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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緣起

讓神向您說話

「有沒有專門給未信者看的聖經？」「我怕送整本聖經會

太嚴肅⋯⋯」「純文字的聖經他未必會看⋯⋯」「我要易讀易明

的⋯⋯」

這本設計精美的「福音聖經」，專為傳福音而編製，以故事

的形式，活潑的排版，並加插信徒見證、反思問題、談道文章、

生活小品等，向讀者講述耶穌拯救的故事，助人反思生命與信仰。

盼望基督徒閱讀這本聖經能溫故知新；未信者從聖經經文，

能親自聆聽神的話語而思考人生。

請你買一本給自己，第二本送給家人，第三本送給同事，第

四本送給朋友⋯⋯我們會將部分銷售收入，撥作傳福音之用。願

讀者藉著本書，在文字上與神相遇，得好消息。

陳肇兆牧師／博士
環球聖經公會國際總幹事



前言

他─二千年前，牽動了世人神經，甚至改變了歷史紀年的方式。

他─只是小木匠，卻令不義權貴色變，飽學之士啞然，敢於以雞蛋

撞高牆。

他─一言一行，莫不叫人驚詫，即使經過二千年，還不斷感動人心，

令灰心失意者振作，改變命運。

他─成了歷代文學、畫作、電影中的主角，受人歌頌，也受人譏笑，

戲稱為「講耶穌」……

他─是人？是魔？是神？……

以下的故事

讓你認識他的真面貌！

Jesus



01第一部    

序曲：末世驚情下的     預言
 

預
言 救 世 主

降臨

提要 

末世氛圍籠罩，時維公元前後交接之際。古老

的預言又再響起：有一先知在曠野呼喊。有傳

言說：是數百年前失蹤了的大先知以利亞再現，

給人帶來大好消息……

（可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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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序曲：末世驚情下的預言

01/ 預言救世主降臨

第1章

吃蝗蟲的使
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

的開始：

2 正如以賽亞先知的書上記

載的：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

	 他會準備好你的道路；

3	 在荒野有呼喊者的聲音：

『你們要預備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大道！』」

提香（Titian,	1488-1576）：《荒野中的施洗約翰》

4 照這話，施洗者約翰在荒野出

現了，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

得赦。5 猶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

的人，都出來到他那裡去，承

認自己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

的洗禮。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

服，腰束皮帶，吃蝗蟲和野蜜。

7 他宣講說：「在我以後，那位

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

彎腰給他解鞋帶也不夠資格。

8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

聖靈給你們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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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主角現身

主

提要 

正當施洗約翰野外

的呼喊，吸引許多人

注 意 時， 在 加 利 利

的 拿 撒 勒， 又 有 另

一 人 冒 起， 改 寫 了

人 類 歷 史 …… 他 的

名號就是「基督」，

意指「拯救者」。

角

現身
（可 1：9~15）

當施洗約翰
遇上耶穌

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

撒勒來，在約旦河裡受了約翰

的洗禮。10 他剛從水裡上來，

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好像鴿

子降在他身上。11 又有聲音從

天上傳來：「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12 聖靈隨即把耶

穌送走到荒野去。13 他在荒野

四十天，被撒但試探；他身處

野獸之間，有天使服侍他。

宣揚好消息
14 約翰被捕以後，耶穌來

到加利利，宣講　神的福音，	

15 說：「時候滿了，　神的王國

已經臨近了，你們要悔改，信	

福音！」

「一個人如果賺得全

世界，卻賠上自己的

生命，有甚麼好處

呢？人還能用甚麼換

回自己的生命呢？」
聖經馬太福音十六章 26 節

「福音」，就是「好消息」。
現在你覺得哪種
好消息最重要？

耶穌基督弗蘭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6-1492）：《基督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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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神蹟驚天下──誰是知音？

