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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為甚麼不肯定你自已得救了沒有呢？如果你已經

得救了，為甚麼不喜樂呢？ 

 

「你是哪一等行路的人？」 

 

這是一個時常重覆的問題，讓我放在讀者面前，確實地說，出生在地上

的人都是旅客，從今生走到永世，誰也不知道自己離最後的終點有多接近！ 

 

世上有三等行路的人。你是哪一等？ 

 

第一等 — 是已經得救了，並且知道自己是得救的。 

第二等 — 不肯定自己得救沒有，卻渴望得救。 

第三等 — 不單沒有得救，並且對於「得救」漠不關心。 

 

你是哪一等行路的人呢？ 

 

我再請問你：你是哪一等行路的人呢？如果你是第三等的人，那麼，一

天，當你要進入那危險的永遠結局中，你才看見平日對於你靈魂的「得救」

漠不關心是何等的愚昧呢！有一次，有一人急忙進車站，衝上了車，正坐下

喘氣，車就開了。乘客中有一位說，「你跑得好。」他喘著氣回答說，「不

錯，我這一跑就省了四小時，所以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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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追話，我就反覆的自言自語：「省四小時！四小時，竟值得那樣的

竭力奔跑，那麼永世呢？永世值得竭多少氣力呢？」但是今日豈不是有許多

既精明又有遠見有學識的人，他們非常注意自已在今世的利益，卻對於擺在

他們前頭的永世瞎了眼麼？他們不理會 神在十字架上向悖逆的世人所顯示

的無窮恩典；他們不理會 神恨惡罪惡；他們不理會人生短少；他們不理會

人死後的可怖大審判，進到地獄的痛苦中才醒來；他們倉忙地向著那危險的

痛苦瞎闖，草率的斷定說，宇宙中無 神、無審判、無天堂、無地獄。如果

讀者是這様的一等人 — 第三等行路的人 — 就願 神在此刻憐憫你，使你

的眼睛明亮，得以看出自己是處在最危險的處境中，就如站在無窮禍患的危

崖上一樣。 

 

哦，讀者啊，無論你對我所說的信或不信，你的處境確實是極度危險。

請你對於你永世的問題不要遲延不理。請記得：「耽延」騙你、害你，正如

殺人的兇手。西班牙人有一句俗語說的實在不錯：「耽延路，領進不到城。」

讀者啊，我請求你不要再行在耽延路上，「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但有人說，我對我靈魂的福祉不是漠不關心，令我最困擾的問題是 — 

不肯定。 

 

如果你是第二等行路的人，那麼，我告訴你，你的確不知得救，和那第

三等不關心得救的人，都是同出一根轍，這根就是「不信」。因為第三等行

路的人對於自己的得救漠不關心，原因是他們不信人是有罪的，是敗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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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等的人不肯定自已得救了沒有，乃是因為他們不信 神為世人所預備的

唯一有效的救法。哦，我知道，你因為不確知自已有是否永遠得救，就心中

紛亂、乾渴、不安呢！因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

處呢？」有個父親，他的獨生愛子乘船出海。有一天，消息傳來說，他所乘

的船遇難了。父親因為不肯定兒子得救上岸了沒有，心中極其不安，徨恐萬

分！除非一個可靠有權威的消息告訴他，他的兒子安全了，他才可完全安心。

或者，比方說，有一個晚上，你外出，當時天色昏暗，天氣寒冷，你又走迷

了路。你站在一個岔路口上，問一個過路的人，哪一條路可以引到你所要去

的城，他卻告訴你，他想某條路或許是對的，希望你能走得到。這些「想」、

「也許」、「希望」，能使你滿意麼？絕不！你必須確實知道這條路到底對

不對，不然的話，每一步都加增你的憂慮。因此，難怪好些人，因為不確知

自己永遠得救了沒有，竟不能吃，不能睡。真的，失去你的財富是大的損失，

失去你的健康是更大的損失；但，失去你的靈魂—哦，這樣的損失—誰也不

能補償！ 

 

親愛的讀者，現在我靠著聖靈的幫助和聖經的話語，要你明白三件事— 

 

〔一〕得救的方法〔徒十六：17〕 

〔二〕得救的知識〔路一：77〕 

〔三〕得救的喜樂〔詩五十一：12〕 

 

