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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真的呢?

「如果某些事情聽起來好得離譜，那可能就不是真

的了」。這種說法通常沒錯，但也有例外：有人幸運地

贏得了頭彩；也有人受聘于新公司，卻得到了意想不到

的好待遇。

聰明人謹慎行事。不過，對RBC資深撰稿人貝爾·

柯羅德（Bill Crowder）在本書所指出的問題，明哲人不

會盲目地懷疑。

本着謹慎和務實樂觀的態度，我們有理由提出關于

信仰的質疑。如果是真的，將會給我們自身的生命帶來

意想不到的突破。

──馬汀·狄漢二世（Mart DeH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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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懷疑

 1966年6月17日，在新澤西州派特森市郊外，兩名

男子因涉嫌在派特森市，拉法以特酒吧殺死了兩男一女

而被捕。其中之一是被稱為「颶風」的拳擊手魯賓·卡

特，他曾經是頗具實力的中量級拳擊賽手。卡特和他的

朋友約翰·阿提斯被審訊。1967年5月27日，他們因謀殺

罪被判處三次終身監禁。

 九年以后，新澤西高級法院推翻了對卡特和阿提斯

的宣判。法官們一致認為檢察官扣留了對被告有利的證

據，因此他們要求重新開庭。但同年不久，這兩人仍被

宣告有罪，維持原判。

 證據到底是怎么說的？

 又過了九年，1985年11月7日，新澤西州紐阿克聯邦

法院李·撒若肯（H. Lee Sarokin）法官又推翻了二審判

決。裁定指出一審是根據「種族主義而不是公平正義，

隱藏事實而不是披露真相」的原則。

 三審魯賓·卡特這一事件，說明了類似下列問題的

重要性：「如果是真的呢？」「你相信誰呢？」「證據

到底是怎么說的？」在法庭之外的其他一些領域，這樣

的問題則更是生死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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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耶穌真如祂所宣稱的？

 兩千年來，大多數人都視拿撒勒人耶穌為世界上幾

大宗教之一的創始人，也有許多人視其為一位有煽動性

的教師和道德楷模。

 然而，歷史並沒有空間容納耶穌僅僅是一位偉大

的教師和高尚的道德楷模這一說法。證據告訴我們，如

果耶穌不是自己宣稱的那位，那么，祂犯了欺騙世人的

罪；如果祂不是在代表造物主說話，那么，祂要不是病

得不輕，就是十分邪惡。

 耶穌僅僅只是一個偉大的教師或者高尚的道

德楷模嗎？

 那么，耶穌是如何宣稱自己的呢？

耶穌宣稱：祂不僅僅是人

 在約翰福音8章，我們發現當時的宗教領袖在責問耶

穌。在辯論當中，耶穌說祂對上帝的瞭解超乎眾人。對

于耶穌的宣告，他們勃然大怒。接着耶穌說：「『我實

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

他們拿石頭要打他」（約翰福音8章58-59節）。

 耶穌宣稱自己不僅僅是人，針對這一點湯瑪斯·舒

慈寫道：

 「除了耶穌基督以外，世間沒有一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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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自稱為神。摩西、保羅、釋迦牟尼、穆罕

默德、孔子……都不曾這樣說過，耶穌卻是唯

一自稱為神的一位宗教領袖，也是唯一能使世

間眾多的人對祂的神性心服口服者。」（轉引

自麥道衛《鐵證待判》，92頁）

 這可能嗎？證據是什么？何以證明這位偉大的屬靈

領袖就是上帝？

 拿什么來證明這位偉大的屬靈領袖就是上帝？

 四福音作者（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從不同的

角度描寫了耶穌的生活，但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如果

耶穌不是祂自稱的那位，那么祂的生活模式簡直是無法

解釋的。耶穌不僅應驗了先知的預言，具有無與倫比的

智慧和品格，祂還行了下列的神蹟：

• 醫治病人：祂醫治了長大麻瘋的病人（馬太福音8章
 2-4節）；使癱子行走（馬太福音9章2-8節；12章10-13
 節）；使瞎子看見、聾子聽見（馬太福音20章30-34
 節；馬可福音7章31-37節）。

• 超越自然：祂曾使水變酒（約翰福音2章1-11節）；平

 息加利利海上的風浪（馬太福音8章23-27節）；在水

 面上行走（馬太福音14章22-26節）。

• 使死人復活：祂使一個宗教領袖的女兒復活（馬太福

 音9章18-26節）；一個寡婦的兒子復活（路加福音7章
 11-15節）；一個名叫拉撒路的復活（約翰福音11章
 1-4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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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后的兩千年中，耶穌這樣的一生對人類有何