敵播流言：
他有邪靈附身！

20耶穌進了房子，群眾又來

聚集，以致他和門徒連飯也顧

不得吃。21耶穌的家人聽見了，

就出來制止他，因為他們說他

瘋狂了。22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經

學家說：「他有別西卜附身！」

又說：「他是靠鬼王趕鬼的。」

23耶穌把他們叫來，用比喻對

他們說：「撒但怎能趕逐撒但

呢？ 24一個王國如果自相分裂，

那個王國就不能堅立；25 一個

家庭如果自相分裂，那個家庭

就不能堅立。26 撒但如果攻打

自己，自相分裂，就不能堅立，

反而要完蛋了。27 誰都不能進

入壯漢的家搶劫他的財物，除

非先把壯漢綁住，然後才能搶

劫他的家。28我實在告訴你們，

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

無論怎樣褻瀆，都可以得到赦

免；29 但褻瀆聖靈的，就永遠

沒有赦免，反而要擔當永遠的

罪。」30 耶穌說這話，是因為

他們說他有污靈附身。

遵神旨 就是親人
31耶穌的母親和兄弟來了，

站在外面，派人到耶穌那裡去

叫他。32 有一群人正圍坐在耶

穌身邊，他們告訴他：「看，

你的母親和兄弟在外面找你。」

33 耶穌回答他們：「誰是我的

母親、我的兄弟？」34 於是環

視坐在周圍的人，說：「你

們看，我的母親！我的兄弟！	

35因為無論誰遵行　神的旨意，

這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

親了。」

你相信耶穌真有
治病趕鬼的能力嗎？

現代趕鬼個案：
女學生玩碟仙被鬼附

很多年前，我太太是中學老師。當時，學校十分盛行玩銀仙

和碟仙的交鬼遊戲，因而有好幾個學生被鬼附。有一次，其中一

名女學生在上課時失去理智，於是我太太和幾位基督徒老師為那

女學生趕鬼。期間，這名個子很小的女學生變得力大無窮，連高

大的男老師也捉不住她；而每當唱起《十字架》這首詩歌和為她

禱告時，她就有瘋狂的表現。最後，經過數小時的禱告和屬靈爭

戰，這學生才清醒過來。我太太就趁她清醒的時候，鼓勵她信耶

穌，但她拒絕，因為覺得教會活動很枯燥乏味。當天在她回家的

路上，有同學看見她再次被鬼附，失去理智。邪靈雖然被趕出，

但因為她不肯把生命交給耶穌，沒有認罪悔改，相信耶穌，邪靈

就可以重新進到她心裡。她必須認罪悔改，把生命主權交給耶穌，

才能收復失地。

麥啟新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副院長

＊	資料來源：撮寫自《重新認識屬靈爭戰》（香港：天道，2014），頁126，標題為編輯所加，蒙允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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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行的神蹟是真的嗎
耶穌行了很多神蹟奇事，例如︰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水

