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道 为什么要作基督徒？
华人宣道会真理堂 凌志鹏牧师 2015.11.8
读经 （彼得前书 1：13）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
给你们的恩。
基督徒的生命是乐观的，信靠主的人是有盼望
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常常充满伤痛和问题，我
们总想找寻答案，想找一条出路，但是我们常常
找错方向和目标，这叫我们疑惑，叫我们失望。
可是基督徒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找到答案，我们
老早就放弃了在自己身上找生命答案的努力。事
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才转向耶
稣—这位真神的儿子。我们把生活建造在神话语

没有祂，所有的事都是没有盼望的。所以耶稣基

坚定的根基上面，把信心建立在跟基督耶稣个人

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没有祂，我们生活在世界

的关系上面。我们信靠这位复活的基督作我们生

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命的主，所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生活因
此改变。

耶稣基督是神爱世人的证明，基督是葡萄树，
没有祂，我们的生命会枯萎，毫无生气。耶稣也

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要作基督徒，也许你不明

是生命的活水，没有祂，我们的生命会干渴；基

白作不作基督徒到底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要信耶

督是始也是终，是“阿拉法”和“俄梅戛”。祂

稣呢？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有原因的：

是世人的希望。当找到耶稣以后，我们就解决了
生活里面的“我是谁？”的问题。你有没有问过

一．对于人生中的问题，我们需要有答案。

自己你是谁呀？“Who am I?” 我为什么会来到

人生充满太多的问题，我们要答案。彼得前书

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而生活？我以后究竟要到哪

3：15 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

里去？在世上这段时间我要怎样生活呢？这些问

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你会问:

题都可以从基督身上找到答案。祂不但知道答案，

盼望什么问题有答案呢？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往

祂本身就是第，这些问题的答案。哲学家可以花

往会问这样问题，诸如：“我是谁呀？”“我为

一生的经历来寻找真理，耶稣却说“我就是真理”。

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我要到哪里去？”“我

社会学家可以穷毕生精力试着找出生活更好的一

怎么样才能到要去的地方？”“我对于未来有没

条道路，耶稣却说“我就是道路”。心理学家一

有把握？”几乎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一点，都会问

生追求了解生命的意义跟生活的方式，耶稣说“我

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生很重要。我们的生存

就是生命”。还有什么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道

是否有任何意义和目的？有没有任何人预先知道

路、真理、生命，涵盖了一切。

他前面的道路以及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每当我们怀疑生命的本质跟我们活着的原因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发现耶

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每

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所有问题的答案所在。因

当我们被生活的风暴所压倒的时候，我们就回到

为基督就是道路，没有祂我们的人生会迷失方向；

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面；每当我们要靠理性来解

祂是真理，没有祂生命是一大谎言；祂是生命，

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解释不通的时候，你必须

回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你今天感到彷徨、不

FORGIVING”。我的罪得主的饶恕，我也饶恕以前

知所措、前途茫茫，你找不到答案，然而，主耶

所有得罪过我的人。你看主祷文里，耶稣怎么讲

稣拥有生活里面所有的答案，你不妨试一试。我

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

们这些信耶稣基督人，已经找到答案。有圣经作

6:12）“FORGIVEN and FORGIVING” 成了总结人

为引导，我们不再彷徨，我们每天生活有目标、

生最好的两个字。

有方向，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会到哪里去。答案全
在基督的身上。

伟大的早期教父奥古斯汀，当他在病床上面快
死的时候对他的好朋友说，“请你在我病床对面
的墙上写上诗篇 32 篇 1 节。”就是“得赦免其过、

二．我们有很多过犯，需要主的赦免。
不管你多努力去行善，我们都够不到神对我们

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他就要离开这
个世界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这节圣经。