這三件事雖然是密切相連的，卻各有各的根據。現在讓我先說— 



5 
 

 得救的方法 

 

現在請打開你的聖經，留心讀出埃及記十三章十三節；這是 神親口說

的話：「凡頭生的驢，你要用羊羔代贖，若不代贖，就要打折它的頸項；凡

你兒子中頭生的都要贖出來。」 

 

比方說，在三千年前，有一個貧窮的以色列人牽了一匹驢駒來到 神的

祭司面前，說，「這是我的一匹頭生驢駒。雖然我清楚知道 神的律法對於

頭生的驢是怎麼說的，但是我盼望你可憐我這一次，不要打折牠的頸項；因

為我是以色列中的一個貧窮人，我若沒了牠，就不能度日了。」 

 

祭司堅決的回答說，「但是 神的律法是明明白白的說，「凡頭生的驢，

你要用羊羔代贖，若不代贖，就要打折牠的頸項。」現在羊羔在哪裡呢？」 

 

這窮人說，「噯喲！我沒有羊羔啊。」 

 

祭司說，「那麼，立刻去買一隻羊羔來，不然的話，這驢駒的頸項必須

打折，因為若不是羊羔死就是驢駒死。」 

 

窮人說，「哀哉！那麼我所有的盼望都沒有了，因為我太貧窮，買不起

一隻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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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那時候，有一個人來了；他看見這貧窮人的光景，就十分柔和的說，

「不要憂愁，我能供給你的需要。在那邊山上我的家裡有一隻羊羔，是我們

自已養的，牠是無瑕疵、無玷污的。牠從未離家迷途過，牠是我們全家所寶

貴的。我現在去取那隻羊羔來。」他說了，就上山去。過不多時，他牽著他

可愛的羊羔下山來了。羊羔既來到驢駒的地方，就被捆綁在祭壇上，被宰殺、

流血、被火燒盡了。 

 

此後，那公義的祭司對這貧窮的人說，「現在，你可以自由的帶著你的

驢駒平平安安的回家去罷，牠的頸項不必打斷了！那隻羊羔已經代替牠死了，

牠可以自由的去。你只須多謝你的朋友就可以。」 

 

現在，讀者，你讀了這個比方，看出了 神拯救罪人的方法麼？ 神向罪

人的要求就是「折斷罪人的頸項」—如果沒有合 神心意的代替來替你死，

那麼， 神公義的審判就必須臨到你身上。 

 

現在，你兩手空空〔像那貧窮人一樣〕無力應付 神的要求。但是， 神

卻為你親自預備了羊羔。當約翰看見那位無瑕疵、無玷污的—主耶穌基督—

就對門徒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一 29〕 

 

主耶穌上十字架去，乃是「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賽五三 7〕在

那裏，當時，祂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 神

面前。」〔彼前三 18〕，「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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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稱義。」〔羅四 25〕。因此當 神稱信耶穌的罪人為義〔羅三 26〕的時

候， 神向罪人所有公義聖潔的要求一點一畫都不能少。讚美 神！因為信主

耶穌，一切控訴都清除了。因為祂賜給我們一位何等完美的救主，一個何等

完美的救恩！ 

 

你相信 神的兒子麼？如果你說，「我是一個可憐的罪人，我已經找著

了 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祂是我唯一能穩妥信靠的。我相信祂！」那麼，

我告訴你：神就以「主耶穌基督的死」算為你的死！ 

 

哦，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 神心裡的愛得著滿足，祂的愛子得著榮耀，

罪人得蒙拯救，這一切加在一起是何等豐盛的恩典和榮耀。願頌讚歸與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定意使祂獨生愛子親自成就一切救恩的工作，得著

一切的讚美；又使你和我—可憐的罪人—因信靠祂，不只得著一切的福祉，

並且還得享「和祂永遠同住」。哦！「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

祂的名。」〔詩三四 3〕 

 

得救的知識 

 

但是也許你所逼切解決的問題是：「我已經真的不信靠自已和自己的工

作，而完全信賴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但為甚麼還不能確實的知道我得救了沒

有？我的感覺有時證明我是得救的，而有時又滅沒了我所有的希望，以致我

就像一隻未泊岸的船在風浪中飄蕩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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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錯了。你聽過人將錨拋在船的裡面嗎？絕不。要泊船，總得將錨拋在