上行走，醫病趕鬼等。很多人壓根兒不信神蹟，因為他們仍然受著

舊有的世界觀影響。舊有的世界觀是機械二元論，即這世界是個

封閉的機械，就算有神，祂只是負責開動這個機械，然後不會管，

也不能管這個世界。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都按因果律運行。這樣，

神蹟絕不可能出現。這是英國哲學家休謨提出的。

自愛因斯坦以後，新的科學改變了現代人的世界觀，可惜仍

有不少人持守舊的世界觀。新的世界觀發現這個宇宙並非有形而

上及形而下的嚴格分別，神創造這世界後，並不就與這個世界隔

絕。事物的存在並非一個一個的實體存在。所謂物質，並非如機

械世界觀所看那樣一成不變。質量與能量可以互換，甚至我們坐

著的椅子，組成它的粒子也不是一粒一粒具體的東西，極可能是

一種抽象的電磁波，這個所謂「具體」的世界可想像成鬼魅的世

界。神是可以參與及改動這個世界的，神蹟並非不可能發生。

我們說神蹟發生，並不是說神蹟可以隨時發生，例如水變酒，

當中涉及水分子重新排列，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但它仍是個神

蹟。休謨認為神蹟違反自然，自然定律不能改變，所以神蹟也不

可能發生。我們相信神設定自然律，但祂也可以暫時把它改變，

例如水上行走，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自然律不能獨存於創造

者之外，否則受造物就成了神的主宰。

新約聖經記載了許多神蹟，其中以馬可福音最詳盡。馬可福

音在主後 50年已在教會流行，距離耶穌行神蹟約 20年。當時追隨

耶穌聽道，或看見耶穌醫病、趕鬼、五餅二魚等神蹟的人，大部

分應還在世上。如果聖經記載的都是騙人，理應會有很多人出來

指證其錯謬，這樣，基督教便很難流傳下來。可是，基督徒當時

只受到政治逼迫，並沒有人起來推翻門徒所述的耶穌事蹟。相反，

耶穌死後，神蹟奇事仍不斷發生，不斷令人驚訝，因此我們不能

完全否定聖經的記述和當時眾人的見證。

楊慶球博士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前院長

＊	資料來源：撮寫自《基督教不可信─兼駁哲道行者》（香港：天道，2006），頁 87-89，標題為編輯所加，	
蒙允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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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神蹟驚天下──誰是知音？

03/ 耶穌是誰？

身份之謎
27耶穌和門徒出去，往凱撒利亞．腓立

比附近的村莊去。在路上，他問門徒說：

「人們說我是誰？」28他們回答：「是施

洗者約翰，也有人說是以利亞，還有人說

是眾先知之一。」29耶穌自己問他們：「那

麼你們呢？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30耶穌就告誡他們，不要

把他的事告訴任何人。

「耶穌的一生是偉大

的，是一個奇蹟；倘

若誰能夠虛構這樣一

個偉大的故事，除了

出現比耶穌還大的奇

蹟，是辦不到的。」

盧梭 Rousseau
法國思想家

佩魯吉諾（Pietro	Perugino,	1445-1523）：《交鑰匙給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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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究竟你是誰？
許多人對耶穌的第一個結論是 :祂是偉大的倫理和宗教教師。

不過，這結論並不牢靠，因為宗教教師傳講關於神明的道理，卻

不是神明化身；耶穌卻自稱為其所傳講的神的兒子，地位遠高於

宗教偉人，連天使也是祂的僕役。祂又說，人看見了祂，就等於

看見天父。在當時的猶太人聽來，即等於說祂就是神。

耶穌確實常常扮演神的角色。譬如祂多次宣告赦免人的罪，

這是神獨享的權利。人不是神，如何有權赦免人的罪呢？但祂正是

這樣說：「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祂的狂妄，可想而知。此外，

耶穌進一步自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天父那裡去。」祂獨攬一切宗教真理，壟斷所有得拯

救的途徑，宣稱自己是神的全球總代理，普天之下，唯祂獨尊。

宣稱自己為神的人，就不可能是宗教教師。祂或是野心勃勃

的瘋子與騙子，或是如其所言的神。當然從人的角度看，前者的

可能性最大。

一個宗教騙子當然亦不會是稱職的倫理教師，若是其身不正，

講道德的人到處招搖撞騙，我們如何能信服其道德教訓呢？但是，

我們如何能想像一位充滿智慧與能力的人，會是瘋子與騙子嗎？

再不相信祂是神的人，在仔細閱讀祂的故事後，都不能不承認耶

穌深具道德與宗教睿智，這是他們把祂定義為倫理與宗教教師的

原因。

同樣令人困惑的是，耶穌不可能是野心勃勃、欲奪取人間權

力的人。祂根本沒有政治與宗教企圖，不僅沒有要求追隨者跟祂

一起幹革命，連別人多次主動擁戴祂作王，亦為祂拒絕。

另外，亦有人猜想祂是先知，即專門代神傳話的人；也有人

相信祂是宗教改革家，志在重整當時已告僵化的猶太教⋯⋯

種種的猜想，與他們對耶穌的主觀期望是分不開的。有人期

望在生活裡遇上黃大仙，就把耶穌塑造成有求必應、法力無邊的

神明；有人期望獨特自主的生活，就將耶穌貶抑為僅僅的道德榜

樣。我們都以個人期望來形塑信仰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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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聖經有個記載，倒給了我們關於耶穌身份的極佳提示。

