。不对，因为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

使女。”（使徒行传第二章１７－１８节）现在正是“末后的日子”，教会和世界都须要圣灵

如风、如火的能力；须要圣灵大能的工作！我们应该求神赐下他当初的权能，赐下圣灵的能

力。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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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律法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

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１７－１８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罗马书第十章４节） 
  今天，在基督徒中，因信称义的真理，在道理上本来已经很清楚的了；可是在遇到实际

问题上仍然有许多混乱。较为常见的有二种： 
 
    １、不明白生命的真理，认为信耶稣就是遵守律法，就是行善事。我有一次出差到内地，

礼拜天就到当地礼拜堂去参加聚会。一连几个礼拜临散会时，主持牧师都特别嘱咐：“你们

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可以了，还要守十诫，还要行善事啊！”把信耶稣和守诫命、行善事当

成两回事来强调，请大家想想，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还有的传道人，他们的讲台信息，绝大部分都是教人如何做基督徒：在家里怎么做，在

单位怎么做，在社会上怎么做；对父母、对妻子、对丈夫、对儿女、对同事、对朋友、对邻

舍、对仇敌、对金钱、对世事……等等，说得非常详尽，道理是很好的。只是，这样做基督

徒的学问未免太繁复了，会使一个单纯如小孩的人望而却步。其实，对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

来说，做基督徒是很容易、很自然的；只要按着恩膏在里面的教训去作就行了。说明按照生

命的原则，如何处理接触到的事，像罗马书十二至十四章那样，提供一个作基督徒的样板是

必要的；只是，将那种说教当成讲道的主要内容，那就有律法主义的倾向了。 
 
  ２、认为基督徒是根本不须要遵守律法。他们认为：人是软弱的，无时不犯罪的，无法

守诫命的，因信称义，信就得救，不在乎遵守律法。这样的人古来已有，“将神的恩变作放

纵情欲的机会”（犹太书４节）。这些人实在是没有信心的，只是自己欺哄自己。 
  律法虽然不能使人称义，不能改变人的恶性，可是律法却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永恒的法

则；是不能废弃的。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 
  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按其与人类道德律的关系来说，可以分为二部分：１、与道德律

有关的部分，如：要敬拜真神；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

证；不可贪婪；要爱人如己等等。这一类律法，与自古以来，刻在人类心里的律法是相同的。

２、与道德律无关的：如割礼，食物禁戒，守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一类律法，是以色列

民族特有的。 
  律法是“训蒙的师傅”。神借摩西将律法传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由于人肉身的软

弱：１、根本无法达到神的道德律的要求；２、根本无法脱去肉体的邪情恶欲（割礼的预表），

无法过圣洁的生活（禁戒食物的预表），无法做一个与神联合的人（守节期、月朔的预表），

无法进入安息（守安息日的预表）。 
  人看见凭着自己在守律法上的无能，就引人到基督面前，使人因信称义。（以色列人一

直盼望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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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凭着自己无法达到律法上道德律的要求，可是在基督里，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就能超越这些要求：律法要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我们在基督里却可以做到不向弟兄

动怒，不动淫念。律法要求要爱人如己，我们在基督里却可以做到按着神的旨意，为弟兄舍

己。基督成全了律法，使无法遵守的律法成为可遵守的。 
  对于与道德律无关的律法：割礼无法割除人的邪情恶欲，人在基督里，借着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旧人与基督同死，就能除掉人的邪情恶欲。禁戒食物不能使人圣洁，我们在基督里，

神就使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作我们的圣洁。以色列人守节期、月朔，不能使他们与

神联合；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他在我们里面恩膏的教训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

们就与神联合了。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不能使他们进入神的安息，当我们在基督里与神联合

时，我们就在基督里得着了安息。在这里，耶稣基督也超越地成全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神给以色列人的与道德律有关的律法，今天实际上也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版上；基督

徒要以此尺度来衡量自己，“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

太福音第五章２０节）我们应该靠着主去切实遵守这方面的律法。至于与道德律无关的以色

列人的律法，除了《新约圣经》明文规定的要“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之

外，（使徒行传第十五章２９节，这里不提奸淫，因其与道德有关，已在基督徒应切实遵守

之列）。其余的，基督徒是不用遵守的。因为那只是引导以色列人到基督面前的训蒙师傅；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从此就不在师傅手下了”。我们就不在那些律法之下了。 
  这些分别，在《新约圣经》中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与道德律有关的律法，

是包括在刻在基督徒心中的律法的；论到这方面的律法时，经上记着神的话说：“那些日子

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

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希伯来书第八章１０节）。又说：“所以要治死你们在

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你们要弃

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歌

罗西书第三章５、８、９节）只是对于主张基督徒要受割礼的人，经上说：“恨不得那搅乱

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加拉太书第五章１２节）。对于主张要禁戒食物的人，经上说：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提摩太

前书第四章１－３节）。对于主张守安息日的人，经上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

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歌罗西书第

二章１６－１７节）。又说：“你们谨守日子、月分、节期、年分。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

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加拉太书第四章１０－１１节） 
  我们接触过‘安息日会’的人，他们主张要守安息日，禁戒猪肉。初时我们觉得，反正

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觉得要守安息日，他们若是为主而守，也无不可，我们要尊重他们；

