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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为甚么不肯定你自已得救了没有呢？如果你已经

得救了，为甚么不喜乐呢？ 

 

「你是哪一等行路的人？」 

 

这是一个时常重复的问题，让我放在读者面前，确实地说，出生在地上

的人都是旅客，从今生走到永世，谁也不知道自己离最后的终点有多接近！ 

 

世上有三等行路的人。你是哪一等？ 

 

第一等 — 是已经得救了，并且知道自己是得救的。 

第二等 — 不肯定自己得救没有，却渴望得救。 

第三等 — 不单没有得救，并且对于「得救」漠不关心。 

 

你是哪一等行路的人呢？ 

 

我再请问你：你是哪一等行路的人呢？如果你是第三等的人，那么，一

天，当你要进入那危险的永远结局中，你才看见平日对于你灵魂的「得救」

漠不关心是何等的愚昧呢！有一次，有一人急忙进车站，冲上了车，正坐下

喘气，车就开了。乘客中有一位说，「你跑得好。」他喘着气回答说，「不

错，我这一跑就省了四小时，所以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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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追话，我就反复的自言自语：「省四小时！四小时，竟值得那样的

竭力奔跑，那么永世呢？永世值得竭多少气力呢？」但是今日岂不是有许多

既精明又有远见有学识的人，他们非常注意自已在今世的利益，却对于摆在

他们前头的永世瞎了眼么？他们不理会 神在十字架上向悖逆的世人所显示

的无穷恩典；他们不理会 神恨恶罪恶；他们不理会人生短少；他们不理会

人死后的可怖大审判，进到地狱的痛苦中才醒来；他们仓忙地向着那危险的

痛苦瞎闯，草率的断定说，宇宙中无 神、无审判、无天堂、无地狱。如果

读者是这様的一等人 — 第三等行路的人 — 就愿 神在此刻怜悯你，使你

的眼睛明亮，得以看出自己是处在最危险的处境中，就如站在无穷祸患的危

崖上一样。 

 

哦，读者啊，无论你对我所说的信或不信，你的处境确实是极度危险。

请你对于你永世的问题不要迟延不理。请记得：「耽延」骗你、害你，正如

杀人的凶手。西班牙人有一句俗语说的实在不错：「耽延路，领进不到城。」

读者啊，我请求你不要再行在耽延路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但有人说，我对我灵魂的福祉不是漠不关心，令我最困扰的问题是 — 

不肯定。 

 

如果你是第二等行路的人，那么，我告诉你，你的确不知得救，和那第

三等不关心得救的人，都是同出一根辙，这根就是「不信」。因为第三等行

路的人对于自己的得救漠不关心，原因是他们不信人是有罪的，是败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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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等的人不肯定自已得救了没有，乃是因为他们不信 神为世人所预备的

唯一有效的救法。哦，我知道，你因为不确知自已有是否永远得救，就心中

纷乱、干渴、不安呢！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

处呢？」有个父亲，他的独生爱子乘船出海。有一天，消息传来说，他所乘

的船遇难了。父亲因为不肯定儿子得救上岸了没有，心中极其不安，徨恐万

分！除非一个可靠有权威的消息告诉他，他的儿子安全了，他才可完全安心。

或者，比方说，有一个晚上，你外出，当时天色昏暗，天气寒冷，你又走迷

了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上，问一个过路的人，哪一条路可以引到你所要去

的城，他却告诉你，他想某条路或许是对的，希望你能走得到。这些「想」、

「也许」、「希望」，能使你满意么？绝不！你必须确实知道这条路到底对

不对，不然的话，每一步都加增你的忧虑。因此，难怪好些人，因为不确知

自己永远得救了没有，竟不能吃，不能睡。真的，失去你的财富是大的损失，

失去你的健康是更大的损失；但，失去你的灵魂—哦，这样的损失—谁也不

能补偿！ 

 

亲爱的读者，现在我靠着圣灵的帮助和圣经的话语，要你明白三件事— 

 

〔一〕得救的方法〔徒十六：17〕 

〔二〕得救的知识〔路一：77〕 

〔三〕得救的喜乐〔诗五十一：12〕 

 

这三件事虽然是密切相连的，却各有各的根据。现在让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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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的方法 

 

现在请打开你的圣经，留心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这是 神亲口说

的话：「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

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 

 