影響呢？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耶穌的一生不但大大地

影響了當年願意為祂獻身的人們，更影響了整個人類歷

史。

 威廉·羅賓森寫道：

 「如果你客觀地以歷史的觀點研究這個

問題，你會發現，即使是世俗的史料，也斷言

耶穌確實曾活在世上，並被當作上帝敬拜。祂

創立了教會，1900年來，人們一直敬拜祂。祂

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我們的

主》，29頁）

耶穌宣稱自己為救主

 按照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的記載，耶穌

多次地提到祂負有救贖的使命。當祂名聲大噪，令

以色列的宗教領袖恐慌時，就常常提到要去耶路撒

冷受死。對此，祂的門徒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三年

公開服事后，祂走進耶路撒冷，被統治者棄絕，並

且因為自稱猶太人的王和上帝，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根據數百個目擊者的見證，耶穌的確死了，

但是三天后，祂離開墳墓復活了！

 當耶穌被釘死以后，祂的門徒才想起了祂的開路

先鋒論及祂的話。三年前，那位飽經風霜的先知住在曠

野，就是被稱作施洗約翰的，曾論及耶穌說：「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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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1章29節）

 回顧歷史，耶穌把自己看作贖罪羔羊是合乎情理

的。千百年來，以色列的宗教律法一直要求用無罪的動

物來獻祭。猶太的先知們發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宣告：

彌賽亞將親自擔當墮落世人的罪。耶穌受死之前，受苦

的彌賽亞（創世記3章15節；以賽亞書53章；但以理書9
章26節；撒迦利亞書12章10節）的概念對他們來說始終

是個謎。

 根據數百個目擊者的見證，耶穌的確死了，但是三天

后，祂離開墳墓復活了！同時，請注意以下的佐證：

• 世俗的史學家承認，在第一世紀，耶穌確實是一個活

 生生的人，在以色列曾以醫生和教師的身分著稱。       

• 世俗的史學家（猶太和羅馬）承認，耶穌死于當時的

 宗教領袖之手。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死而復活后，有五百多人親

 眼見過祂。

• 如果耶穌救我們脫離罪惡，上帝的救贖計劃便得以完

 成──耶穌的受死和復活，使得舊約眾先知關于上帝

 救贖的數十處預言，頃刻便在耶穌身上得以完成。

 在所有這些令人稱奇的事情當中，耶穌讓我們別無

選擇。當祂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章6節）時，祂

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選擇的機會，祂不允許我們僅僅把

祂看作「一個好的老師」或「一個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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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裏去。──耶穌（約翰福音14章6節）

 劍橋大學教授魯益師（C. S . Lewis）曾是無神論

者，以其一貫的率真筆法寫道：

 「在此我要駁斥人們常常論及耶穌的一

種荒謬說法：『我可以接受耶穌是一位偉大的

道德家，但無法接受祂自稱為上帝的說法。』

這樣的話不應出自我們的口。一個人若是凡

人，說出了耶穌所說的那些話，一定不是一個

偉大的道德教師。祂，要么是一個瘋子──就

像說自己是個荷包蛋的傢伙，要么是一個地獄

的魔鬼。你必須做出選擇，相信祂就是上帝的

兒子，或者是一個瘋子，或比瘋子更糟糕的傢

伙。你可以把祂當作傻子，叫祂閉嘴，你可以

唾棄祂，甚至把祂當作魔鬼而殺了祂；你也可

以稱祂為主為上帝，俯伏在祂腳前敬拜。但是

千萬不要以傲慢的態度、自以為寬容地說：祂

也算是人類一個偉大的教師！祂沒有留下絲毫

余地，讓我們可以如此形容祂，祂也沒有想作

偉大教師的打算。」（《返璞歸真》，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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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聖經真的回答了我的問題？