船的外面。所以你絕不可信靠你裡面的感覺，卻當信靠 神的話。你的「得

救」惟獨在乎「基督的死」；你的「確知得救」惟獨憑著「神的話」，並非

憑著你的感覺。 

 

請讀約翰一書五章十三節：「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

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已有永生。」你看見麼？這裡不是說，「我將這些快樂

的感覺...」乃是說，「我將這些話...」所以請記得：你的「得救」是因著

「基督的工作」;你「知道得救」是因著「神的話」。 

 

從前以色列人的長子們怎麼確實知道自已在逾越節的那夜是得救的呢？

比方說，那夜，我們也在他們中間；我們要看看他們在那夜的光景，就往他

們其中的一家去。既進入那家，就看見他們都忐忑不安、恐懼非常，我們問

說，「你們為甚麼這樣懼怕呢？」那家的長子回答說，「今夜有滅命的使者

要巡行這地，擊殺長子，而我不確實知道要怎麼渡過這嚴峻的時刻，所以只

有恐懼戰兢地等待那滅命的經過我們的家。要等到這災殃的黑夜過了以後，

我才能知道我得救了沒有。我鄰舍的人說，他們現在就確實知道他們的長子

是得救的。然而我只能盼望熬過這漫長可怕的黑夜呢?」 

 

我們就問他說，「那麼，以色列的 神有沒有為祂的百姓預備一個得救

的方法呢？」他回答說，「有，我們也已經照著那得救的方法行了，就是把

逾越節的羊羔宰了，拿牛膝草，蘸盆裡的血，打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

但是，我們仍舊不肯定得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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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我們就離開這疑惑驚恐的家，往那第二家去。我們一進入那家，

立刻看見他們的光景和第一家的人大不相同。他們的臉上都帶著喜樂的光輝。

他們都站著，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的吃那火烤的逾越節羊

羔。我們就問他們說，「在這樣一個嚴肅的夜裡，你們怎能這樣喜樂呢？」

他們就同聲說，「哦，我們只等耶和華發出命令叫我們離開這地，我們就可

以永遠脫離埃及人的苦鞭，和所有苦工了。」我們又問說，「但是你們豈不

知道今夜那滅命的要來擊殺各家的長子麼？」他們回答說，「我們知道的；

但是我們的長子已經得救。因為我們已經照著 神所吩咐的，把血打在門上

了。」 

 

我們說，「那第一家的人也已經把血打在門上，但是他們卻不喜樂，因

為他們不肯定得救沒有。」這第二家的長子就堅決的回答說，「哦，但是我

們不只有血灑在門上，我們還有 神的話。 神已經說過：「我一見這血，就

越過你們去。」 神看見血就滿意，我們得著 神的話就安心了。」 

 

所灑的血使我們得救； 

 

所說的話使我們確實知道自已是得救的。 

 

除了所灑的血以外，沒有能使我們得救的；除了 神的話以外，沒有能

使我們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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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親愛的讀者，讓我問你：「你想這兩家哪一家得救呢？」如果你

說，「第二家得救的，因為他們很喜樂。」我就告訴你：「你錯了。」兩家

都是一樣得救。他們的得救是因著 神看見外面的血，不是因著他們裡面的

感覺。親愛的讀者，如果你要確實知道你自己得救了沒有，就不要聽從你裡

面的感覺所作的搖擺不定的見證，卻當聽從 神的話所作的真確無誤的見證。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約六 47〕 

 

讓我再給你一個比方：某處鄉野有一個農夫，他所有的青草都不夠給他

的牛隻吃；他聽說有一個地主有一塊美好的草地要出租，並且那塊草地又是

靠近他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就寫信給那地主，請求租用那塊草地。但是他等

了好久還收不到地主的回信。有一日，他的一個鄰舍對他說，「我很覺得你

會得著那塊草地的，因為在去年冬天，那地主不是送過許多的東西給你麼？

並且還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見你，還向你點頭呢。」那農夫聽了這話，就充

滿了熱誠的希望。 

 

第二日，那農夫遇見另外一個鄰舍；這鄰舍對他說，「我想你不會得著

那塊草地，因為那地主的朋友也要租那塊草地。」那農夫聽了這些話，就大

大的失望。他昨日滿有希望，今日卻滿了疑惑。 

 