我们也一直尊重他们。只是后来，我们看见他们越来越不象样，不但强调要守安息日，而且

强调禁戒食物；宣扬‘不守安息日就不得救’。他们好像专门培养‘安息日’的卫道士似的，

因为在他们那里只参加过几次聚会，信仰开始的人，就可以总把守安息挂在嘴上，攻击这个

不得救，那个错了的。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也不想想自己在主里面，到底有多少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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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希望他们自己省察一下，看这样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在克制肉肉体情欲上，到底有什

么功效？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明白《圣经》真理，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是凭着自己

去背负，以色列人所不能背负的轭。 
 
 
 
   十一、难处 
  有的人以为，表面上是信主，事实上信仰没有入门的人，是因为他们来到主面前的动机

不够纯正；这是不对的。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什么是罪人？坏人，自私、软弱、败坏的

人。像这样的罪人，你要求他们要有纯正的，寻求真理的动机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自私软

弱的人，我们寻求主都有我们软弱自私的目的：有的人是因为在世上走投无路来投靠主，有

的人是因为想得着医治来寻求主；有的人是不堪受人欺凌来投靠主；有的人是因为要摆脱魔

鬼撒但的作弄来寻求主；有的人是感到心灵里空虚来寻求主；总之，我们都有我们自私的目

的。就算是 高尚的目的，为了能逃避将来的刑罚，为了灵魂得救，其实也是一种为己的自

私目的。 
  我们因着自私的目的来到主面前，向他祷告。他答应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的难处。我

们从而知道神是真的。我们信靠他，接受他的教训，为着要得着上好的福份而遵行他的旨意。

他就带领我们走向一条以舍为取，以失为得的爱神、爱人的道路。耶稣基督实在是奇妙的救

主；一个败坏、软弱、自私的人进了他的门，等到从里面出来时，就变成了一个仁爱、公义、

圣洁的人。 
  上面我们说过：信神，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们不知道关于信的种种道理不紧要。现

在，我们再说：我们是怎样的坏人，我是 着什么目的来到耶稣面前，也不紧要；要紧的是，

当我知道神是真的时，我愿不愿意作基督徒？头脑复杂的人可能会说：“神要怜悯谁，就怜

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我

不知道神是不是怜悯我，恩待我？我不知道我能否得着神的救恩？”不错，神是有他的主权，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不是他的怜悯，世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可是经上有更多，

更确切的话，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信的人不至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圣经》上这些确切的话语，都告诉我

们，神是爱我们的，神已经爱我们，神已经怜悯我们。现在的关健不在神手里，而在我们自

己手里，神将主权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决定‘信’或是‘不信’。我们可以拣选做神的儿女，

接受他对我们的操练，将来好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也可以拣选仍旧在撒但的权下，去寻求这

世界的短暂福乐，将来面对神的审判。 
  我们看见：有的人患了重病，无能为力，到主面前来求主医治；疾病得到医治以后，走

了。有的人困难重重，或大祸即将临头，走投无路时来寻求主，主用奇妙的手转移了环境，

使他走出困境，他也走了。有的人出身于信主家庭，他也深知神赐给他的家和他的一切福；

可是，世界太可爱，一直总不愿意投靠主耶稣基督。有的人为了婚姻问题，或出于其它目的，

参加聚会，读经、唱诗、受浸，自以为是基督徒，可是实在是没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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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一切得过主的恩典，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在信仰上却没有入门的人，要确实的知

道，难处不在神那边，而在你自己这边。你的生、死、祸、福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作为

你们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劝你，求你，将你的人生筹码押在爱你，为你流血舍命的主耶稣基

督这边。天父在看着你，耶稣基督在等着你，希望今天能成为你的人生历史的关健时刻，从

此开始信靠耶稣基督！ 
  有的人想，自己现在还年轻，等一等，老一点再来信也不迟。不，不能等！我们见过许

多老了再来信耶稣的人，他们大多数反应迟钝，记忆衰退，很难领受福音真理。使人觉得真

是太迟了一点。更何况现在世界上灾难频频，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迫在眉睫；“人正说平安稳

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面对审判的主。

希望还没有信主的人，真是不要错过有限的机会。马上就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 
 
 
 
   十二、结语 
  写这小册子有三个目的：１、希望大家检查一下，自己在信仰上有没有入门，如果还没

有入门，要赶快信主。２、如果在信仰上已经入门，就不要受人的欺骗， 疑自己的得救，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四章１４节）３、在信

仰上入了门之后，要走一条正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靠着圣灵入了门，不要靠着肉身去成全，

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哦主，祢知道祢的教会今天的光景，祢知道人性的败坏，祢知道撒但魔鬼因着时日不

多而气忿忿的，千方百计的抵挡祢的事工。当我们看自己时，我们真是耽心、害怕；可是祢

是神，祢是掌管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真神；祢曾经保守、看顾祢的教会，在风风雨雨中经

过了差不多二千年，在祢再来的 后时刻，更加求祢怜悯，救祢的孩子们脱离那恶者，脱离

世俗，脱离我们败坏软弱的自己；好让祢的旨意得成就，祢的国降临，在地若天！求祢因着

祢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垂听祢每一个孩子在祢里面的祷告！阿门！阿门！”  
 
 
 

文：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