 許多年來，幾乎人人都看「驚險」這個遊戲表演。

后來又有了「百萬大贏家」的電視節目。

 第二個節目的設計是很簡單的：回答難度不斷加

深的問題，贏取越來越多的獎金。一些問題很簡單（例

如漢尼拔是騎大象還是駱馬越過阿爾卑斯山的？），

不過另外一些問題難度較高（如誰是在「尋星」（Star 
Search）中首先獲得100,000美元的人？）。燈閃了，觀

眾情緒緊張，定音鼓敲了起來。此時參賽者搜腸刮肚，

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誰發明了乳酪粉碎機？誰發明了

高溫殺菌的牛奶？當主持人菲爾賓問：「這是你的最后

答案嗎？」節目嘉賓需考慮再三並慎重使用「三項資

源」來回答這些問題。

 聖經真的有可能回答我的問題？這些重要的

問題常常攪得我夜不能眠。

 許多人以觀看別人絞盡腦汁贏錢為樂，我們也知道

那些讓參賽者們回答的問題。不管是多么的有趣，這些

問題本身並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那些讓我們

夜不能眠的問題。這些問題吞噬着我們的心靈，因為我

們的生命、人際關係、工作、健康、希望和幸福都與之

息息相關。

 但是，這本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書可以回答這些最

令我們困擾的問題？設想在「誰想擁有永遠的平安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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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節目中，如果聖經為我們提供了全部的「三項

資源」呢？

 下面讓我們先探討一下在我們許多人內心深處思考

的三個問題，然后看看聖經給我們的答案。

我的家庭有希望嗎？

 根據創世記，也就是聖經的第一卷書記載，上帝創

立了家庭。其他的經文也告訴我們：那位創立婚姻和家

庭的上帝，也是那位知道如何維繫婚姻和家庭的上帝。

請看保羅書信以弗所書5章和6章。這裏上帝清楚地列出

了一個健康家庭的準則。

• 丈夫（5章25-28節）：靠着從上帝那裏來的屬靈力

 量，忠實地做一家之主，富有犧牲精神，展現健全的

 人格和正直的精神。

• 妻子（5章22-24節）：在與基督的關係中找到安全

 感，輔助丈夫更好地發揮才能。

• 父母（6章4節）：從天父那裏學習如何愛人和智慧的

 規箴，以裝備兒女們的一生。

• 兒女（6章1-3節）：即使父母不是十全十美，兒女也

 當孝敬和效法愛子女的父母，因他們本着對上帝負責

 的精神，給予子女關愛和養育。

 如果聖經是可信的，而我們對其教導置之不

理的話，那我們就與真平安和喜樂擦肩而過了。

 聖經的教導不是太空科學，但比太空科學重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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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如果聖經是可信的，而我們對其教導置之不理的

話，那我們就會與真平安和喜樂擦肩而過。為什么？因

為如果上帝是家庭的創立者，那么祂最有資格教導我們

如何維繫家庭！

 那些不遵循操作指南的電腦用戶總是有一大堆的問

題，這並不足為奇。如果聖經確實給了我們「健康人際

關係」的答案，同樣，如果我們忽略它的話，麻煩可想

而知。

 丈夫們，你想疏遠你的妻子，使第三者介入你們的

婚姻嗎？那么，就不要傾情與你的妻子，不要給她應得

的尊嚴和敬重。就將聖經的教導──「當像基督愛教會

那樣愛妻子」置若罔聞吧！

 妻子們，妳想讓妳的丈夫離開妳嗎？那么，就對聖

經上如何成為愛丈夫的賢內助的教導置之不理吧！

 父母們，想讓你們的孩子們輕視你們，事事與你們

作對嗎？那么在和兒女的相處中多一點前后不一、自相

矛盾、不公平和不切實際的期望吧！施加權威支配孩子

們的慾望勝于真心愛護他們；與聖經的教導反其道而行

吧！因為經上明明說管教孩子要出于愛心，有章可循，

這樣就不致使他們惱怒。

 孩子們，想讓你們的家成為憤怒、混亂、失望的地

方嗎？那么完全不要理會你們的父母，與他們作對吧！

將他們的生養之恩忘得一干二淨吧！

我能找到生活的目的嗎？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越戰后、彈劾總統的時代，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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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玩世不恭，喜歡冷嘲熱諷。我們變成什么樣子了？

唉，這又有何礙？

 讀一下這發人深省的話吧！在哥倫比亞高中發生集

體謀殺后，學生們是這樣說的：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我們有越

來越高的大樓，卻有越來越壞的脾氣；越來越

寬的馬路，卻越來越窄的視野；我們花費的多

了，擁有的卻少了；我們買的多了，喜歡的卻

少了。」

 「我們的房子越來越大，家庭卻越來越

小；生活越來越方便，但卻越來越覺得時間不

夠用；我們的學歷越來越高，但常識越來越

少；知識越來越多，但判斷力越來越弱；專家

越來越多，但問題也越來越多；藥品越來越充

裕，但健康卻越來越差。」

 「我們的財產倍增了，但我們的價值觀卻

降低；我們說得太多，愛得太少，經常怨恨填

胸。」

 「我們學會了謀生，卻不會生活；我們

的年歲在一天天增加，生命的價值卻有減無

增。」

 「我們能成功地登上月球並返回地面，

但我們卻連跨過馬路，探訪新來的鄰居都有困

難；我們能夠征服外太空，但卻不能征服內

心；我們淨化了空氣，卻污染了心靈；我們能

夠分解原子，但卻不能消除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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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收入在增加，但道德卻在下滑；