耶穌有十二個入室弟子，基於教育水平及其他限制，他們不算十

分了解師傅，常常誤會祂的教導。不過，最終有位弟子──彼得，

發現了師傅的祕密。有次，耶穌考問他們：「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福至心靈，認信說：「你是救主，是神的兒子。」耶穌大加

讚賞，說他答對了。

這個為耶穌肯定的答案，說明兩個重要事實：第一，耶穌是

救主；第二，耶穌是神的兒子。

「耶穌是救主」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傳統猶太人心中，「救

主」是神的特派使者，為拯救他們脫離敵人的魔掌，故這是政治

人物，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耶穌卻是拯救世人的「救世主」。

祂拒絕扮演革命家的角色，宣稱降世是為了改造人心，賜人新生

命，使他們在世上活出跟往昔不一樣的新生活，更在將來復活後

得享永恆生命。祂要救的是人，不是世界。

「耶穌是神的兒子」，這個事實最大的含義是指耶穌與神有

密切的關係。往後我們知道，耶穌本來就是神，正如兒子與父親

同類，耶穌亦與神本性相同。

梁家麟博士

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

＊	資料來源：撮寫自《信仰不是講感覺》（香港：環球天道傳基協會，2003），頁85-95，蒙允准轉載

「如果蘇格拉底

的生與死達聖人

境界，那耶穌的

生與死就屬神的

境界了。」

盧梭 Rousseau
法國思想家

訓練接班人

03

提要

耶穌預言自己將要死亡

後，就加緊訓練門徒，糾

正其錯處，使他們日後

能傳承自己的所言所行；

同時，又一再預告自己要

受死，好讓門徒有心理準

備，仿佛死亡的陰影已很

快臨近……

（可 9：14~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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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衝突升級•風雨欲來

杜喬（Duccio,	1260-1318）：《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衝突升級　
風雨欲來

04

提要

耶穌進入宗教重地

耶路撒冷時，大受

擁戴。群眾高唱「和

散那之歌」，寓意

他們期待已久的拯

救者或君王已經到

來。這聲勢，令當

時的宗教領袖大為

震驚，衝突加劇，

似乎無可避免……

	

（可 11：１~12：44）

第11章

挾王 之勢進城
1 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

冷，到了橄欖山的伯法其和伯

大尼，耶穌差遣兩個門徒，2對

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子

裡去，一進去，就會發現一頭

小驢拴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

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3 如

果有人問你們：『為甚麼這樣

做？』你們要說：『主需要牠，

並且很快會送還到這裡來。』」

4門徒去了，就發現一頭小驢在

外面街道上，拴在門邊，就把

牠解開。5站在那裡的一些人對

他們說：「你們解開小驢做甚

麼？」6門徒照著耶穌所說的話

回答，那些人就由他們了。7門

徒把小驢牽到耶穌那裡，把自

己的外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

上。8許多人把自己的外袍鋪在

路上，還有人從田野間砍了些

枝葉鋪在路上。9前呼後擁的人

都喊著說：

「和散那，

	 奉主名來的那一位是應當

稱頌的！

10 我們祖先大衛那將要來臨

的王國是應當稱頌的！

	 在至高之處，和散那！」

11耶穌進了耶路撒冷，進入

聖殿。他察看四周的一切後，

因為時候已經不早，就和十二

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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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

