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真諦
-

Zac Poonen

我想藉这篇文章来给大家解释“重生”或“得拯救”的意思。
真心忏悔是重生的第一

，但是要真正悔改(远离罪恶)，你必须知道什

是罪恶。当今有很多基督

徒对悔改有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对罪恶有错误的理解。
现代基督教的标凖，

况愈下。很多传道者所傳揚的是

了水的“福音”。而不是福音的真谛。他

们仅仅教人信仰耶稣，但是单靠信仰，从不悔改，并不代表你能得救。
重生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础。如果你只是行善，而没有打好这个基础，那

基督教和世上其它的宗

教，并没有差异。因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行善。当然, 做一个好人是重要的。不过，这只是基
督教的外表，而不是它的本质。我们要以重生作为基礎。
约翰福音 3：3 记载一段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在此耶稣用了重生的字眼。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个敬
畏上帝和行为正直的宗教领袖，但耶稣对他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可见得，即使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也需要屬靈的重生，才可以进入上帝的国。耶稣又预言祂会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但信祂的人会获得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 3：14，16 ）。
耶稣接着告诉他，世人的行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选择黑暗而拒绝光明（约翰福音 3：19）。但追求
真理的人会接受光明而得救（约翰福音 3：21）。重生的第一

是走向光明，意思是对上帝坦诚地承

认你的罪孽。你当然不可能记得你所有犯过的罪，但是你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并告诉上帝你所记
得的全部罪行。
罪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起初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打个比方，你住在一个面积广阔的国家，但
眼前所看到的只是這个国家的小角落。当你真心悔改后，上帝的光辉会使你逐渐看见你自己更多的
邪恶，使你改过自新。所以你必须在上帝前坦诚。
再舉一个例子吧。你住在一个很肮脏的房子里。你想请主耶稣来和你一起生活。但祂不可能住在这
样不干净的地方，所以祂帮助你清理

