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宝血系列第一讲 

主题：福音为什么这么重要 

大卫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生命宝血系列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耶稣是阿尔法和俄梅加，是起始和末了，是首先的和末后的。祂是最终的，阿们。衪是生命的

粮。祂是头块的房角石，基督我们的创造者。衪是我们的供应者。衪是我们永恒的父。祂是神。

祂是好牧人，大牧人，大祭司，至圣者，荣耀的盼望。祂是自有永有的。祂是神的形象，死人

和活人的审判者。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祂的威严全能，无人能相比。祂是父神的独生子，

满有恩典和真理。祂是神的能力。祂从死里复活。祂是生命。祂是至高的祭物，祂是道路，真

理，生命，道成肉身。耶稣是所有以上这些。 

而我们把祂缩减成为一个贫穷，微小的救世主，恳求你来接受衪。好像耶稣需要被你接受。事

实上耶稣并不需要你接受衪。在整个宇宙中祂绝对配得所有的荣耀。在这个时刻就有许多的受

造物围绕着祂，都遵行衪的命令，而且唱诗赞美祂。祂并不需要你的诗歌。祂并不需要你的祷

告，你的教会会友的出席，或是你的读经聚会。衪完全不需要你。而是你需要祂！你是迫切的

需要祂。你每呼吸一口气都需要祂。你的心脏在这一刻之所以跳动，是因为耶稣给你的心脏脉

动。我们是从那里得来的概念，以为耶稣需要我们接受衪呢？ 

今天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相信这是极为重要的。关于永生，我确信很多自认为是基督

徒的人都被欺骗了。今天我们努力去传福音给许多人，我相信我们毁谤，窜改，和误传了我们

希望传播的福音。我们把福音公式化成为一个救恩的计划，而忘了福音乃是神救恩的大能。我

们已经把福音减少成为一幅最低限度的图画，这幅图画还一直在被缩小，变成一个简介：当我

们作完简介，如果有人能复述或用同样的内容祷告出来，我们就宣布那人已经「得救」，然后

我们就再去找下一个对象。很多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被这样地教导：「只要他们说那个祷告，

或者走到前面去和协谈的人说话，或者签决志的卡片，那么他们的救恩就完全了。」这样做的

结果是造就了一堆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已经从罪中永远得救，而事实上并没

有。原因是我们把包含生命宝血的真正福音从基督教信仰中拿掉，而以廉价的速溶饮料替代了。 

今天，我们要来研讨这个生命宝血系列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想法常常纠缠我们，让我们无法

入睡。那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耶稣面前，祂看着我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想耶稣会这样对你说吗？如果你有圣经，让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

音第七章。这是耶稣正在对衪的门徒们说话。在福音书中这是那种不是只有十二个使徒在的大

场面。许多人是第一次来的听众。而且有些是信服的听众，他们已经开始接受耶稣所说的。他

们正在听耶稣说不太悦耳的讲道。登山宝训从第五章开始。现在讲的是结尾的部份。让我们来

看耶稣说什么。请看七章 13 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

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



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

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

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

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

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这是耶稣用一幅比喻人生命的房子倒塌的图画来结束登山宝训。我想你会觉得这些经文有些吓

人，特别是 21 到 23 节。将会有许多人站着耶稣面前呼求着说：「主啊！主啊！这些事我们不

都做到了吗？」而耶稣会把他们从天国推出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在马太福音七章这里耶稣是要告诉我们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上，我们可能在欺

骗自己。这件欺骗自己的事可能决定了我们的永生。耶稣说祂是站在关键的位置上来决定谁能

得到永生。 

一边是一条宽广的路，通向毁灭和死亡；在另外一边是窄路引向永生。祂用了两幅图画来表示

真信心和假信心：好树和坏树，根基在盘石上和根基在沙土上。在这里衪说到，人在属灵上欺

骗自己，认为他们认识主。马太福音七章，衪并不是对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异教徒说的。

祂不是对没有信仰的人说的。祂的对象是当时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被迷惑，认为自己走在永

生的路上，其实大多数的人正走向通往死亡的路。你认为你有可能在人生最重要的事上被迷惑

了吗？你以前可能看过调查资料说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宣称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同一

份数据也继续说到，那些所谓「重生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型态和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其实并没