疫情。當年有個私家醫生，人

生一帆風順，但後因感染「沙

士」，徘徊在生死邊緣，與神

相遇而得救。

胡兆雲醫生（圖）童年在

木屋區長大，日子艱苦，但很

快樂，而且讀書成績優異，心

裡更覺已掌握一切，一步一步

實現理想。

染上「沙士」

2003年某一天，一位伯伯

來到診所，胡醫生診症時沒戴

口罩，因而感染「沙士」。他

即時求助大學的好同學沈祖堯

從
「
沙
士
」

教授。沈祖堯對他說：「你沒有選擇，須立刻入院接受觀察和治

療。」「他這句說話，令我很驚慌，自信也動搖了，覺得頃刻要

站在生命盡頭的邊緣，沒有出路。」

病房裡看到愛

患病期間，胡醫生有機會觀察到病房內的人和事。「有一天，

一個護士來到病床旁邊說：『胡醫生，你吃不到早餐，不如我餵你

啦！』別以為這是普通的事，其實充滿危險，因吃東西時要脫下口

罩，餵食時會咳個不停。更有一天，一個病房助理員走過來關心我：

『胡醫生，你那麼多天沒有梳洗，不如我幫你抹身！』我強烈感覺

到，原來當你站在生命邊緣，心裡很渴求得到愛心的服侍。同時，

又看到病房的醫護人員中，很多都是基督徒，他們的愛心和服侍，

令我想起一個朋友寄來的郵件：『咖啡豆，只放著是沒有味道的，

但若放進熱水裡用猛火煮，卻能發出很香濃的味道。』我相信基

督徒的生命，就是在這生死、震撼的時刻，會將愛心的香氣散發

出來。」

     

認
識
神
的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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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死亡之吻

第15章

沉默的羔羊
1一到清晨，眾祭司長和長

老、經學家以及公議會全體商

量好了，就把耶穌綁起來，押

去交給彼拉多。2彼拉多問他：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

回答：「你自己已經說了。」

3眾祭司長控告了他許多事情。
4彼拉多又問他：「你看，他們

作證指控你這麼多的事！你甚

麼都不回答嗎？」5但是耶穌不

再回答甚麼，令彼拉多很驚訝。

沒幹壞事的罪犯
6每逢這節期，彼拉多都會

按照眾人的要求，給他們釋放

歷史上，
有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而死嗎？

一個囚犯。7當時有個叫巴拉巴

的，和叛亂分子囚禁在一起，

他們叛亂的時候殺過人。8群眾

上去，要求彼拉多按慣例為他

們辦理。9彼拉多回答他們：「你

們想要我給你們釋放這個猶太

人的王嗎？」10其實他知道眾祭

司長是因為嫉妒才把耶穌交了

來。11眾祭司長卻煽動群眾，寧

可要彼拉多給他們釋放巴拉巴。

12彼拉多又對他們說：「那麼，

你們稱為猶太人的王的那個人，

你們想要我怎樣處置呢？」13他

們就喊著回答：「把他釘十字

架！」14彼拉多說：「他究竟幹

了甚麼壞事呢？」他們卻更加

大聲喊叫：「把他釘十字架！」

15彼拉多想要讓群眾滿意，就

給他們釋放了巴拉巴，吩咐人

把耶穌鞭打了，交去釘十字架。

博斯（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這人你們見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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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在
十
字
架
的