過不多時，地主的回信來了，他就急忙拆開。讀了，他的疑惑都消散了，

他充滿真正的喜樂。他對家裡的人說，「現在我們不必再疑惑，也不必理會

人們的意見，因為地主說要把那塊草地租給我。他的話已使我們安心了。」 



11 
 

今天，有許多可憐人，因為不確實知道自已得救了沒有，就像那可憐的

農夫一樣，因人的意見和自己的感覺而搖擺不定。其實他們只需接受 神的

話，就可確實知道，疑慮也可消散，正像那農夫接受地主的話，就心裡安穩，

疑慮全消。因為 神說了就是說了； 神說，信祂的人必然得救，就必然得救；

神說，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就必被定罪； 神說怎樣，就是怎樣。 

 

「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詩一一九 89〕只要我們

肯單純的相信祂的話，祂的話就使我們安定。「祂說話豈不照著行呢？祂發

言豈不要成就呢？」〔民二三 19〕哦！我們的 神是信實的，我們讚美祂！

祂的話是可信的，我們感謝祂！ 

 

但是，也許你說，「我怎麼知道我的信心是對的？」我就問你：你所信

的那位對不對？你是不是信 神的兒子呢？」請你注意：問題不是「你怎麼

信，」問題乃是你所信的那位是否可信的。」比方說，有兩個人信基督：一

個信基督如同一個將沉下水裏的人用力抓住救命者；還有一個信基督如同從

前那患血漏的女人摸祂的衣裳燧子。你想難道第一個人比第二個人得救更深

麼？不！不！他們兩個人的得救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都是絕對的不信靠自

己，他們都信靠 神的兒子基督，都倚賴祂的話，也安息在祂所成全的工作

的永遠功效裡。你看見麼？得救，不在乎你怎麼信，乃在乎你信「誰」。所

以 神說，「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信的人有永生。」「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信子的人有永生。」你信

神的兒子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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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我還得請我的讀者注意：我們得救，不是因為我們自已所行

的義，乃是因為相信耶穌基督！所以，你切不可信靠你肉體的善工，就如：

改良行為、虔誠遵守宗教上的禮儀、受宗教上的影響而發生的敬虔感覺，自

幼在道德方面上的訓練等等；這些絕對不能拯救你，你必須信靠基督才可以

得救。如果你想倚靠你自己肉體的善工得救，你就是倚靠魔鬼在永遠沉淪的

陷坑上面所鋪的美麗枝葉。 神在聖經裡所介紹給你的，只有「主耶穌基督」。

神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悦的。」雖然你自已的心靠不住，祂的心卻

是全然可信可靠；你當信靠祂！哦，可稱頌的主耶穌，你是可信靠的，你的

名是當讚美的！ 

 

信主耶穌基督的人有永生。有一天，有一個屠夫的女兒憂愁地對我說，

「我真的信靠了耶穌，但是當人們問我有沒有永生，我就不敢說「有永生」，

怕說了就是說謊。」那天，她的父親正上市場去買羊，尚未回家，所以我就

以她父親買羊的事作個比方給她聽，我說，「比方：不久，你的父親回家來，

你問他今天買了幾隻羊，他告訴你，買了十隻羊。後來，有一個人來問你，

你的父親今天買了幾隻羊，你就回答他，你不敢說，怕說了就是說謊。你看，

你這樣不敢說，豈不是以你的父親為說謊麼？因為你的父親明明的告訴你，

他買了十隻羊，你不敢說是「十隻羊」，怕說了就是說謊。照樣，主耶穌基

督親口說，「信我的人有永生。」你卻說，你是信了基督，卻是不敢說有永

生，怕說了就是說謊；這樣，你豈不是以主耶穌基督為說謊的麼？請再聽主

耶穌基督親口所說的話：「信的人有永生。」〔約六 47〕你看見了麼？「信...