有区别。有许多人解释说，教会和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解释。我认

为比较正确的解释是：这些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其实没有重生，因为他们的生命实际上和世界

上其他的人没有不同。你认为你有可能是基督徒，但又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吗？这就是耶稣在这

里要说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也就是我们罪恶的天性，我们是拒绝福音的。我们每一个

人，包括我在内，在内心深处都是这样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到，撒旦蒙蔽了不信的人的心，

而我相信它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他们相信，他们是信主的人。我相信撒旦正在做这样的事。现

在能发生最坏的事，就是有人说：「他们真需要听到这个信息。我真高兴牧师对他们讲这篇道。」

这样就没有抓住要点。我们都面对这个属灵迷惑的危险。有可能有一天耶稣看着你这样说：「我

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可能耶稣看着我说同样的话吗？绝对可能。

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事情真的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花

点时间，来深入探讨福音和救恩的意义，尽可能真实地了解，好避免属灵迷惑的危险。 

所以我想慎重地，有计划地，解读这三幅图画：路，树，和根基。我要大家来看耶稣所要告诉

我们关于属灵迷惑的危险。我们要从 13 和 14 节描绘的第一幅图画开始：「你们要进窄门。因

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

着的人也少。」 



耶稣的第一个警告：属灵迷惑的危险。我们会很自然地被容易和通俗的事物所吸引。宽门和大

路是容易的路。它是让人心动的，它是宽大的，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它是有吸引力的，它可以

接受任何想来的人。宽大的路的规条和要求很少。它是一条宗教律法的路。这个经文的背景是：

耶稣是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说话。别被骗了；这是一条不需要你参与太多的宗教律法的路。它牵

涉到宏大的应许，但是你不须要付出什么。宽大的路是一幅合乎现代的图画。你只需作一次信

耶稣的决定就可以上路。作一次向耶稣祷告的决定以后，就再也不必担心耶稣的命令和荣耀了。

你拿到了去天国的通行证，你的罪也在沿途被宽恕了。恐怕你会认为这些是夸大之辞，这正是

在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文化中推销给许多人的福音。耶稣说许多人会走上这条路。 

然后祂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有趣的是，

在新约希腊文里，耶稣用了两个不同的字述说「窄」。第一个「窄」的原文意思是「因受四面

的压力而呻吟」。第二个「窄」的原文意思是「苦难和逼迫」。当耶稣说到窄门和小路引到永生，

他是想说基督的道路是不容易跟随的。我们会很自然地被容易和通俗的路所吸引，但是基督的

道路是不容易跟随的。耶稣已经把这个准备好了。回头来看第五章 10 章，这是说到登山宝训

的八福。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跟随我，你也会被逼迫。你会经历不容易的试炼。这就是为什么找着这条路的人是少的。这

和你所期盼的完全相反。路是窄而困难的。基督的道路不只是不容易跟随，而且是被众人所恨

恶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17 到 39 节。这里耶稣是对门徒说话，说到这条道路包含了

什么。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不会划线的。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28 到 30 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几节你会划线的，因为这是好的句子。但是，第十章 17 节你会划线吗？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

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

甚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

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

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跳到 37 节，祂说到家庭的关系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

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

生命。」 

耶稣说，你想要跟随我？你想要顺服我？你想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你会失去你的性命！你想



要引向生命的道路，你会死！你向自己死，背起十字架；那是一个折磨和死刑的器具，而你要

忍受。世人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恨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道路。想跟随

耶稣，这就是耶稣所描绘的图画。路加福音第九章 57 到 62 节。三个人来找耶稣，急切地想

跟随耶稣。第一个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没有说：「好，来吧。越多越好。」

耶稣也没有说：「当然好，我们的人数要增加了。」但是耶稣回看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

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第二个人很急切地想跟随衪。问题是他父亲刚死。他只

是想回去埋葬他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三个

人，一样的急切，只是要回去辞别家人，但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听

起来有些冷酷，不是吗？有些无礼，甚至太严厉了。你想的很对，我爱我的父母，儿女，丈夫

或妻子。我不了解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到，当你找到耶稣，并且发现衪是至宝，你

就知道为了得到他，你可以变卖世界上任何东西，或是丢弃任何东西，为了要得到衪，因为衪

是绝对值得的。 

通往灭亡的路，必然灭亡，不只是消灭，而是无望的永死。这里你有一条只有很少人找得到的

窄路，它是充满寂寞的，必须付上代价，但是它引导你走向生命。我们对这条与耶稣同在的窄

路知道得很少。你可能在想：「这不是有一些过分吧？或许两年前我们就应该换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实在有一些过分。我以为对基督有信心就像小孩有信心一样的简单。像小孩一样的信心是