我們看重數量卻不重視質量。」

 「這是一個身材魁梧，性格卻佝僂的時

代。這是一個利潤直線攀升，人與人的關係卻

平庸膚淺的時代。這是一個追求世界和平，家

庭卻充滿爭吵；多有空閒、少有樂趣；多有

食物、少有營養的時代；這是一個有雙收入、

卻多離婚；有漂亮房子、卻是破碎家庭的時

代。」

 「這是一個櫥窗裏展示的多，卻沒有庫

存的時代；這是一個用高科技可以收到這封來

信，你可以閱讀並使人生得以改變，也可以選

擇看也不看就「刪除」的時代。」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耶穌（約翰福音10章10節）

 這些話入木三分又聳人聽聞。但是，僅此而已嗎？

60年代佩姬·李（Peggy Lee）的一首歌唱道：「如果僅

此而已，讓我們不住地跳舞吧！讓我們一醉方休，盡情

作樂吧！如果僅此而已。」

 沒有希望了嗎？如果聖經是可信的，就有希望！耶

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10章10節）。耶穌不僅給了我們答案，祂把

自己都給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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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知道死后將發生什么嗎？

 這個問題與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歌《我好

累》中所表達的焦慮如出一轍：

 「你或許說我誇張，其實我沒有撒謊，

它傷了我的心，夜不能寢，大腦不停地胡思亂

想。已經有三個禮拜了，我變得要瘋狂。若能

換得一刻的安寧，所有的代價我都肯付上。」

 面對這樣的憂慮，使徒約翰寫道：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上帝兒子之

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

翰一書5章13節）

 耶穌說那些相信祂的人，將與祂一同活到永

遠。

 約翰說釘十架之前和復活以后的耶穌，他都認識。

如果約翰說的是真的，他親自聽到耶穌說，那些相信

祂的人，日后將與祂一同活到永遠（約翰一書1章1 - 3
節）。

 約翰最重要的發現：就是基督耶穌降世，為了拯救

那些偏離上帝的浪子，那些所有相信耶穌的人將發現：

•罪得赦免的確據

•現今生活有方向的確據

•與主同在永生的確據

 生活中有那么多不確定因素，如果聖經中的確有我

們所需的這些答案，那將是一件多么令人驚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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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會真的
不僅僅是假冒為善呢？

 五十年代長大的孩子心目中有兩位英雄：大衛·克

羅（Davy Crockett）和蒙面俠蘇洛（Zorro）（都是迪士

尼夢工廠裏的人物）。你還記得蘇洛的故事嗎？他的神

秘性多半在于他戴着面具，經常扮作另一個人物，以此

隱藏他對人們所做的好事。許多的時候，蘇洛都扮作一

個優雅、膽小的唐·地亞哥的身分，以此來掩飾他鋤強

扶弱的英雄形象。為了不暴露真實身分，當他作為英雄

蘇洛時，總戴着一個面具。

 在聖經裏有一個希臘字，意思是「藏在面具背

后」，但是這個字沒有高尚的含義。它是hupokrites，英

文字hypocrite是從它而來，意思是假冒為善。在古代，

這個字是指演員藉着改變他的面具來反映表情的變化。

他們所扮演的人物與他們本人完全是兩回事，因為他們

的真我藏在面具后面。

 戴着面具的人是造成人們拒絕相信耶穌，以及來

到教會的主要原因。我們都曾聽到這樣的批評：「教會

裏面的人是假冒為善的。他們常常假裝自己很好，很善

良，很有愛心，其實不然。」那些自稱是耶穌門徒的

人，常常被指責為說一套，做一套。他們的宗教宣言被

人認為只不過是一些假面具，以使他人看不到掩藏在面

具后面的真面目：頭腦頑固、心胸狹窄、自私小氣和自

我為中心。

 對這些所指的假冒為善，有一些經典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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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斯多葛派（Stoic）的人都是「斯多葛」主義

　者，但在基督的國度裏，哪有基督徒？

　──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 事實上，只有一個基督徒，他已死在十字架上了。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 如果有人認真地履行過，基督教可能是好的。