有。」只要你信主耶穌基督，你就是有永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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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還有人問，「我怎麼能知道我是真的有信心呢？我常往我的裡面

看，要知道我得著了信心沒有，那知，我越想看看我的信心，卻越看不見。」 

 

哦！我的朋友，你看錯方向了，所以找不著你的信心。現在讓我說一個

比方，好叫你知道你有信心沒有。比方說，有一晚上，有一個很不誠實而又

常說謊言的人來報信給你說，「今晚，火車站的站長被運貨火車撞死了。」

你信那人麼？「當然不！」為甚麼？「哦，我認識他透了。」但是，請告訴

我，你怎麼知道他不可信呢？是不是因著你的信心或感覺呢？「不！我是因

著想到報信給我的那個人。」 

 

過不多時，你的一個鄰舍來告訴你，說，「今晚，火車站長被運貨火車

撞死了。」你信那人麼？「半信。因為他平生中曾欺騙過我一次。」但是，

請再告訴我，你怎麼知道你不全信他呢？是不是因著向你的裡面看看你的信

心呢？「不！我是因著想到報信給我的那鄰舍的品行。」 

 

你的鄰舍才離開你，就有第三個人到你的地方來報給你同樣的訊息。但

是，這個人是你最好朋友，你信他麼？「既是他告訴我，我就當然信了。」

好！我再請問你，〔其實就是你問我的，〕你怎麼知道你是真的信他呢？「因

為我知道我的朋友是怎樣的人，他從未欺騙過我，他也必不欺騙我。」 

 

照樣，我信基督，是因著為基督作見證的那位！「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 

神的見證更大；因 神的見證，是為祂兒子作的見證。...不信 神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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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神當作說謊的，因不信 神為祂兒子作的見證。」〔約壹五 9-10，原文〕

「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羅四 3〕 

 

有一次，有一個人憂慮地對基督的一個僕人說，「哦，先生，我不能信！」

那位傳道的先生安靜審慎的回答說，「你不能信誰呢？」這一問就把他問醒

了。原來他以為信心是一件不可描摹的東西，又以為他必須在他自己裡面感

覺有信心，然後才可確知他是合適進天堂的；其實信心是向外望，常常仰望

主耶穌基督，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並且安靜領受那位信實的 神為基督和

祂的工作所作的見證。 

 

信心向外望，仰望基督和祂的工作，就可叫我們裡面有平安。當人仰望

日頭的時候，他自己的影兒就在他的背後；照樣，你不能同時看自已又仰望

那位在天上榮耀的基督。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看明了三個要點： 神的兒子本身吸引我相信；祂

所完成的工作使我永遠得救； 神論到信祂之人的話使我確實知道自己是得

救的。哦！我在基督和祂的工作裡找著了得救的「方法」，我在神 的話裡

找著了得救的「知識」。 

 

得救的喜樂 

 

也許讀者要問：「但是，如果我已經得救，怎麼我的經歷常像波浪的高

高低低呢？我常失去所有喜樂和安慰，並且還憂愁痛苦，如同在我沒有得救

的時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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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查讀聖經，就必看見：當你因著基督的工作得救，因著 神的話確

知自己是得救的時候，你就也必因著聖靈滿有安慰和喜樂，因為聖靈是住在

每一個得救的人裡面。 

 

但是，你還須記著：每一個得救的人裡面仍舊有「罪惡的性情」—「肉

體。」〔這罪惡的性情是從血氣的人來的，是人在母胎的時候已有的；所以

你看，初生的婴孩會顯露罪惡的性情。〕而聖靈在每一個得救的人裡面抵擋

肉體—罪惡的性情，並且因著肉體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而擔憂。當你—得

救的人—「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的時候，聖靈就在你們裡面結出果子—「仁

愛、喜樂、和平」等。〔見加五 22〕當你隨著肉體和世俗而行的時候，聖靈

就在你裡面擔憂，你也就缺乏聖靈的果子。 

 

讓我向那信靠 神兒子的人說明：你的得救是憑著「基督的工作，」你

的喜樂是憑著「你行事為人不使那位住在你裡面的聖靈擔憂。」若「基督的

工作」傾倒，你的得救也會傾倒。感謝神，「基督的工作」永遠不會倒台，

所以你的得救也永遠不會被倒台；但是「你的行事為人」，乃是你稍微不警

醒的時候就會堕落的，所以你的喜樂也會隨之滅沒。 

 

哦，真的，你的喜樂是憑著你在得救後的行事為人。你看古時的那些基

督徒是「凡事敬畏主，」所以「蒙聖靈的安慰，」「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

滿。」〔見徒九 31，十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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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看出你方才問題中的錯誤麼？你將喜樂和得救〔兩件不相同又