生活所要求的那个标准。哪一个人可以问心无愧

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我们一生犯了太多

地宣称自己没有犯过大错？每个人也都希望这些

的过犯和罪恶，我们需要得主的赦免、得主的饶

错误能够从他生命里面被涂抹掉。很多时候，我

恕。尽管我们曾经犯罪、过失败的生活，但是却

们的态度不对，我们的言语尖酸刻薄，我们的反

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神爱我们，祂愿意赦免

应非常粗鲁。我们犯了太多的罪，这些罪成为我

我们的罪过，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愆，洗净我们一

们心灵里面的大负担。罗马书 3：23 说“因为世

切罪恶和不义。神会赦免任何肯悔改的罪人,然而

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每当我们犯

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使我们得洁净。

错、犯罪，我们就受提醒，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
也不可能完全。不管是大罪小罪、大错小错，我

三．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难处，需要帮助。

们都需要得神的赦免。事实上我们不但需要有人

不管你多有才能，不管你多有学问，不管你多

饶恕我们的过犯，还必须有人除去我们的罪愆，

有权势，不管你多有财富，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使我们不再被定罪。

你总是需要人的帮助。人有极限，重担叫你负荷
不了。我们有难处，很多时候，父母没有办法帮
助你，你的先生或太太没有办法帮助你，儿女没
有办法帮助你，朋友没有办法帮助你，牧师也没
有办法帮助你。我们都经历过，走到路的尽头能
向谁求助呢？感谢主，有一位神，耶稣基督，祂
能帮助你。
生活是一种责任，你活得越长，责任就越大，
家庭、工作、经济的压力有增无减。我知道，我
没有办法单独地来对付这些压力，我也知道，靠
我自己没有办法赢得这场生活的战役。不管你多
有自信，多能干，多刚强，迟早会面对你的极限。
而当你靠自己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向谁
来求助。

纽约有个坟墓，墓碑上面没有人名，没有出

我知道我需要有一个伟大的强者，一个可靠的

生日期、死亡日期，也没有任何对死者赞美的话，

朋友，当我跌倒的时候能够扶持我；祂了解我的

只有一个字“FORGIVEN”。名字不重要，“得赦

需要，即便没有任何人了解我，祂仍关心我，爱

免”才重要。在安息之所，一生之罪都得了神的

护我；祂与我同在，甚至当我的家人与朋友都背

赦免,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无债一身

离我的时候，祂也不丢弃我。

轻嘛！我觉得还要加一个字，成为“FORGIVEN and

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会成为最大的敌人，这类事

情经常有。大卫就有这样的经历，“连我知己的

天的政客在竞选的时候承诺一大堆，花言巧语，

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诗

上台以后又是另外一套。

篇 41:9）” 我读神学的时候，一个教“讲道法”

神的应许永远坚定，从来不改变。祂的爱永不

的教授说,“我告诉你啊，人不可靠。我曾在一个

止息，祂的恩典永远丰盛。祂是我们的喜乐和安

教会作牧师，那些弟兄姐妹，我尽力去关心他们，

慰，是我们的依靠和帮助。祂是我们的神，有了

爱他们。那些执事，我多少次去机场接送他们，

祂，我们就心满意足。

最后就是那几个跟我最亲密的执事联合起来把我

美国第 20 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1881 年

赶走了。人会改变的，不要靠人，要依靠神。”

3 月就任总统，7 月份被刺杀，9 月份就去世，才

箴言 18：24 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50 岁。虽然才活了 50 年，还是神帮助他。他曾
作过见证说，16 岁的时候，他到运河的一艘船上
打工，有一次他在船头拉绳子，拉不动，他硬着
用力，突然绳索滑脱，他仰身一退，就掉进河里
去了。天黑水冷，情势危急，他抓住了那绳索，
可是绳索是松弛的，因为绳索的另一头正在从缆
车上滑脱。正当他惊恐之际，绳索突然被什么东
西夹住了，他可以用力拉着绳索攀上船去，他获
救了。第二天去察看才发现，船边有个缝隙，当
他拉着绳索的时候，绳索恰好滑进缝隙中被卡住
了，否则他怎么用力都没有效果。他特地去试验，
想弄明白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所有人为的努力
都不能让绳索再一次滑进那缝隙中。他想到这是
神给他的启示，决心改变人生的方向。他辞去船
上的工作，回到俄亥俄去。回家以后他才知道，
就在他发生事情的那个时刻，他的母亲正跪在床