个房间。逐渐地，整个房子都变清洁了。这就是我们在基督

徒生活中如何越過越聖潔。
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他

到一处，都是宣扬一樣的讯息：向神悔改，信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

20：21）。这两个要求奠定了重生的良好基础。上帝将两者合一，但大多数的传教者把它们分

，

只傳講信仰而忽略了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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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靠信仰并不能令你重生。好像一个妇女，不管如何努力，也不能令自己受孕。同样的，一个男
子也不能自己生育。只有男女结合后才会有新生命。所以当悔改和信仰走到一起时，才能帶來心灵
的新生。这新心灵的到来，有如婴儿的诞生，发生在一霎那，而不是逐渐来的。
正如婴儿需要母亲怀胎十月，才能诞生一样；新心灵的来临也要有充分的准备。有些基督徒不知道
自己重生的日期；我也不知道。这就像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会在哪天出生一样，并不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重要的是肯定你今天是活在耶稣里。
当我们说，耶稣是带领我们见到上帝唯一的路径，我们是否太狭窄了？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回答：如果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甚至没有看见过他的照片，那我是不会知道父
亲的长像的。同样地，我们从未见过上帝，因此不能知道主的一切。但耶稣基督来自上帝，所以只
有祂才可以指出到上帝那兒的路。他说：“我是道路。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当耶稣声称自己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那只有两个可能性：祂所说的是事实，或祂是在说谎，是
一个骗子。但谁敢说他是骗子呢？若说耶稣只是一个好人或是个先知，这也是不够的。因为祂是神
– 不仅仅是个好人。如果祂欺骗你，祂便不会是好人。因此我们确认祂是上帝在肉身顯現。
一切的真理都是绝对的。在数学上，2 + 2 始终是 4 。我们不会宽宏地接受 3 或 5 的答案。我们甚
至不能接受 3.9999。如果我们容忍这小小的差异，我们的数学计算會是错误的。同样地，我们知道
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如果我们也接受太阳围绕地球的理论，我们的天文理论会出乱子。在化学
里，H2O 便是水。我们不能大方地说，H2O 亦是盐！因此，真理在各方面都是绝对的。寬宏地接受一
切，只会带来在数学，天文学和化学上严重的错误 – 在认识上帝方面也是如此。
圣经教导我们，所有人都有罪。耶稣为罪人而死。 因此，你若以“基督徒”身份来接受主，他是不
会原谅你的罪的，因为他是为罪人而不是为基督徒而死的。只有对耶稣说“主啊，我是罪人”，你
才会被宽恕。你不可能以任何宗教成员身份来求主原谅你的罪。因为耶稣是为罪人而死。只要承认
自己是罪人，你的罪孽立刻会被饶恕。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良心。所有孩子都有非常敏锐的良心，使他们能够很快
知错。但他们长大后，那良心可能变得坚硬和迟钝。当一个三岁的孩子说谎时，他的面孔看起来是
有内咎的，因为他的良心不安。但 15 年以后，他可能在撒谎时面不改色。由于他一次又一次的忽
视，他的良心终于被抹杀了。一个婴儿的脚底是很柔软的，它甚至可以感觉到羽毛的抚摸。可是成
人的脚底是坚硬的，要用力戳一针后才感觉到疼痛。同样地，在我们长大后，良心也变得麻木不
仁。
良心是上帝安置在我们内心的声音，它告诉我们我們是有道德良知的，能鉴别是非。这是神给我们
的美好恩赐。 耶稣称它为“心灵的眼睛” (路加福音 11：34)。 如果我们不留心照顾它，珍惜它，
有一天我们将会成为屬靈盲人。忽略良心和忽略进入眼睛的尘土是同样危险，因为有一天你會在屬
靈上完全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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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婴儿出生时都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都是一样的。两年后他们仍然都是自私和好争吵的。但
随着岁月的增长，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灌输不同的宗教, 于是他们有了不同的信仰。一个人的宗教信
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的父母替他选择的。
但上帝并不以宗教信仰来区别我们。在他眼里，我们都是罪人。因此耶稣为人类的罪孽而死。他不
是为那些自认可以进入天堂的人而降临世上的。他是为承认自己是罪人、愧于见主的人而来的。你
的良心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为什

你难以启齿对上帝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这

生中做了很多错事” 呢?
有些人问，“为什

上帝不能像父亲一样，宽恕我们的过失呢?”如果一个儿子打破或丢失了一件珍

贵的东西后，向他的父亲道歉和忏悔，他的父亲会原谅他。但这些並不是道德问题。如果我们所有
的罪过都像这些事情一样，那

上帝会立即原谅我们的。但罪孽乃是一

亵渎圣主的行为。

一名法官在裁判自己的儿子时，能否对他说,“儿子，我爱你, 我原谅你, 我不会惩罚你”? 世上任
何稍有公正心的法官都不会这样做。这

正义感是上帝完美无瑕公义的一小部分。因此，当我们犯

错时，上帝以法官的身份说,“我十分爱你，但你犯了罪，所以我要惩罚你”。在法庭里，不论儿子
有多

懊悔, 他的父亲仍然要处罚他。假设儿子抢劫一家银行，作为法官的父亲依法执行, 判他一

百万元的罚款。儿子没有钱缴纳罚款，必须进监狱！但是父亲在裁判后，换下法官的长袍，接着用
自己一生的储蓄，写了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替儿子缴纳罚金。他的儿子能指责父亲不爱他吗? 当然
不！但同时，父亲的裁判在法律上是公正的。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作为一名法官，他宣布我们必
须为我们的罪过而死。然后他降临世上成为人，代替我们接受刑罚。
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三位一体，他是聖父，聖子和圣灵。如果单有上帝，祂不可能离