神
子

03

提要

耶穌被捕後，先後受大祭司及

巡撫彼拉多審問，但都沒查出

有甚麼罪名。最後，彼拉多為

討好群眾，判處耶穌極刑：釘

十字架！耶穌遭受士兵凌辱後，

就背上十字架，步履蹣跚地走

往刑場，完成一場驚世拯救……

（可 15：16~47）

戲耍「君王」
16士兵把耶穌帶進院子，即總督府裡，

召集了整個步兵大隊。17他們給他披上紫

色袍子，又用荊棘編成冠冕給他戴上；	

18就向他致敬說：「猶太人的王萬歲！」	
19又用蘆葦不斷敲打他的頭，向他吐唾沫，

並且向他下拜。20把他戲弄完了，就脫下

他的紫色袍子，給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帶

去釘十字架。

與強盜同釘十字架
21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歷山大

和盧孚的父親，從鄉間來到經過那裡，士

兵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22他們把耶

穌帶到各各他地— 翻譯出來就是「髑髏

地」—23拿沒藥調和的酒給他，他卻不

接受。24他們就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又分他

的衣服，抽籤看誰得到甚麼。25他們釘他十

字架的時候，是上午九時。26耶穌的罪狀牌

上寫著「猶太人的王」。27他們又把兩個強

盜和他一起釘在十字架上，一個在他右邊，

一個在他左邊。(28) 29過路的人不斷辱罵他，

▌	博斯（Hieronymous	Bosch,	1450-1516）：《背十字架的基督》

▌
 蘇

巴
朗

（
F
rancisco de Zurbaran, 1598-1664）

：
《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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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掛在十字架的神子

搖著頭說：「哼，你這個拆毀

聖所，三天之內又把它建造起

來的，30救救自己，從十字架上

下來吧！」31同樣地，眾祭司長

也與經學家一起譏笑他，彼此

說：「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

自己！ 32這個基督、以色列的

王，現在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讓我們看見就相信。」與耶穌

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	

罵他。

魂斷˙幔裂˙驚天地
33 到了正午，黑暗來臨，

籠罩了整個大地，直到下午三

時。34 下午三時的時候，耶穌

大聲呼喊：「以羅伊，以羅伊，

拉馬撒巴各大尼？」— 翻譯

出來就是：「我的　神，我的

　神，你為甚麼離棄了我？」	

35站在旁邊的有幾個聽見了，

就說：「看，他呼喚以利亞呢！」

36有一個人跑過去，把海綿蘸

滿了酸酒，綁在蘆葦上遞給他

喝，說：「等一等，讓我們看

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把他放下。」

37 耶穌大叫一聲，就斷了氣。	
38聖所裡的帳幔從上到下裂成

兩半。39站在他對面的百夫長，

看見他這樣斷了氣，就說：「這

個人真是　神的兒子！」40還有

些婦女遠遠地觀看，她們之中

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小雅各和

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以及撒羅

米—41當耶穌還在加利利的

時候，這些婦女就一直跟隨他、

服侍他— 此外，還有許多和

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婦女。

提香（Titian,	1487-1576）：《耶穌被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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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屍首為何不見了？
聖經記載，耶穌的屍體不見了，隨後他的門徒就宣稱：耶穌