简单的，你把它搞得太复杂了。」是的，这是像小孩一样的简单。就好像一个小孩跑向父亲，

跳进他的膀臂里，被他，只有他，拥抱着，说到：「我只要你，只要你。」这就是信心！这就是

引向生命的路但是我们畏缩不前。我们有一条更简单，更通俗的路，而且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有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开始真正地像基督一样活着，我们周遭的世界将会被吸引过来。那不是

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开始真正地像基督一样活着，这个世界将会恨我们。耶稣说这个世界会

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现在走在那一条路上呢？在这个时刻，你是在宽大的路上呢？还是

在窄路上呢？你是在跟从基督，困难又被众人仇恨的道路上吗？属灵迷惑的危险就是我们被吸

引去走容易和通俗的路。 

耶稣的第二个警告：我们可能公然宣称我们个人所没有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15 到 23

节，耶稣说到假先知，假教师。衪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

皮…」也就是他们看来好像认识基督。他们看来好像拥有基督，而且他们甚至对基督说话好像

认识祂。这是 21 节到 23 节所描述的图画。你听听：「主啊，主啊」，好像很有热情。「主啊，

主啊」，他们在呼求耶稣。「主啊，主啊」，不只是热情也合乎正统。他们在承认耶稣是主。「主

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说真的，如果

你不认识主你怎么做这些呢？但是，在整本圣经中我们也看到神用那些敌对祂的人来完成衪的

旨意。你思考一下。在旧约中，神用巴兰和他的驴子。没有得救的驴子。这是一只被神使用的

驴子。在约翰福音十一节该亚法说预言。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士基瓦的儿子们赶鬼。在马太福音

廿四章假先知和假基督行神迹奇事。这许多奇特的事只会欺骗真相，他们在公然宣称他们个人

所没有的。这些呼求「主啊，主啊，我们不是有做这些事来宣扬祢的名吗？」衪引用诗篇第六

篇的经文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不遵行神的律法的，离开我去吧！。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公然宣称的，甚至我们所唱的诗歌，是我们个人所追求呢？耶稣说了两

件事。第一，基督的道路总是会结果子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结好



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不是从他们的恩赐，不是从你所看到那些奇特的事。而是从他们所结的

果子来认出他们。如果有人跟从耶稣，他会拥有基督的公义。如果有人跟从耶稣，认识耶稣，

他会拥有基督的爱和真理。基督总是结好果子。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基督的公义，那基督

就不在那里。如果你看不到基督的爱，那基督就不在那里。如果你看不到和听不到基督的真理，

那基督就不在那里。雅各书第二章 14 到 18 节说，基督的道路总是生出果子的。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

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

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甚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

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第二，基督的道路总是信实的。听耶稣在 21 节对假教师说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听见了吗？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

人才能进天国。进入天国决定的因素是「遵行天父旨意」。这个因素区分了呼求「主啊，主啊」

的人和进入天国的人。那你是说我们所做的和遵行天父旨意是我们救恩的一部份吗？不是的，

我没有这样说；是耶稣这样说。 

现在我必须要很小心免得扭曲了福音的意义。我们不是要深入探讨这个遵行天父旨意、工作与

救恩的关系。但是注意这段经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说我的道路总是会结果子的，而且是要倚靠信心的。弟兄姊妹

们，如果没有从你和基督的关系中结出果子和信心，那么，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不存在。想到

我们可能公然宣称我们所没有的那种与基督的关系，这就让我感到害怕。 

耶稣的第三个警告。我们认为我们拥有救恩，但不是根据圣经。这是最后的两个例子。这幅图

画所描述的两个盖房子的人有相同之处。两个人都听见基督的话语。经文暗示两个人所盖的房

子是相似的。从外表来看可能是一样的。他们面临一样的暴风雨，惟一不同的是房子的基础。

这个基础造成了绝对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建在盘石上；一个是建在会移动，不稳定的沙土上。

