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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聖潔完美的創造主 

他創造宇宙萬物，他掌管一切 

世人都犯罪得罪了神， 

而罪的結果是死亡 
和永遠的地獄 

 

神愛世人，通過耶穌拯救世人 
因此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承擔世人的罪，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人若願意認罪悔改，相信耶
穌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人，便可以得到神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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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福音? 
 

聖經是獨一真神的啟示。神要通過聖經告訴世界的最重要

的信息被稱為福音(馬太福音 24:14)。這福音與世上每一個

人都息息相關。無論你是什麼文化，什麼國籍，什麼人種，

什麼性格；無論你說什麼語言；無論你在人生的哪一個階

段；無論你是身無分文還是家財萬貫；無論是你是普通市

民還是位高權重；無論你住的是平房草屋還是百萬豪宅，

聖經的福音是要講給你聽的！因為福音解答了人生最重要

的問題：人死後往哪裡去。如果你不能長生不老，那你需

要聆聽聖經所宣講的福音。 

 

聖經中所說的福音，來自於希臘語單詞 “εὐαγγέλιον” 

(euangelion)。這裡的前綴“εὐ-” (eu) 表示“好”， 而後面的

詞根“αγγέλιον” (angelion) 表示“消息”或者“信息”。因

此，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這好消息是什麼呢？

以下的內容就是來解釋聖經所要講的好消息(以及在好消

息之前的壞消息)。  

 

 

 

  神是聖潔完美的創造主 

 

 神是創造主 

創世記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現今人往往會誤會宇宙是自然隨機形成，而人類也是隨機

進化而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聖經清楚說明宇宙天地和

人類（亞當和夏娃）都是由神親自設計創造的，為的是讓

我們愛他, 服侍他, 並在永恆裡享受他的祝福與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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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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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人的肉眼看不見神，但是每個人的天性裡都知道神的

存在，就像中國人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神所創造的

天地萬物就是神最好的證人。在古時，當人看到閃電打雷

火山爆發，知道必然有神的存在。今天，我們看到各種宇

宙天地間的自然規律，看到我們身上每一個細胞內所包含

的複雜信息，看到神對每一個動物

各種本能和器官的精妙設計，我們

就可以知道世界萬物必然有一個設

計者，必然有一個創造之神的存在。

無論在哪一個的年代，神的創造總

是讓人好奇、著迷、疑惑、驚嘆。

無論科學發展到什麼程度，被造的

天地萬物總能告訴我們有一位神。

而聖經告訴這個神是誰。 

 神是擁有一切的主宰 

詩篇 24:1-2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因為神創造了一切，所以他擁有一切並掌管一切；他有權

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有權柄掌管我們的生命，並

且有權力以他所規定的標準要求我們。就好像如果你是某

一個公司的一名員工，你需要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如果

你是某一個國家的公民，你需要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法規。

同樣，因為你是神所創造的世界的一員，所以你也應該服

從於神所定的“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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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聖潔的 

馬太福音 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

樣。‛ 

彼得前書 1:16‚你們當成為聖潔的, 因為我是聖潔的。 

神對人所定的“規章制度”就是我們要向他一樣完美，聖

潔。因為他是完全的完美，所以他只能接受完全的完美。

這包括我們行為，言語，態度，動機，思想。你可以像神

一樣完美聖潔嗎？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是罪人 

羅馬書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傳道書 7:20 ‚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 

從亞當夏娃違背神的命令那一天開始，世上就沒有人可以

像神那樣完美聖潔，所以聖經將所有人都定為“罪人”。 

“罪”是指未能服從神的命令或未能達到神的標準。以下

是一個簡單的測試，請按著聖經的標準判斷，你是否可以

成為神眼中的好人（聖經稱之為“義人”）。 

 馬太福音 22:37-38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 

因為耶穌的這個命令，神一直是我生命的第一優先，

我也全心愛他（是 /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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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2:14-15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