在天堂的寶

座而以耶稣身份来到世上。谁来管辖宇宙? 但由于上帝是三位一体，所以聖子能来到世上，为我们
的罪孽而死在天父前。有些基督徒说神只有一位 – 耶稣; 因而仅以耶稣的名义替人施洗。这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约翰一书 2：22 说: “不认父与子的，是敌基督的”。因为这樣是否认上帝以耶稣的
身份來到世上，成為人的樣式，并順服聖父的旨意; 在天父前为我们的罪孽而死。(约翰一书 4：
2，3) 。
当耶稣来到世上，祂是神也是人。祂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世人的罪孽接受刑罚。罪恶的代价是永
远和上帝隔离。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時，祂與天父隔離了；这種隔离是人类最可怕的痛苦。
地狱是宇宙中唯一被上帝遗弃的地方。上帝不在那里。所以魔鬼能充分彰顯牠的邪恶。这邪恶讓在
地獄裡的人感到極度悲慘。而耶稣經歷了这刑罚。祂被挂在十字架上 6 小时，最后的 3 个小时，祂
被上帝离弃了。那时太阳变黑而且大地也震动了。上帝既为基督之头（歌林多前书 11： 3），当耶
稣被上帝離棄时就好似祂的头被去掉了一样。我们是不可能充分理解祂所感受的这 痛苦。
如果耶稣仅仅是个上帝所创造的凡人，他是不可能代替自亚当以来的整个人类來接受刑罚的；因为
一个人是不可能为亿万罪人受刑的！但耶稣是无限的上帝，所以祂能够替所有的罪人受刑。
进一 来说，正因为祂是无限的，所以祂可以在那三个小时里承受这个永恒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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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耶稣只是一個受造者，而上帝以祂为代罪羔羊，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不会容许一个人代替别人
受罚，即使这人是甘心情愿。你的朋友不可以为你的罪孽而受绞刑。同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凡
人，而为我们的罪过接受惩罚，这将是最大的不公道。
所以我们确定，唯有上帝可以为我们的罪行接受刑罚。因为祂是宇宙之主，祂有权利来审判我们；
祂也有权利替我们接受刑罚。这就是耶稣来到世间所做的事。
基督徒的信仰以两大真理为基础：首先，耶稣为人类的罪孽而死。其次，三天后，祂从死里
了。
如果耶稣没有

活，那我们便没有证据来证明祂是上帝。祂从死里

活

活证明了祂所说的一切都是确

实的。没有一个宗教领袖敢声称他能为世上的罪恶而死；更没有任何宗教领袖能够死后

生。这两

个事实便充分显示出耶稣是独一无二的。
所有的宗教都教导我们要行善，要和平相处。但基督信仰有一个独特的基础：耶稣为人类的罪恶而
死，然后

活。如果没有这两大真理，基督教就无异于其他任何宗教。

上帝创造人，是要我们为祂而活着。但我们都自私地为自己而活。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前，我们必
须像偷盗多年的小偷一样，悔改对上帝的虧欠。我们必须感谢耶稣为我们而死，必须相信祂从死里
活。我们不可能对一个已死去的人祈求；但正因为耶稣从死里
耶稣

活，所以我们可以與祂談話。

活升天之后，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便降临到世上。圣灵是和耶稣一样真实的，祂要来

充滿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祂就可以令我们圣洁；当圣灵充满你时，你将能战胜一切罪恶。在
五旬节圣灵来到之前，没有人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只能改变生活的外表，但内心依然故我，因
而被罪孽击败。但当圣灵充满你时，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使你心灵圣洁。
福音最美妙之处，是当上帝饶恕你、而耶稣以圣灵充满你时，你的心可以变得完全圣洁。耶稣通过
圣灵住在你心里，使你的身体成了上帝的圣殿。
我曾问过一个正在吸烟的基督徒是否会在教堂内抽烟？他回答从来没这样做过，因为教堂是上帝的
住所。我告诉他，他的身体而非教堂，才是上帝的住所。你不会在教堂内通奸吧？你亦不会在教堂
内看色情电影吧？当耶稣在你的体内，你的身体便是上帝的住所。因此，请注意你自己的所作所
為。不良的习惯例如吸烟，饮酒，用毒品，和不纯洁的思想都是会逐渐摧毁你的身体和心灵的。
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场赛事。当我们告别罪恶而重生时，我们便来到起跑点，
比赛 – 直至我们生命完结。我们跑着跑着，