 ──喬治·伯納德·邵（George Bernard Shaw）

• 一件美國T恤印着：耶穌，快把我從祢的門徒手中救出

 來吧！

 這些指責真實嗎？在現實的社會裡常常被不幸言

中。基督徒都達不到他們的理想形象，他們做的與說的

大相徑庭。這對那些正在徘徊、觀望耶穌到底能否給他

帶來好處的人來說，確實是一種摧毀性的打擊。

 因此，誠實地認識對教會的誤解──或者說重新給

它定位，非常重要。

 如果有人認真地履行過，基督教可能是好的。

──喬治·伯納德·邵（George Bernard Shaw）

教會並不是……

 教會裏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請注意這是早期

教會最具有影響力的領袖之一使徒保羅所說的：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

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

穌所以得着我的。」（腓立比書3章12節）

 保羅的話提醒我們，基督徒並不完美；而是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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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在今生今世，沒有一個人能達到完美。但是，有

一點是可喜的，就是教會裏面的人一直在追求屬靈的長

進，就像保羅所寫的：「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

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1
章6節）

 不一定每個去教會的都是信徒。觀察教會的人需

要懂得，將教會當成社會團體和認識教會是基督身體的

之間的區別。參加聚會的人有各種各樣的動機，不一定

都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個人的救主。有些人因為家庭，

有些人因為事業，有些人則把教會作為他們犯罪的保護

傘，卻無心接受耶穌基督赦罪的平安和那改變生命的

愛。

 即使在耶穌的門徒中，也不乏其人。耶穌回答他們

說：

 「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嗎？但

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約翰福音6章
70節）

 在教會裏沒有一個人像基督那么完美。即使是最好

的教會也距耶穌所要求的美善差之甚遠。寫了新約中大

部分書卷的作者使徒保羅，就做了真實的披露。他在寫

給羅馬教會的信中坦言：

 「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

意的惡，我倒去做。」（羅馬書7章19節）

 這含義是顯而易見的，至少在心靈裏面，基督徒仍

然在與自私的慾望、世俗的誘惑爭戰，有時也經歷事與

願違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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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需誠實地對外界的觀察說：「你們是對的，基

督徒還遠遠沒有達到他們救主的完美。」然而，正像我

們所看到的，這些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表現，聖經中早已

有警示。

教會是什么……

 一個常見的車尾保險桿貼紙上寫着：「基督徒並不

完美──只是罪得赦免。」真正的教會是由相信耶穌基

督的人，即耶穌的信徒所組成的。約翰福音1章12節說：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真正的基督徒的標誌是清楚知道他們與救主的關

係。他們把自己的一生，交託給那位已為他們成就一切

的救世主，因為他們無法自救。他們有充分的理由願意

活出耶穌的樣式，並依靠祂的旨意被上帝接納。

 相信基督的人一生都在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

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盡力從聖經、從內住在他們裏面

的聖靈，和一些屬靈長者的親身體驗學習依靠基督的意

義。 

 基督徒並不完美，只是罪得赦免。

 我們得時常提醒自己，沒有一個活着的基督徒已經

達到終點，都是「向着標竿直跑」，不管與主的關係親

密或疏遠，我們多少都希望能得到讓聖靈改變生命的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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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是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裏找到了赦免和盼望的

人。即使盡最大的努力，教會裏面的人也不具有超高的

靈性。當然他們也不是特別配得赦免。他們只是蒙恩得

救的一群人。當他們處在靈性健康的狀態時，懷着像保

羅所寫的態度生活：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

中同得基業。他救了我們脫離了黑暗的權

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我們在愛子

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歌羅西書

1章12-14節）

 信徒是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裏找到了赦免和盼

望的人。

 過去基督徒被負罪感折磨，今天獲得了赦罪后的

喜樂。以前是浪子，如今被尋見了。從前對死亡充滿懼

怕，如今他們滿有平安。為什么？不是靠他們自己努力

的結果，而是因為被耶穌基督拯救的緣故。

 基督徒是基督不完美的代表。魯益師舉了一個例子

幫助我們看清這一點：

 「拿一個脾氣不好的老姊妹作案例，她是

一個基督徒，但脾氣不好。相反地，另一位是

一個很友善、人緣很好的人，但卻從來沒到過

教會。那位脾氣不好的老姊妹，如果沒信耶穌

的話，誰知道她的脾氣會糟成什么樣子！那位

很好的人如果信了耶穌的話，說不定會更受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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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呢！你不能只簡單地比較這兩個人的行為，