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

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

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雖然我之前不知道神在舊約中的律法，但是無論我

做什麼事都是憑著良心做，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感到

過內疚或良心的譴責（是 / 不是） 

 約翰一書 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

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有仇恨的心態（是 / 不是） 

 出埃及記 20:17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

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我從來沒有嫉妒，貪戀不屬於我的東西，例如：別

人的財物，別人的才能，別人的相貌，別人的地位，

別人的升遷（是 / 不是） 

若是你對於以上任何一個問題給出否定的回答，那你在神

的眼裡就不是一個好人(義人)，而是一個罪人，因為你沒

有達到神的標準。 

 罪人無法拯救自己 

雅各書 2:10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眾條。‛ 

我們是罪人並不代表我們沒有做善事的能力。相反，無論

一個人是不是相信聖經，他都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問題

在於，無論我們做多少好事，只要我們做了一件壞事，那

我們就成了神眼中的罪人。神是完全的完美，所以沒有任

何通融的空間。神是完全公正的，所以他也不會接受任何

的賄賂來改變他的判決。上面雅各書 2:10 就是在說這個意



5 
 

思。不在乎你做多少的好事，只要你做了一件違背神律法

的事，那你就與殺人放火、燒殺搶掠的人一樣了——都是

神眼中的罪人。這就是神的標準。舉例來說若是你因為超

速被警察攔下，警察不會因為你之前 10 年的安全駕駛記

錄就算你沒有超速。同樣，神不會因為你做的一些好事，

就無視你所做的一切違背他律法的事。因此沒有人可以靠

自己的行為在神面前成為好人。 

就像插圖中所表示的，我們與聖

潔完美的神之間有著無法跨越

的鴻溝，我們可以做一些好事，

但是我們的好事根本無法滿足

神的要求。更何況我們更多做的

是神眼中的壞事。不完美的我們

永遠不可能達到神完美的標準。 

 作為罪人的後果 

羅馬書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 

希伯來書 9: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

判。‛ 

馬太福音 10: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

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神不但是聖潔完美的神，也是公平公正的神。罪會讓人死

亡。在死亡之後，神會按著他的標準（不是我們的標準）

來審判每一個人。若這人是神眼中的好人，他可以進天堂。

但是如果按著神的標準，他是一個罪人，神必須將他送入

永遠的地獄。若是有一個法官將一個殺人犯無罪釋放，那

他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法官。但神是完全的公平公正的法

官，因此，神不能將一個有罪的人判為無罪。因此按著神

的標準，每一個人都是罪人，每一個人都會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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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耶穌的拯救 
 

 神通過耶穌拯救世人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神不僅僅是完美聖潔、公平公義，他也是憐憫慈愛的神。

他愛他所創造的人類，因此他為人提供了一條拯救的道路。

就是通過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承擔世人的罪，讓

信他的人可以脫離滅亡，脫離地獄的審判，並且獲得永生。

這並不是神的備用方案，而是他從創世之前一直的計劃

（以弗所書 1:4）。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即是完全的神（約

翰福音 10:30），也是完全的人（希伯來書 4:15）。他在世

上的 30 多年裡，沒有做一件事情違背神的律法和命令。

他活出了無罪完美的一生。 

哥林多後書 5: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

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按著舊約聖經所預言的，耶穌心甘情願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承擔世人的罪。神將一切信靠耶穌的人所犯下的一切罪，

全部歸算在耶穌的身上；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擔負了信主

之人本來應該承受的一切懲

罰和審判，凡是相信他的人

便以此得到神的赦免。同時，

神將耶穌的義歸算在信耶穌

的人身上；這些人就可以在

神面前成為義人(也就是好

人)，這就是經文中所說的

“神的義”。以此，神為人開

了一條拯救的道路。因著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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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公正，公義，他必須要審判懲罰每一項罪惡。但

是因著神的愛和憐憫，神通過耶穌基督為罪人提供了一個

得救的途徑，也是天地之間唯一的拯救。 

 耶穌的複活 

哥林多前書 15:3-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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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若沒有復

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耶穌被釘死埋葬之後的第三天，他從死裡復活，戰勝死亡。

耶穌的複活證明了他是神。聖經說到耶穌的複活是真實的

歷史事件，而非心理寄託或宗教概念。若是耶穌沒有復活，

那信耶穌就毫無意義。復活的耶穌將來有一天要再次降臨

世界，審判活人死人。 

 

    如何接受神的救恩 
 

 悔改 

馬太福音 9:12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使徒行傳 3:19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

塗抹……” 

我們如何可以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白白賜給一切

相信他的人。但是，就像一個病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疾病，

並且願意接受治療；同樣，一個罪人必須認識到自己需要

被神拯救，需要被神赦免，並且願意認罪悔改。悔改並相

信耶穌就是一個人可以得拯救的途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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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7:10 ‚因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憂傷，可以