比方说，在三千年前，有一个贫穷的以色列人牵了一匹驴驹来到 神的

祭司面前，说，「这是我的一匹头生驴驹。虽然我清楚知道 神的律法对于

头生的驴是怎么说的，但是我盼望你可怜我这一次，不要打折牠的颈项；因

为我是以色列中的一个贫穷人，我若没了牠，就不能度日了。」 

 

祭司坚决的回答说，「但是 神的律法是明明白白的说，「凡头生的驴，

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牠的颈项。」现在羊羔在哪里呢？」 

 

这穷人说，「嗳哟！我没有羊羔啊。」 

 

祭司说，「那么，立刻去买一只羊羔来，不然的话，这驴驹的颈项必须

打折，因为若不是羊羔死就是驴驹死。」 

 

穷人说，「哀哉！那么我所有的盼望都没有了，因为我太贫穷，买不起

一只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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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那时候，有一个人来了；他看见这贫穷人的光景，就十分柔和的说，

「不要忧愁，我能供给你的需要。在那边山上我的家里有一只羊羔，是我们

自已养的，牠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牠从未离家迷途过，牠是我们全家所宝

贵的。我现在去取那只羊羔来。」他说了，就上山去。过不多时，他牵着他

可爱的羊羔下山来了。羊羔既来到驴驹的地方，就被捆绑在祭坛上，被宰杀、

流血、被火烧尽了。 

 

此后，那公义的祭司对这贫穷的人说，「现在，你可以自由的带着你的

驴驹平平安安的回家去罢，牠的颈项不必打断了！那只羊羔已经代替牠死了，

牠可以自由的去。你只须多谢你的朋友就可以。」 

 

现在，读者，你读了这个比方，看出了 神拯救罪人的方法么？ 神向罪

人的要求就是「折断罪人的颈项」—如果没有合 神心意的代替来替你死，

那么， 神公义的审判就必须临到你身上。 

 

现在，你两手空空〔像那贫穷人一样〕无力应付 神的要求。但是， 神

却为你亲自预备了羊羔。当约翰看见那位无瑕疵、无玷污的—主耶稣基督—

就对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一 29〕 

 

主耶稣上十字架去，乃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赛五三 7〕在

那里，当时，祂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 神

面前。」〔彼前三 18〕，「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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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义。」〔罗四 25〕。因此当 神称信耶稣的罪人为义〔罗三 26〕的时

候， 神向罪人所有公义圣洁的要求一点一画都不能少。赞美 神！因为信主

耶稣，一切控诉都清除了。因为祂赐给我们一位何等完美的救主，一个何等

完美的救恩！ 

 

你相信 神的儿子么？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已经找着

了 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祂是我唯一能稳妥信靠的。我相信祂！」那么，

我告诉你：神就以「主耶稣基督的死」算为你的死！ 

 

哦，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 神心里的爱得着满足，祂的爱子得着荣耀，

罪人得蒙拯救，这一切加在一起是何等丰盛的恩典和荣耀。愿颂赞归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祂定意使祂独生爱子亲自成就一切救恩的工作，得着

一切的赞美；又使你和我—可怜的罪人—因信靠祂，不只得着一切的福祉，

并且还得享「和祂永远同住」。哦！「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

祂的名。」〔诗三四 3〕 

 

得救的知识 

 

但是也许你所逼切解决的问题是：「我已经真的不信靠自已和自己的工

作，而完全信赖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但为甚么还不能确实的知道我得救了没

有？我的感觉有时证明我是得救的，而有时又灭没了我所有的希望，以致我

就像一只未泊岸的船在风浪中飘荡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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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错了。你听过人将锚抛在船的里面吗？绝不。要泊船，总得将锚抛在

船的外面。所以你绝不可信靠你里面的感觉，却当信靠 神的话。你的「得

救」惟独在乎「基督的死」；你的「确知得救」惟独凭着「神的话」，并非

凭着你的感觉。 

 

请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

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已有永生。」你看见么？这里不是说，「我将这些快乐

的感觉...」乃是说，「我将这些话...」所以请记得：你的「得救」是因着

「基督的工作」;你「知道得救」是因着「神的话」。 

 