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告诉他的听众，你的生命是建立在盘石上？还是沙土上？回到

属灵迷惑的危险，没有一个人明明知道房子将会倒塌还去盖它，没有一个人计划盖房子是为了

它将来会倒塌。耶稣是对一群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是自己还不知道的人说的。他们是无知地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耶稣说到，你如何知道你生命的房子是盖在盘石上？还是沙土上呢？在

24 节总结了两个要素，在 26 节又用不同的方式重复一遍。衪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重点是「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有下面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祂是说基督的道路是仰赖衪的话语；听衪的话语。接受祂的话语是你房子的基础。

耶稣不是说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没有基础。他们有基础，是一个不好的基础。衪不是告诉马太

福音第七章那些文士和律法师，他们的生命没有基础。他们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话语上，

而是在外在的标准，意见，想法，和他们自己建立的规则上。他们把这些东西包装在一起，告

诉人说如果你做这些事，你的生命将会被神所认为有价值。你会带荣耀给神。这些话是有些道

理，但都是堆砌在人的传统，意见，想法，和经历上。耶稣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基础，就像

沙土一样。 



我要在这里停一下，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在廿一世纪的基督教信仰中，我们

拿一些道听涂说的道理，加上我们的想法，传统，和外在的标准，和我们认为神同意的想法，

都放在一起，而说你如果照着去做就对了。我想这是绝对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我们已经这样做

了。你听听看今天救恩是如何被推销的：「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中。

使耶稣成为主。」上面没有一句是圣经的句子。这应该让我们有所警觉；在这个决定我们永生

的事上，我们所用的字句竟然不在圣经之中。难道不应该吗？你翻遍圣经也找不到任何人说过：

「低下你的头，闭上你的眼睛，和我一起作这个祷告。」我们把福音换上我们的语言，想法和

作法，然而这些都不在圣经里面。 

事实上，福音是以神的律法面对面地向我们挑战，以基督的主权向我们挑战，在神面前以我们

内心深处的罪向我们每一个人挑战。福音是基督死在十字架承受了神的愤怒，以及祂的复活战

胜了罪，死亡和坟墓。福音以需要认罪悔改来向我们挑战。悔改是从罪转向基督。这些都是圣

经的句子，但是今天的布道法却把这些圣经的教导抛在一旁，建立一套盖在沙土的布道法，使

百万灵魂得救的理想幻灭了。 

合乎圣经的布道法，包含对付我们灵魂深处的罪。让我们向神呼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绝对没

有其他的出路。合乎圣经的布道不是把耶稣看作寻求被邀请的某人，而是看作绝对配得所有的

荣耀的那一位。要求我们立即、完全的顺从和降服的那一位。一个合乎圣经的布道完全不是作

了决志祷告以后，继续过和以前相同的生活。合乎圣经的布道要求我们对基督彻底的顺服。我

们以后还会再谈顺服这一部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认为的救恩是没有圣经基础的。不是吗？你

看到这有多么严重吗？你听到耶稣怎么说吗？有一条通往灭亡的路。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

来，丢在火里。我就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房子就倒

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里有一个永恒的分歧。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救恩是合乎圣经教导的。

我们从圣经中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怎么说的。 

合乎圣经的救恩和基督的道路是仰赖基督的话语，而且第二样要素，是顺服祂的话语。在 21

节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了。以后我们还会再谈这个话题。现在就是记住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这就是区别那个房子的根基是盘石的人和房子的根基是沙土的人。他们都听到祂

的话语。房子的根基是沙土的人没有去实行。耶稣说如果把你的房子盖在基督的公义，话语和

对话语的顺服上，当神审判的暴风雨来临时，你将会因为基督的能力（也就是「盘石」）而站

立得住；如果你的房子盖在人的话语上，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上，没有听我的话而去行，那你已

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当神审判的暴风雨来时，房子就会倒塌。你的生命将会在一次大冲击中

永远垮掉。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是从耶稣的生命和祂的话语出来的福音，而且是好消息。这