求神开我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位最好的朋友就
是耶稣基督。祂是忠心的朋友，当我们有极大需
要的时候，来到主耶稣面前，祂从来不逃避，从
来不说 No, 也不说 I can’t。许多事在人确实不
能，然而，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有极大
需要的时候，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祂总是伴随在
我们左右；祂的爱，不是朋友和兄弟之爱可以比
拟的，祂保证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耶利米书
31:3）。
耶稣永不失败，因为失败跟祂的本性是相违背
的；祂不会有错误，因为祂是真理；祂不会犯罪，
因为犯罪跟祂的圣洁公义的本性是不兼容的；所
以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祂绝不会对我失信，我
可以永远地依靠祂，你把自己交在祂的手里比什
么都可靠。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祂说“是”就是
“是”，神从来不说谎，不会欺骗我们。不像今

边为他的安全祷告。很多时候，你想不到，神的
手在下扶持你。
以色列人也一样啊，在西奈旷野，神赐鹌鹑给
他们吃（出 16：13）。你知道，鹌鹑是一种季鸟，
每年到秋季的时候，从中欧飞到土耳其，然后飞
过地中海，过海的中途显然不可能休息。飞过地
中海之后，当然已经精疲力竭，迫不及待地在岸
边栖息，几个钟头之后体力才能恢复。这个时候
当地游牧民族就会乘机来抓鹌鹑。那么，以色列
人在旷野怎么能够吃到鹌鹑肉呢？有些专家讲，
神叫这些已经精疲力竭的鹌鹑继续飞，飞到西奈
的旷野才停下来，在那里栖息几个钟头，以色列
人才能捡到鹌鹑。只有创造主才能够叫已经筋疲
力尽的鹌鹑继续飞行，直到旷野。神的预备，神
的帮助，很多时候超出你的想象。以色列人出埃
及、过旷野、进迦南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今天不
是也一样吗？

求神帮助，让我们知道有一位主，在我离开世
四．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
我想每一个都怕死，也许比较勇敢的人会说他

界以前，会握住我的手往前行，直到见祂的面。
阿伯拉罕·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他极其忙

不怕死，但是在那痛苦的时刻，还是会有恐惧感。

碌的时候，常常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有一次，

我们需要勇气来面对死亡。作为基督徒，我们希

他看到一位受重伤的士兵快死了，就坐在这位士

望我们随时可以面对死亡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

兵旁边安慰他。林肯总统说，“我有什么可以为

急着想死，但是死亡确实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您做的呢？” 士兵说，“您能不能替我写封信，

希伯来书 9：27 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把我最后遗言留给我母亲？”林肯总统代他写了

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迟早都要去赴死亡的

信，士兵还要求他把信给他看，当他看到信末

约会。我们都会离世，这件事与你有钱没钱无关，

“此信由阿伯拉罕·林肯为您的儿子代写”字样

跟你现在健康与否也无关，总有那么一天，我们

的时候，才明白面前的这位就是林肯总统，非常

要离开世界。名声不能为你关闭死亡之门，财富

感动。林肯总统说，“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也不能贿赂死亡。我们常为所有的事情做准备，

士兵说，
“您能不能握着我的手，让我安然离去？”