从前以色列人的长子们怎么确实知道自已在逾越节的那夜是得救的呢？

比方说，那夜，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我们要看看他们在那夜的光景，就往他

们其中的一家去。既进入那家，就看见他们都忐忑不安、恐惧非常，我们问

说，「你们为甚么这样惧怕呢？」那家的长子回答说，「今夜有灭命的使者

要巡行这地，击杀长子，而我不确实知道要怎么渡过这严峻的时刻，所以只

有恐惧战兢地等待那灭命的经过我们的家。要等到这灾殃的黑夜过了以后，

我才能知道我得救了没有。我邻舍的人说，他们现在就确实知道他们的长子

是得救的。然而我只能盼望熬过这漫长可怕的黑夜呢?」 

 

我们就问他说，「那么，以色列的 神有没有为祂的百姓预备一个得救

的方法呢？」他回答说，「有，我们也已经照着那得救的方法行了，就是把

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但是，我们仍旧不肯定得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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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就离开这疑惑惊恐的家，往那第二家去。我们一进入那家，

立刻看见他们的光景和第一家的人大不相同。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喜乐的光辉。

他们都站着，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那火烤的逾越节羊

羔。我们就问他们说，「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夜里，你们怎能这样喜乐呢？」

他们就同声说，「哦，我们只等耶和华发出命令叫我们离开这地，我们就可

以永远脱离埃及人的苦鞭，和所有苦工了。」我们又问说，「但是你们岂不

知道今夜那灭命的要来击杀各家的长子么？」他们回答说，「我们知道的；

但是我们的长子已经得救。因为我们已经照着 神所吩咐的，把血打在门上

了。」 

 

我们说，「那第一家的人也已经把血打在门上，但是他们却不喜乐，因

为他们不肯定得救没有。」这第二家的长子就坚决的回答说，「哦，但是我

们不只有血洒在门上，我们还有 神的话。 神已经说过：「我一见这血，就

越过你们去。」 神看见血就满意，我们得着 神的话就安心了。」 

 

所洒的血使我们得救； 

 

所说的话使我们确实知道自已是得救的。 

 

除了所洒的血以外，没有能使我们得救的；除了 神的话以外，没有能

使我们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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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亲爱的读者，让我问你：「你想这两家哪一家得救呢？」如果你

说，「第二家得救的，因为他们很喜乐。」我就告诉你：「你错了。」两家

都是一样得救。他们的得救是因着 神看见外面的血，不是因着他们里面的

感觉。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要确实知道你自己得救了没有，就不要听从你里

面的感觉所作的摇摆不定的见证，却当听从 神的话所作的真确无误的见证。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约六 47〕 

 

让我再给你一个比方：某处乡野有一个农夫，他所有的青草都不够给他

的牛只吃；他听说有一个地主有一块美好的草地要出租，并且那块草地又是

靠近他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就写信给那地主，请求租用那块草地。但是他等

了好久还收不到地主的回信。有一日，他的一个邻舍对他说，「我很觉得你

会得着那块草地的，因为在去年冬天，那地主不是送过许多的东西给你么？

并且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你，还向你点头呢。」那农夫听了这话，就充

满了热诚的希望。 

 

第二日，那农夫遇见另外一个邻舍；这邻舍对他说，「我想你不会得着

那块草地，因为那地主的朋友也要租那块草地。」那农夫听了这些话，就大

大的失望。他昨日满有希望，今日却满了疑惑。 

 

过不多时，地主的回信来了，他就急忙拆开。读了，他的疑惑都消散了，

他充满真正的喜乐。他对家里的人说，「现在我们不必再疑惑，也不必理会

人们的意见，因为地主说要把那块草地租给我。他的话已使我们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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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许多可怜人，因为不确实知道自已得救了没有，就像那可怜的

农夫一样，因人的意见和自己的感觉而摇摆不定。其实他们只需接受 神的

话，就可确实知道，疑虑也可消散，正像那农夫接受地主的话，就心里安稳，

疑虑全消。因为 神说了就是说了； 神说，信祂的人必然得救，就必然得救；

神说，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就必被定罪； 神说怎样，就是怎样。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一九 89〕只要我们

肯单纯的相信祂的话，祂的话就使我们安定。「祂说话岂不照着行呢？祂发

言岂不要成就呢？」〔民二三 19〕哦！我们的 神是信实的，我们赞美祂！

祂的话是可信的，我们感谢祂！ 

 