就對基督教下斷言。你需要知道耶穌在他們身

上動工之前，他們原本是怎樣的人。」（《受

苦的上帝》，59頁）

教會能為我們做什么……

 有些人持觀望態度，掂量着耶穌和祂的教訓到底

可以給自己帶來什么。他們跟教會裏面的人打交道的時

候，可能會有不愉快的體驗。這樣的經驗，可能會成為

他們信仰上難以逾越的障礙。他們也可能會懷疑，自己

如此糟糕還能得到赦免嗎？但是不管是別人的還是自己

的過失，都不應該成為毀了我們自己未來的理由。

 不管是別人的還是自己的過失，都不應該成

為毀了我們自己未來的理由。

 教會的創立者（耶穌）給予我們的恩典，不是因

為其他人做了什么或沒做什么，而是藉着祂為我們所做

的。

 使徒保羅用這樣的話來說明耶穌為我們所做的：

 「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

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的義。」（哥林多

后書5章21節）

 同樣，教會的創立者給予我們恩典，不是因為我們

自己做了什么或沒做什么，而是建立在他為我們所成就

的基礎上。正像聖經對那些已接受基督的人說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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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

于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2章
8-9節）

 教會的創始者不只應許人死后有盼望，祂現在就給

你新生命：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后書

5章17節）

 教會的創始者不只應許人死后有盼望，祂現

在就給你新生命。

 相信耶穌基督這位教會的創始者，就可以打開永生

之門，在那裏沒有人會失望：

 「上帝愛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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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3章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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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物主真的關心我呢？

 前不久，有個叫做《誰想嫁給百萬富翁？》的電視

節目在美國上演。這個節目演變成華麗的選美表演，裁

判只有一個（即藏在幕后的準新郎）。獎品是嫁給這個

百萬富翁。

 節目有一位主持人和泳裝比賽，與所有選美比賽

的沒有兩樣。由數千位參選人中篩選，到上電視時只有

五十人。複賽只有十人入圍，而參加決賽的只有五人。

最后，整場比賽以婚禮結束，婚禮就在舞臺上舉行（婚

約已事先簽好）。那一晚的電視表演真是異乎尋常。然

而在眾人為之瘋狂時，有兩則訪問十分引人注目。一名

選手說：「重要的不是為了錢。」同時，那位所謂的百

萬富翁說話了：「我們來到這裏，是因為我們的感情生

活都不如意，因而寄望于奇蹟發生。」

 如果我們看這些評論的表面價值，這個節目呈現了

一些人為尋找意中人而冒險，他們的愛情要有金錢，要

有浪漫，要有名氣。

 至少，如此的文化「導向」提醒我們，我們在尋找

什么。我們都在尋找真誠和諧的關係──愛和被愛，親

密無間，互相體恤。但是，許多人終其一生，卻沒有得

到滿意的、真誠和諧的感情生活。許多人發現他們的生

活充滿了空虛和哀傷。

 但是，困擾我們的不僅僅是要建立良好的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我們更需要的是和造物主建立良好的關係。

 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布賴瑟·帕斯卡（B l a i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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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說，造物主在每一個人心裏都放置了一個「空

缺」，這個空缺只有上帝才能填滿。

 聖經向我們保證，造物主希望和我們建立關

係。

 聖經傳講的好消息是這樣的：雖然我們極度渴望與

上帝建立關係，然而，是上帝自己制定並實行了一個方

案，才使得這種關係成為可能。儘管看起來很奇妙，聖

經告訴我們造物主也同樣渴望與我們建立關係。上帝關

心每一個人。如何與祂建立個人的關係，請看下面的要

點：

造物主是誰呢？

 在歌羅西書1章16-17節，保羅寫到：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

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

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

是藉着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

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這位創造萬物者究竟是誰呢？15節說到，祂是「不

能看見之上帝的像」（我們可以看見的上帝）。在1 3
節，聖經更具體地寫到：造物主是「他的愛子」。按照

聖經，耶穌基督不僅是上帝的兒子，祂也是宇宙萬物的

創造者。讓我們看看另外一些經文，也說明了同樣的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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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 

 着他造的。」（約翰福音1章3節）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約翰

　福音1章10節）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萬物都本于

  他，我們也歸于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

　萬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們也是藉着他有的。」

　（哥林多前書8章6節）

•「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

　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着他創造諸世界。」（希伯

　來書1章2節）

 耶穌基督不僅是上帝的兒子，祂也是宇宙萬

物的創造者。

 聖經明確地告訴我們，造物主做了奇妙的事，祂以

人子耶穌的形象來到我們中間。

造物主做了什么？

 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第1章寫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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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14節）