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世俗的憂傷卻會招致死

亡。‛ (新譯本) 

認罪悔改並不是簡單承認自己有罪的事實，而是為自己的

罪憂傷、憂傷、痛悔，願意完全的迴轉。聖經在這裡教導

有兩種憂傷： 

 

第一種憂傷是為自己犯罪得罪神而憂傷（“依照神的意思

而有的憂傷”），這種憂傷會讓人“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

換言之，罪人為自己得罪神而感到憂傷憂愁，這樣的憂傷

會讓他真實的悔改，並且他不會悔改之後又反悔。舉一個

反例來說，若是一個小偷明白偷東西時錯的，決心悔改不

偷了。但不久之後又後悔，又想重新回去偷東西。他這樣

便是“有懊悔的悔改”。因為他悔改之後又為悔改而懊悔。

但是神要的是一個人願意真心的為自己得罪神而憂傷，這

樣的憂傷所產生的悔改時沒有懊悔的悔改，並且“以致得

救”。 

 

但是第二種憂傷是“世俗的憂傷”。這種憂傷不是為得罪

神而憂傷。他們是因為面臨罪的懲罰而憂傷。舉例來說，

一個拿了超速罰單的司機，不是為超速違法而憂傷，而是

為拿了罰單要破財而憂傷。這便是“世俗的憂傷”，不是

真實的認罪悔改，因此不能讓人得救，最後的結果“是叫

人死”。 

 

神要的是人為得罪神而憂傷、懊悔，並且願意認罪悔改。 

 

 信靠耶穌為主和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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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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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悔改之後，就要信靠耶穌基督作為救主和生命的主人。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承擔你的罪，相信他從死裡復活的歷史

事實，讓他成為你的救主。不但如此，這裡經文寫到你要 

“認耶穌為主”。 “認耶穌為主”就是看耶穌為自己生命

的主人，你人生最高的掌權人。你的生命不再是由你自己

掌權，不再是以你自己為中心。而是讓耶穌基督來掌權管

理你的生命，以他為你的中心，讓他作為你生命的君王；

同時你順服他的旨意和命令。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耶

穌也告誡想要跟隨他的人計算代價（路加福音 14:25-33）。

若一個人真的明白了福音的真理，那跟隨耶穌的任何代價

都是值得的。 

 

 

 

 

上方兩個圖代表兩種不同的生命狀態。圓圈代表一個人的

生命生活的範疇。十字架代表耶穌，王冠代表生命中的掌

權者。左側的圖所代表的人，他想要作自己的主人，他想

要掌管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穌與他無關。右側的圖所代表

的人，他接受耶穌作為他生命的主人和主宰，願意讓耶穌

來掌管他的生命，他以耶穌為主，為王，而他順服於耶穌

的權柄。只有當一個人願意接受耶穌為自己的主人，他才

能得到神的救贖，成為一個基督徒。有些人可能想要取一

個“中間狀態”，就如下圖所示。他們想要隨自己的意思

生活，同時卻希望耶穌保護他們，救他們脫離地獄。但其

實，在跟隨耶穌的決定上，並不存在中間狀態。就像之前

羅馬書 10:9 所說的，只有“認耶穌爲主” 的人的才能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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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救贖是通過信心而不是行為 

以弗所書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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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

人自誇。‛ 

基督徒得救並不是通過任何的好行為或做好事。我們得救

是完全出於神的恩典，也通過對於耶穌基督的信心。這一

切（恩典和信心）都是神賜給我們，因此拯救的主權在神

手裡。我們得救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聰明才智或是我們所做

的任何善事。 

 你是否願意通過耶穌得到神的拯救？ 

這是神的福音，是一個好消息。讓我們這些無法自救的罪

人可以有一個被拯救、脫離地獄的機會。如果你現在明白

了這一切的福音真理，你是否願意讓你的心迴轉，不再抗

拒神，而是順服神，敬拜神？你是否願意接受神的救恩？

你是否願意順服神的命令，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作為

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若是你願意，你可以來向神禱告。 

 

禱告就是向神說話。告訴他：你承認你的罪，違背了他的

律法，並且願意悔改；懇求神赦免你的罪，讓你可以通過

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贖，被神赦免；並且告訴神，你願

意完完全全信靠耶穌基督作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 

 

左圖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 

若是要接受耶穌進入你的生命，唯一的選

擇是接受他為你生命的主人。耶穌絕不會

以其他的身份進入你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