但是，也许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对的？」我就问你：你所信

的那位对不对？你是不是信 神的儿子呢？」请你注意：问题不是「你怎么

信，」问题乃是你所信的那位是否可信的。」比方说，有两个人信基督：一

个信基督如同一个将沉下水里的人用力抓住救命者；还有一个信基督如同从

前那患血漏的女人摸祂的衣裳燧子。你想难道第一个人比第二个人得救更深

么？不！不！他们两个人的得救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绝对的不信靠自

己，他们都信靠 神的儿子基督，都倚赖祂的话，也安息在祂所成全的工作

的永远功效里。你看见么？得救，不在乎你怎么信，乃在乎你信「谁」。所

以 神说，「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

「信的人有永生。」「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信子的人有永生。」你信

神的儿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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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还得请我的读者注意：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已所行

的义，乃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切不可信靠你肉体的善工，就如：

改良行为、虔诚遵守宗教上的礼仪、受宗教上的影响而发生的敬虔感觉，自

幼在道德方面上的训练等等；这些绝对不能拯救你，你必须信靠基督才可以

得救。如果你想倚靠你自己肉体的善工得救，你就是倚靠魔鬼在永远沉沦的

陷坑上面所铺的美丽枝叶。 神在圣经里所介绍给你的，只有「主耶稣基督」。

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虽然你自已的心靠不住，祂的心却

是全然可信可靠；你当信靠祂！哦，可称颂的主耶稣，你是可信靠的，你的

名是当赞美的！ 

 

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有一天，有一个屠夫的女儿忧愁地对我说，

「我真的信靠了耶稣，但是当人们问我有没有永生，我就不敢说「有永生」，

怕说了就是说谎。」那天，她的父亲正上市场去买羊，尚未回家，所以我就

以她父亲买羊的事作个比方给她听，我说，「比方：不久，你的父亲回家来，

你问他今天买了几只羊，他告诉你，买了十只羊。后来，有一个人来问你，

你的父亲今天买了几只羊，你就回答他，你不敢说，怕说了就是说谎。你看，

你这样不敢说，岂不是以你的父亲为说谎么？因为你的父亲明明的告诉你，

他买了十只羊，你不敢说是「十只羊」，怕说了就是说谎。照样，主耶稣基

督亲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你却说，你是信了基督，却是不敢说有永

生，怕说了就是说谎；这样，你岂不是以主耶稣基督为说谎的么？请再听主

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信的人有永生。」〔约六 47〕你看见了么？「信...

有。」只要你信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有永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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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人问，「我怎么能知道我是真的有信心呢？我常往我的里面

看，要知道我得着了信心没有，那知，我越想看看我的信心，却越看不见。」 

 

哦！我的朋友，你看错方向了，所以找不着你的信心。现在让我说一个

比方，好叫你知道你有信心没有。比方说，有一晚上，有一个很不诚实而又

常说谎言的人来报信给你说，「今晚，火车站的站长被运货火车撞死了。」

你信那人么？「当然不！」为甚么？「哦，我认识他透了。」但是，请告诉

我，你怎么知道他不可信呢？是不是因着你的信心或感觉呢？「不！我是因

着想到报信给我的那个人。」 

 

过不多时，你的一个邻舍来告诉你，说，「今晚，火车站长被运货火车

撞死了。」你信那人么？「半信。因为他平生中曾欺骗过我一次。」但是，

请再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不全信他呢？是不是因着向你的里面看看你的信

心呢？「不！我是因着想到报信给我的那邻舍的品行。」 

 

你的邻舍才离开你，就有第三个人到你的地方来报给你同样的讯息。但

是，这个人是你最好朋友，你信他么？「既是他告诉我，我就当然信了。」

好！我再请问你，〔其实就是你问我的，〕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信他呢？「因

为我知道我的朋友是怎样的人，他从未欺骗过我，他也必不欺骗我。」 

 

照样，我信基督，是因着为基督作见证的那位！「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大；因 神的见证，是为祂儿子作的见证。...不信 神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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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 神为祂儿子作的见证。」〔约壹五 9-10，原文〕

「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四 3〕 

 