 每年的十二月份，西方國家都在慶祝上帝兒子誕生

的日子。大多數人都會送禮物給人，但是卻不知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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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的重要意義。許多歡慶節日的人們甚至沒有意識到

這一點──按照聖經的記載，耶穌是以「不能看見之上

帝的像」降生在這個世界上（歌羅西書1章15節）。

 上帝來到我們中間，這個概念的重要性超乎我們的

想象。如果這是真實的，那么更令人驚異的是，在粗糙

的馬槽裏，襁褓中的小嬰兒竟然就是我們的造物主。然

而聖經就是這樣宣告的：

• 上帝成為人的形象。歷史上最讓世人震驚的神蹟莫過

 于上帝降世為人，這是聖誕節最讓人驚奇的事實：

 上帝以肉身來到世間！

• 上帝住在我們中間。耶穌不是以一個審查員的身份來

 監察我們是否明白如何生活，祂是完全投入到生活之

 中，走在祂自己創造的大地上。

• 上帝向我們彰顯祂的美善。我們如果沒有看到上帝如

 何道成肉身，永遠意識不到我們多么需要祂。

 上帝不是僅僅來到這個世界，察看一番，然后回到

天堂。祂是住在這裏，忍受肉身的局限和環境的制約，

承受痛苦及人人都會遇見的試探。

造物主的大愛

 在啟示錄1章5-6節，使徒約翰寫道：

 「……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

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上帝的

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造物主向我們所表現的愛和關心是多么的深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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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將他所見的，那來自耶穌基督的異象，為我們記錄下

來，一言以蔽之，就是：「祂愛我們」。

 在另外一封書信中，約翰寫道：

 「上帝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

着他得生，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不是我們愛上帝，乃是上帝愛我們，差他的

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

了。」（約翰一書4章9-10節）

 如果我們相信聖經所說的，那就是：上帝從

來沒有拋棄我們，而是我們拋棄了祂。

 從以下的經文中，我們可以學習更多上帝之愛的含

義。例如，請看下面的經文：

 祂用自己的血，將我們從罪中釋放出來。這是希伯

來書2章9節的信息：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叫他因着上帝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拆毀了神人之間的牆。如果我們相信聖經，就知道

上帝沒有拋棄我們，而是我們拋棄了上帝。按照聖經所

說，宇宙萬物的主被釘十字架，為我們的罪受死，就是

為了使我們與上帝和好。

 「上帝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

藉着他得生，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

了。」（約翰一書4章9節）



26

 多么偉大的思想──造物主被釘在十字架上，為那

些活在死亡陰影下將受永遠審判的人而死。祂將生命付

出，為的是讓我們得生命；不是因為我們有什么功勞，

而是完美的上帝親自替我們死了。

 祂使我們成為聖潔國度的祭司。在舊約裏，以色

列國領導層有三種人：先知、祭司、君王。很有意思的

是在新約裏，不僅把耶穌稱為造物主，還稱作我們的君

王，我們的先知，我們的祭司。意思是除了主耶穌，在

神人之間我們不需要別的中保。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章6節）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上帝相和。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

 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羅馬書5章1-2節）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 

 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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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 

 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4
　章14-16節）

 除了主耶穌，在神人之間我們不需要別的中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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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聖經之外，這樣的思想從別的書上是找不到

的。以上經文表明，我們的造物主親自為我們死，把我

們帶回到在伊甸園失落的關係中。這就是耶穌話語的本

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 9章1 0節）。祂對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說：「來跟從

我」（路加福音9章23節）。

 奧斯（Os Guinness）在他的《呼召》一書中說：

 「如果不是上帝尋找我們，我們永不能

找到上帝。如果不是上帝尋見我們，我們也不

可能尋見祂。如果不是上帝幫助我們，我們永

遠不能使祂滿意──也就是說，如果上帝的恩

典和呼召沒有臨到我們，我們就不可能尋到上

帝。如果上帝與人之間的裂縫要架起橋樑，上

帝必親自來作成。如果我們渴想至善者，只有

當至善者降尊屈卑，來吸引我們，讓我們渴想

成真。從這一點上說，不論是尋找的，或是找

着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尋找的秘訣不是我們

向上找上帝，而是上帝降臨到地上來找我們。

我們開始探尋之路，結果卻是被尋見；以為

自己在找某件東西，卻恍然發覺被『某人』

找到了。就像在法蘭西斯·湯普森（Franc i s 
Thompson）的名畫裏一樣，那隻『天堂之犬』

獵獲了我們。」（13-14頁）

 從無神論轉變成基督徒后，魯益師（C.S.Lewis）
回顧他的信仰之路，發現那是「上帝包圍了我」。他寫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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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和的不可知論者正眉飛色舞地談論