对所有站立在盘石上的人是好消息。这对所有把生命建在沙土上的人可是坏消息。你以为的救

恩有圣经的基础吗？ 

我的目的不是要使你们混淆，也不是要吓你们。我的目的是要邀请，激励你，严肃地思考符合

圣经的福音是什么。我想做的是带大家往属灵的真实前进，而不是要带来完全的解决方案。我

们结束时的成果将不会包含：在吃饭以前，我们低头，闭上眼晴祷告，确定我们符合要求。这

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通往灭亡之路的速成方法。我要请你思考三个途径。 

第一个，在未来的日子，聆听你的救主，聆听基督的话语和圣经。我要挑战你用基督的话语来



检验我们的传统，想法，和主意。我绝不是说我们误解了每一件事，我们是完全错误的，我们

必须把我们的信仰完全丢掉。我想说的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避免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

章 6 节警告说的：「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属灵迷惑的危险。我们可能累积了很

多传统，而自己并没有发觉。所以我要请你听从基督的话语。自己读基督的话语。如果你不知

道耶稣对顺服和救恩的教导是什么的话；那你就去找出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进到基督的话

中，听基督怎么说。聆听你的救主，借着圣灵，让基督打开你的眼晴，看到衪所说的真理。 

第二个，省查自己。我知道你会认为这有一点太难了，甚至有些危险。查验你的信心的程度会

有一些危险性。注意哥林多后书十三章５节，圣经说查验你自己有信心没有。圣经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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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心里吗？」这不是一节很棒的经文吗？这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

在我们的心中就会越来越知道基督是谁。我们会越来越知道，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福音之

美。福音是我们生命各个层面的根基。我祈求福音对我们是活的，是更新的。 

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当中还不是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在属灵上是被迷惑了，你以为你走在一条

正确的道路上，其实是走在另外一条。所以，我们能够讨论这件事真是好阿！所以省查你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省查我们自己。聆听你的救主，省查自己。 

第三个，为你的灵魂祷告。禁食和为你的灵魂祷告。我在前面说到作一个迷信的祷告，就认为

你已经得救。我不是反对祷告。我不是认为祷告不好，我不认为祷告就一定和救恩脱节；我认

为祷告是救恩的一部份。在以后的日子我们会看到，圣经一定有教导说救恩是呼求神来救你脱

离罪。毫无疑问，祷告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把祷告缩小成为机械式的背诵，

好像从一个盒子中拿出车票来，好让我们到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没有抓到整个救恩的重点和我

们与基督真正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为你的灵魂祷告，为你四周的人的灵魂祷告，大

家互相祷告，为我们每一个生命祷告，为我们每一个生命向神呼求。这就是最美的部份。 

当你去看教会历史，你会看到有一些时期神和祂的灵大有能力地运行，这不是因为教会发现一

些前所未闻新的真理。神浇灌祂的灵，使教会重新发现一些一直存在，而以前错过的真理。他

们以前是冷漠和严厉地对待真理。他们习惯在真理上掺入文化的成份，以至于错过真理的美善。

当真理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灵魂被唤醒，回到真正的福音。福音中基督的荣耀以一个全

新的方式，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的心被融化。难道我们不想要这些吗？我们不想要神和祂

的灵来唤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荣美，可以有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吗？我们要

看到这些。所以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祷告。让我们求祂来显明：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的人，

在基督里的位置，我们是否在基督里，以及明白「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呼求神

来告诉我们这些。当你听到这些，你会想说：「我实在不想这样做。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为

我的灵魂或四周围的人的灵魂来呼求神。」如果真是这样，我要警告你，你是处在属灵迷惑的

景况中。如果你心中对基督没有渴望，不想你自己和周遭的人更深和更完全地认识基督，那么

基督是否有改变你的心和成为你的根基。这是很有疑问的。所以我邀请你为自己的灵魂祷告，

让我们祈求神保护我们不落入属灵迷惑中。 

我们不是想结束这一幅图画，而是预备我们走一条新的旅程。我要邀请你为自己的灵魂祷告，

也为周遭人的灵魂祷告，一起来省察自己，和聆听基督的话语。我要你花一点时间来向神祷告



和祈求神作工在我们身上，唤醒我们的心，灵魂和眼睛，来看到福音中基督的荣耀，彻底改变

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一天站立在衪面前时，我们的灵赤裸显露的时候，不至于被祂所弃绝。 

 

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