偏偏没有为死亡作准备。我们接受教育、工作赚

林肯总统握着他的手直到黎明，那士兵平静地停

钱、享受生活、开设退休账户、计划去旅行、为

止了呼吸。

孩子积存教育费，预备好生活里的各种需要。但

弟兄姐妹，他不过是总统，这个士兵觉得他

是如果掉以轻心，匆忙地过了一生，忘记了为人

能给他很大的安慰，让他有勇气能够走完临终前

生最后一站作预备的话，我们的损失是没有办法

的这一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当我们临

弥补的。如果今天死亡的天使就来敲门，你是不

终的时候，将握着我们的手，比什么都有力量，

是已经预备好了？

都有安慰，祂让你心里踏实、有勇气、不恐惧地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今天就必须接受耶稣

走完在世上的旅途，到天父那里去。

基督，使你与神的关系恢复和好。这样，当你走
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就能勇敢地面对，离开这
个世界，离开身体，离开生活中一切的错误，与
主永远同在。

五．我们的未来去哪里？我们需要天堂。
圣经讲到天堂，也讲到地狱，主耶稣讲地狱比
讲天堂还要多。今天的人不愿意讲天堂，特别不

威廉·波特尔（笔名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

愿意讲地狱，因为怕得罪人。我要告诉你，有天

的作家之一，一生写过 250 本小说。当他在病床

堂也有地狱，因为耶稣基督讲有天堂、有地狱，

上临死的时候，他跟护士讲，“请您点燃蜡烛，

我就这样讲。我不觉得不好意思，也不怕得罪人。
我讲实话，不信耶稣的结局就是走向地狱之门，
信耶稣的人能够上天堂，这是圣经里耶稣讲的话。
到天堂去与主永远同在，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们相信有来生、有永生，我们确知，当我死了
我要到天堂去。当我选择了耶稣做我的救主，我
就选择了天堂做我永远的家乡。耶稣是通往天堂
唯一的道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耶稣基
督通天堂，祂是打开天堂大门的钥匙。圣经警告
我们，不是往天堂就是往地狱去，只有这两条路，
没有中间路线！
圣经形容地狱是个黑暗、痛苦、有硫磺火湖，
有不灭的火烧着的地方，是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

因为我很害怕在黑暗里面进入死亡。”

今天我们很多人只喜欢讲“地狱是与神永远隔绝

的地方”，听起来好像舒服一点。然而，我必须

袮面前。感谢主，袮呼召我们成为袮的儿女，我

讲实话，把圣经的话传给弟兄姐妹。也许你不喜

们是基督徒，我们信靠袮。照着圣经的应许，袮

欢听，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凌牧师讲话不骗人，

要引领我们、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解决我们的

照实讲，没有一句谎言，尤其在传神的话的时候，

问题。主啊，袮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山寨，

是什么就说什么。

袮是我们的磐石，袮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好处

你必须做一个抉择，抉择必须在你生前来做，

不在袮以外。求袮今天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

现在就是做决定的时刻！你可以在祝福和诅咒之

再次反省，让我们再次知道人生的目的，我们究

间、生命和死亡之间、天堂与地狱之间作一个抉

竟是谁？该到哪里去？怎样才能去那个地方？求

择。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永生。“除他以外，别

袮用袮的话语启示我们，再次坚定我们的信心，

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

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样的祷告、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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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 4: 12）
有位父亲，在死前召集他的 4 个孩子在一起，
“ John ， Good night ！ ” “Peter ， Good
night！”“Deity，Good night！”最后，对小
儿子说“Timothy, Good bye!”于是，Timothy
就问道，“为什么对我特别用 Good bye？” 这
位父亲告诉他，“因为你的兄姐都信耶稣了，我
跟他们有一天在荣耀里还要相见。而你没有信耶
稣，我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你了。” 弟兄姐妹，我
希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将来都是可以再相见
的，而不是永别的。
我们知道到国外旅行都需要护照，入境的时候
需要在护照上盖个印章，你才可以进去。我告诉
你，进天堂也要护照，这个护照上面盖的是耶稣
基督宝血的印章。有这个印章，你可以进天国的
门；否则，很抱歉，天国与你无关。弟兄姐妹，
天堂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那里有神与我们永
远同在。
祷告：天上的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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