有一次，有一个人忧虑地对基督的一个仆人说，「哦，先生，我不能信！」

那位传道的先生安静审慎的回答说，「你不能信谁呢？」这一问就把他问醒

了。原来他以为信心是一件不可描摹的东西，又以为他必须在他自己里面感

觉有信心，然后才可确知他是合适进天堂的；其实信心是向外望，常常仰望

主耶稣基督，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并且安静领受那位信实的 神为基督和

祂的工作所作的见证。 

 

信心向外望，仰望基督和祂的工作，就可叫我们里面有平安。当人仰望

日头的时候，他自己的影儿就在他的背后；照样，你不能同时看自已又仰望

那位在天上荣耀的基督。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明了三个要点： 神的儿子本身吸引我相信；祂

所完成的工作使我永远得救； 神论到信祂之人的话使我确实知道自己是得

救的。哦！我在基督和祂的工作里找着了得救的「方法」，我在神 的话里

找着了得救的「知识」。 

 

得救的喜乐 

 

也许读者要问：「但是，如果我已经得救，怎么我的经历常像波浪的高

高低低呢？我常失去所有喜乐和安慰，并且还忧愁痛苦，如同在我没有得救

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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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查读圣经，就必看见：当你因着基督的工作得救，因着 神的话确

知自己是得救的时候，你就也必因着圣灵满有安慰和喜乐，因为圣灵是住在

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 

 

但是，你还须记着：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仍旧有「罪恶的性情」—「肉

体。」〔这罪恶的性情是从血气的人来的，是人在母胎的时候已有的；所以

你看，初生的婴孩会显露罪恶的性情。〕而圣灵在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抵挡

肉体—罪恶的性情，并且因着肉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担忧。当你—得

救的人—「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时候，圣灵就在你们里面结出果子—「仁

爱、喜乐、和平」等。〔见加五 22〕当你随着肉体和世俗而行的时候，圣灵

就在你里面担忧，你也就缺乏圣灵的果子。 

 

让我向那信靠 神儿子的人说明：你的得救是凭着「基督的工作，」你

的喜乐是凭着「你行事为人不使那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若「基督的

工作」倾倒，你的得救也会倾倒。感谢神，「基督的工作」永远不会倒台，

所以你的得救也永远不会被倒台；但是「你的行事为人」，乃是你稍微不警

醒的时候就会堕落的，所以你的喜乐也会随之灭没。 

 

哦，真的，你的喜乐是凭着你在得救后的行事为人。你看古时的那些基

督徒是「凡事敬畏主，」所以「蒙圣灵的安慰，」「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

满。」〔见徒九 31，十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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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看出你方才问题中的错误么？你将喜乐和得救〔两件不相同又

不关连的事〕混合在一起，以致当你不能自约、发脾气、爱世界等，使圣灵

担忧，喜乐失去的时候，你就以为没有得救；这就是你的错误。现在请你再

听我说— 

 

你的「得救」是凭着基督替你成全的工作。 

 

你的「确实知道自已是得救的」是凭着 神对你说的话。 

 

你的「喜乐」是凭着你的行事为人不使那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 

 

当你— 神的儿女—作了甚么会使 神的圣灵担忧的时候，你与父并祂儿

子耶稣基督的交通就间断了；直到你责备自已，认自已的罪，交通的喜乐才

可复原。 

 

比方说，有一天，你的小孩和你一同在花园里散步，他羡慕你所羡慕的，

享受你所享受的；换一句话就是：他与你相交，他与你感受相同，与你意见

相同。 

 

但是，他回家后，才过了半点钟，就犯了过失，他的脸面显出内疚，却

顽固的站在墙角那里哭。虽然你告诉他，只要他肯痛悔、认错，你必定饶恕

他，他却因自已骄傲固执，竟仍然站在那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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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半点钟以前的喜乐在哪里呢？都没有了。为甚么呢？因为他和你中间

的交通打断了。 

 

那么，他半点钟以前与你的父子关系现在断绝了么？当然没有。他和你

的关系是凭着他的出生；他和你的交通是因着他的行为。 

 

但是，过不多时，他忧伤痛悔地离了墙角，向你认错，而你看出他真是

和你同样的恨恶他的固执与叛逆，所以你就抱着他，和他亲嘴。现在，他的

喜乐复原了，因为他和你的交通恢复了。 

 