始一场马拉松式的

天越来越接近终点；但我们不可停下来。

用另一个例子來說吧：当我们重生时，是为房子奠定基础。然后，我们慢慢地把房子一层又一层建
筑起来。
这是最美好的生活，因为你逐 除去你生活中一切的污点，并且逐渐变得如主般的圣洁。
怎样才能得到重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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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不要把自己和别人比较而自认为胜人一
毒药。喝一滴或一百滴都会死。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

。罪恶像是一

致命的

始，首先得承认你并没有比那世界上最坏的

罪人还好，然后下定决心远离罪恶。
接著，要全心全意地相信主耶稣，委身於祂，而不是只相信一些有

祂的观念。相信一个人并不代

表对这人有承诺。一个新娘在婚礼中被问到，“你是否承诺把自己交托给这个人”？假若她回答
说：“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但我不知道是否要把整个生命和未来交给他”。既然这个新娘
对他没有信心，她不能嫁给这男子。一个女子的婚姻将改变她的整個人生。她将改用丈夫的姓氏，
离

父母的家而去和丈夫一起居住。她甚至可能不知道他将住在哪里，但正因为她对丈夫有信心，

所以把自己的整个未来都给他。这和对耶稣有坚定的信心是一样的。
敬畏地說，基督徒的含义是“基督的夫人”。我的妻子嫁给我以后，才可以使用潘太太（Mrs. Zac
Poonen）的名称。没有和我结婚的女子不能自称为我的太太。同样地，你只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后才
能称为基督徒。不然的话，就是自欺欺人。
婚姻是永远的。同样地，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终身的承诺。但这并不表示你已经变得十全十美了。
当一名女子结婚时，她没有承诺以后绝不会犯错误的。她依然会做很多错事，不过她的丈夫会原谅
她。但她矢志与她的丈夫永远共同生活。我们和基督的結合也应如此。
下一

是接受水的洗礼，洗礼有如一张结婚证书。但只有一张证书并不代表你已结了婚。同样地，

受洗不会令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应该把自己交给主耶稣之后才接受洗礼；正如只有结了婚后你
才会领到结婚证书。洗礼是一个见证：表明你脱离旧生活，接受耶穌基督为你的主。
一对恩爱的夫妇会经常谈心。所以你也要常和耶稣谈心，聆听他 天通过圣经对你说话。
一个好妻子绝不会做使她丈夫不满的事。她会竭尽所能地与他交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会做任
何令耶稣不喜欢的事情，例如看耶稣不会看的电影。他做的事都是可以與耶穌一同做的。
你能肯定你已经重生了吗？答案是肯定的。罗马书 8 ：16 说，当你重生时，圣靈與你的心同證你是
上帝的兒女。
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 - 因为我们能和我们所能找到最好的朋友（耶稣）一起生活；我们不会孤独，
因为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求他分担我们的困难。这是一个充满了喜悦，没有焦虑或恐惧
的生活 - 因为耶稣掌管我们的未来。
如果你想重生，現在就从内心深处向上帝说：
“主耶稣，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一个应该下地狱的罪人。我感谢你爱我，为我的罪而死在
十字架上。我相信你从死里

活，現在仍活著。我现在愿意離棄罪惡。请饒恕我所有的罪孽，让我

从此痛恨罪恶。我也原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主耶稣啊，请进入我的生命，从现在起做我的主。让
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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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说，“凡接受基督的人，祂就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兒女”（约翰福音 1 ：12）。主耶稣也
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總不丟棄他”（约翰福音 6 ：37）。
因此，你可以肯定神已接受你了。
然后你可以感恩祈祷：“感谢主耶稣，你原谅我，接受我。请用圣灵充满我，并且给我力量为你而
活。从今以后，我愿意單單取悦你”。
从现在

始，你要

天阅读圣经和祈祷，求主天天以圣灵充滿你。你也需要与其他重生的基督徒一

起相交。只有这样你的基督生命才会成长，才能够继续跟随耶稣。因此，祈求主帶領你到一个好的
教会。願主大大祝福你。

Zac Poonen 弟兄以前是一名印度海军军官。40 多年来他在印度侍奉主，为圣经导师和长
老。像其他 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er (CFC) 的长老，他是自助而并不接受任何薪金。若
要知道更多信息，请查询 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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