復活了，並且是他們親眼看見的。關於這問題，如果你是神探（如

日本漫畫主角金田一），你會怎樣推想？起碼當中涉及兩個問題：

（1）耶穌屍首是否真的不見了？（2）若是，為何會不見？

問題 1：耶穌屍首真的不見了？

假設耶穌屍首沒有不見，只是門徒扯謊，散布耶穌復活的謠

言，這可能性有多大呢？事實上是不大的。因為如果耶穌屍首仍

在墓裡，反對耶穌、立意要釘死他的人，如政府官員或猶太宗教

領袖等，只要到墓裡查看一下，就可澄清謠言，不會讓這謠言流

傳至今。

反過來說，到今天仍沒有人來提出反證，就足以證明當時耶

穌屍首確實不見了。

問題 2：耶穌屍首為何不見了？

若當時耶穌屍首確實不見了，原因可推測如下：（1）有人偷

屍；（2）耶穌未死，自己逃走了；（3）涉事的人全部串通說謊；

（4）耶穌真的復活了。

先說第一點，何人會偷屍呢？最有動機去做的是門徒，但按

聖經記載，當時耶穌墓門有大石擋著，又有士兵把守（馬太福音

二十七章 64~66節），勢孤力弱的門徒要盜墓，難度極高。再者，

如果門徒明知耶穌沒有復活，而是他們自己偷走屍首，之後又到

處傳揚耶穌已復活，但結果沒有獲得任何利益，反遭迫害，甚至

被處死⋯⋯門徒為何要做如此愚蠢的事呢？這是很難解釋的。

若說耶穌其實未死，是他自己推開大石逃走了。這跟門徒偷

屍一樣，難度極高。況且，耶穌釘十字架後，身體嚴重受創，即

或不死，但三天不吃不喝，又只得他一人，豈能把大石推開呢？

這樣做，根本比門徒偷屍難度更高，更不可能！

至於涉事的人，包括耶穌門徒、政府官員、猶太宗教領袖等，

全部串通說謊，虛構一樁耶穌復活事件─但這樣做的動機是甚

麼呢？而且耶穌門徒與其餘兩者存著敵對關係，在這事上根本沒

有共同利益，這個推斷很難成立。

所以，若空墳墓存在，耶穌屍首真的不見了，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耶穌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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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者得救

「確實，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藉著信心。 

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的

賜贈；這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聖經以弗所書二章 8~9 節

神讓我們與祂和好，只有一

個要求，就是相信耶穌。救

恩不能用善行賺取，也是人

無法賺取的，救恩是神白白

的恩賜。

6
與神重新和好

 

「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

一愛子賜給他們，為使一切

信他的人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聖經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

真心相信耶穌的人，就能得

著永生（永遠的生命），不

再與神隔絕。

你想接受永生這份禮物嗎？

上面說過，要接受永生這份禮物，神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

相信耶穌─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降世為要拯救世人，為人類

的罪而被釘死，第三天復活。只要你願意接受祂做你個人的救主，

以及生命的主，就可得到永生這份禮物。當中有三件事你必須確認：

A.	 承認（Admit）自己是罪人
你首先要承認自己犯過罪，得罪了神，告訴祂你願意

改過，求祂赦免。你若這樣做，神必定赦免你的罪。

B.	 相信（Believe）耶穌是神
相信耶穌不單是偉人，也是神。祂是神差來拯救世人

脫離罪惡的，祂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擔當

世人因犯罪而受的刑罰，這刑罰本應由世人承受。同

時，相信祂復活了，戰勝了死亡。而相信不單是頭腦

上的認知，更是從心裡承認和接受。

C.	 宣認（Confess）耶穌是神
相信是內心行動，宣認則是外在表現。宣認的內容與

上述第二點「相信」的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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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信主 AＢＣ」。只要相信並接受以上三點，就可得

到永生這份禮物。有人曾說：「人與神之間，只有一個禱告的距

離。」如果你已確認「信主 AＢＣ」的三點，真心相信和接受耶穌

基督做你個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我們誠邀你作以下的禱告

（禱告就是真誠地向神說話）：

主耶穌啊，我是個罪人，求你赦免我。

我願意不再犯罪，求你幫助我。

我相信你是神的兒子，為我的罪受死，

又為我復活，使我能與神和好。

求你進入我的心中，

做我個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

奉耶穌基督之名祈禱。

阿們。

剛才你說的「阿們」（意思是「誠心所願」），是表示你的

祈禱真誠無偽。按著聖經所說（也是神所說），現在你的罪赦免了，

已經是神的兒女，是新造的人，得著永生了！恭喜你！以下有一

張決志書，你可以填上有關資料，紀念這個重大日子。

決志書

姓　　名：＿＿＿＿＿＿＿＿＿＿＿＿＿＿＿＿

決志日期：＿＿＿＿＿＿＿＿＿＿＿＿＿＿＿＿

決志地點：＿＿＿＿＿＿＿＿＿＿＿＿＿＿＿＿

決志時間：＿＿＿＿＿＿＿＿＿＿＿＿＿＿＿＿

　　　　　     　　

簽　　名：＿＿＿＿＿＿＿＿＿＿＿＿＿＿＿＿

如你有興趣進一步認識基督教信仰，可聯絡你的朋友或鄰近教會。

願主祝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