『人類尋找上帝』。對我而論，他們好像正在

談論『老鼠找貓』。」（《因喜樂而驚奇》，

179頁）

 是的，「尋找」，沒錯！但是，是誰在找誰呢？宇

宙萬物的創造者在尋找你！的確，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

思想。

 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在尋找你！

 偉 大 的 荷 蘭 基 督 徒 首 相 亞 伯 拉 罕 · 庫 易 頗

（Abraham Kuyper）說：

 「在整個被造的宇宙中，沒有一平方英寸

不在領受耶穌發出的呼喊：『這是我的！這屬

于我！』」

 為什么？因為祂是造物主，並且祂在宣告對一切受

造之物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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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是真的，對你有何意義？

 某人曾經說過，「生命就像在沒有野鵝的地方追

逐野鵝」。尋求真愛可能就是如此。然而在尋找的過程

中，只有可靠的聖經能向我們保證，造物主是如此的在

乎我們，以至于親自來尋找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充滿孤獨、絕望和被遺棄的世界上，

聖經給我們帶來希望和鼓勵。

 在這個充滿孤獨、絕望、和被遺棄的世界上，聖經

給我們帶來希望和鼓勵。在給瞎眼的乞丐巴底買的話中

這樣說道：「起來吧，……主耶穌在叫你呢！」（馬可

福音10章49節，《新國際版》）。是的，造物主很關心

你！知道了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我們再來想一想

太空人葛德訥（Guy Gardner）的話，當他在外太空看到

這神奇的宇宙時有感而發地說了如下的話：

 這浩瀚的宇宙是偶然形成的？簡直不敢

想象……同時你意識到必定有一位偉大的設計

者，也是這顆行星的創造者。對我而言，這個

想法讓我知道生命很有意義。因為這說明，我

並不是偶然出現在時空中的一個經歷生死、沒

有意義的存在。我有一位創造者──祂關心

我、造了我，並且看顧我。我可以跟祂分享我

的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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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是真的呢？如果耶穌宣稱的是真的；如果聖

經中有解決我們許多重要問題的答案；如果教會不僅僅

是假冒為善；如果造物主真的關心我，那么剩下的事情

就是我們願不願意信靠祂。如果耶穌就是道成肉身的上

帝，那么離開祂，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生命中什么是真

喜樂、真意義和真平安。祂是造物主，祂在尋求我們與

祂建立個人關係。你有沒有用信仰回應祂對你的愛──

為你犧牲自己的愛；用信心接受祂永生、赦罪和平安的

邀請？

 細心地思考一下聖經的話：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愛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

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

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

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約翰福音3
章16-18節）

 如果你有任何我們可以回答的問題，或者你需要一

些其他的材料幫助你建立信仰，請寫信給我們。

輔助書籍

 以下列出書目和《探索叢書》系列，將對本書所探

索的問題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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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呼召》（The Call）
 ──Os Guinness (Word Publishing, 1998)
•《跟隨基督》（Following Christ）
 ──Joseph Stowell (Zondervan, 1998)
•《基督與諸信仰》（Christ Among Other Gods）
 ──Erwin W. Lutzer (Moody Press, 1997)
•《天使多想知道》（What Angels Wish They Knew）

 ──Alistair Begg (Moody Press, 1999)
•《鐵證待判》台灣：證道出版社

 （The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Josh McDowell (Nelson, 1999)
•《耶穌：救主》（Jesus: Lord And Savior）
 ──F. F. Bruce (InterVarsity Press, 1986)
•《耶穌的復活十字架》台灣：橄欖出版社

 （The Empty Cross Of Jesus）
 ──Michael Green (InterVarsity Press, 1984)
•《如何確信你將與上帝同享永生？》（How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 Will Spend Eternity With God）
 ──Erwin Lutzer (Moody Press, 1996)
•《衝破時代的迷霧》（Unriddling Our Times）
 ──Os Guinness (Baker Book House, 1999)
•《返璞歸真》香港：海天出版社（Mere Christianity）
 ──C. S. Lewis (Harper, 2001)
•《無與倫比的愛》（First Love）
 ──John MacArthur, Jr. (Victor Book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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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幸福的唯一路徑》（The Only Way To Happiness）
 ──John MacArthur, Jr. (Moody Press, 1998)

RBC Ministries叢書：

•《我怎么知道有一位上帝？》

 （How Can I Know There Is A God?）(Q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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