戴维在乌利亚妻的事上犯罪之后，不是求 神使他仍得救恩，乃是求 神

使他仍得救恩之乐。〔见诗五一 12〕 

 

让我再说几句话接续我方才所说的比方。比方说，当你的小孩子站在墙

角那里哭的时候，你听见有人在你所住的地方喊说，「失火了」。这时，你

对于你的小孩子怎么行呢？难道让他站在那里被火烧死么？绝对不会！当然

他是你第一个要救的人。这是真的，父子关系的亲情是一件事，相交的喜乐

是另外一件事。 

 

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和 神的相交就被打断，他的喜乐也就失去，

直到他忧伤、痛悔、自责的来到父 神面前，认自已的罪。他认了罪，也就

知道他是蒙赦免了，因为 神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

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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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 神的儿女啊，请你永远记着这两件事—没有甚么像关系那样坚固；

没有甚么像交通那样柔嫩。 

 

世界和阴间所有的计谋和权势都不能使我们和 神的关系间断；然而，

一个不清洁的动机，或者一句闲话，就会使我们和 神的交通间断。 

 

如果你因罪受困扰，你就当谦卑俯伏在 神前，察验自己的行为；你一

查出你失去喜乐的原因，就当把这原因陈明在 神前，向父神认你的罪，并

且又当因自己不儆醒、疏忽，以致犯了罪的缘故，不顾惜地责备自己。但是，

你切不可将你的「得救」和你的「喜乐」混合在一起。切不可因为你没有喜

乐，就以为你没有得救。 

 

不要看错， 神对待信徒的罪和不信拒绝祂儿子的人的罪同是公平、公

正的。信徒的罪全都落在 神的羔羊身上，祂为信徒挂在木头上，一次永远

地解决了。「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前二 24〕但拒

绝耶稣的人，就要承担自己一切的罪过了。 

 

末了，让我再说一个比方：在一个美丽月圆之夜，有一人站在一个深井

旁，看见井水所反照的月亮，说，「哦，今夜的月亮多么美，多么圆！」他

的话正完，突然站在他旁边的朋友就往井里丢一块小石子；他就喊说，「嗳

哟，月亮碎了！」他的朋友回答说，「岂有此理！你往上面看，月亮丝毫没

有改变；是这反照月亮的井的情形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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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井好比你的心。当你不给罪恶留地步时，圣灵就在你里面

以基督的荣美和尊贵启示你，好叫你得安慰和喜乐；但是，当你心存不清洁

的动机，或口出不谨慎的闲话时，圣灵就在你里面使你心不安，你所有的喜

乐经历都破碎，你里面纷乱，不能安息，直到你忧伤痛悔的来到 神前，认

你的罪，然后，你和 神的交通才得复原，再次享受平静甘美的喜乐。 

 

但是，让我问你：当你的心这样纷乱的时候，「基督的工作」有没有改

变？丝毫没有。那么，你的「得救」也丝毫没有改变。「 神的话」有没有

改变？丝毫没有。那么你的「确知得救」也丝毫没有改变。 

 

那么，甚么改变了呢？圣灵在你里面的行动改变了—本来圣灵在你里面

以基督的荣美启示你，使你看见基督的美丽；现在，圣灵却在你里面担忧，

使你看见你的罪，和你的不堪。圣灵从你收回喜乐和安慰，直到你和祂一样

的恨恶罪恶，抵挡罪恶，然后，你和 神的交通才复原。 

 

神要我们谨慎自己，免得我们叫 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祂的印

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见弗四 30〕 

 

哦！亲爱的读者，无论你的信心怎样软弱，那可称颂的，吸引我们相信

的主是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十

三 8〕祂所完成的工作永不改变！—「 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传三 14〕祂所说的话永不改变！—「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一 24-25〕 



20 
 

因此，我「所信靠的」、我的「得救」、我的「确知自己得救」，也都

永远不改变。 

 

亲爱的读者，让我再一次问你：「你是那一等行路的人呢？」愿你的心

转向 神，并把这个问题答复 神。 

 

哦！真的，「 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罗三 4〕「那领受祂见

证的，就印上印，证明 神是真的。」〔约三 33〕 

 

亲爱的读者，我真愿意你对于这个「大救恩」，能得着你喜乐的明证，

从今「直到主再来」。 

 

-佐治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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