不關連的事〕混合在一起，以致當你不能自約、發脾氣、愛世界等，使聖靈

擔憂，喜樂失去的時候，你就以為沒有得救；這就是你的錯誤。現在請你再

聽我說— 

 

你的「得救」是憑著基督替你成全的工作。 

 

你的「確實知道自已是得救的」是憑著 神對你說的話。 

 

你的「喜樂」是憑著你的行事為人不使那位住在你裡面的聖靈擔憂。 

 

當你— 神的兒女—作了甚麼會使 神的聖靈擔憂的時候，你與父並祂兒

子耶穌基督的交通就間斷了；直到你責備自已，認自已的罪，交通的喜樂才

可復原。 

 

比方說，有一天，你的小孩和你一同在花園裡散步，他羨慕你所羨慕的，

享受你所享受的；換一句話就是：他與你相交，他與你感受相同，與你意見

相同。 

 

但是，他回家後，才過了半點鐘，就犯了過失，他的臉面顯出內疚，卻

頑固的站在牆角那裡哭。雖然你告訴他，只要他肯痛悔、認錯，你必定饒恕

他，他卻因自已驕傲固執，竟仍然站在那裡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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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半點鐘以前的喜樂在哪裡呢？都沒有了。為甚麼呢？因為他和你中間

的交通打斷了。 

 

那麼，他半點鐘以前與你的父子關係現在斷絕了麼？當然沒有。他和你

的關係是憑著他的出生；他和你的交通是因著他的行為。 

 

但是，過不多時，他憂傷痛悔地離了牆角，向你認錯，而你看出他真是

和你同樣的恨惡他的固執與叛逆，所以你就抱著他，和他親嘴。現在，他的

喜樂復原了，因為他和你的交通恢復了。 

 

大衛在烏利亞妻的事上犯罪之後，不是求 神使他仍得救恩，乃是求 神

使他仍得救恩之樂。〔見詩五一 12〕 

 

讓我再說幾句話接續我方才所說的比方。比方說，當你的小孩子站在牆

角那裡哭的時候，你聽見有人在你所住的地方喊說，「失火了」。這時，你

對於你的小孩子怎麼行呢？難道讓他站在那裡被火燒死麼？絕對不會！當

然他是你第一個要救的人。這是真的，父子關係的親情是一件事，相交的喜

樂是另外一件事。 

 

當基督徒犯罪的時候，他和 神的相交就被打斷，他的喜樂也就失去，

直到他憂傷、痛悔、自責的來到父 神面前，認自已的罪。他認了罪，也就

知道他是蒙赦免了，因為 神的話明明告訴我們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

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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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 神的兒女啊，請你永遠記著這兩件事—沒有甚麼像關係那樣堅固；

沒有甚麼像交通那樣柔嫩。 

 

世界和陰間所有的計謀和權勢都不能使我們和 神的關係間斷；然而，

一個不清潔的動機，或者一句閒話，就會使我們和 神的交通間斷。 

 

如果你因罪受困擾，你就當謙卑俯伏在 神前，察驗自己的行為；你一

查出你失去喜樂的原因，就當把這原因陳明在 神前，向父神認你的罪，並

且又當因自己不儆醒、疏忽，以致犯了罪的緣故，不顧惜地責備自己。但是，

你切不可將你的「得救」和你的「喜樂」混合在一起。切不可因為你沒有喜

樂，就以為你沒有得救。 

 

不要看錯， 神對待信徒的罪和不信拒絕祂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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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為信徒掛在木頭上，一次永遠

地解決了。「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彼前二 24〕但拒

絕耶穌的人，就要承擔自己一切的罪過了。 

 

末了，讓我再說一個比方：在一個美麗月圓之夜，有一人站在一個深井

旁，看見井水所反照的月亮，說，「哦，今夜的月亮多麼美，多麼圓！」他

的話正完，突然站在他旁邊的朋友就往井裡丟一塊小石子；他就喊說，「噯

喲，月亮碎了！」他的朋友回答說，「豈有此理！你往上面看，月亮絲毫沒

有改變；是這反照月亮的井的情形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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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井好比你的心。當你不給罪惡留地步時，聖靈就在你裡面

以基督的榮美和尊貴啟示你，好叫你得安慰和喜樂；但是，當你心存不清潔

的動機，或口出不謹慎的閒話時，聖靈就在你裡面使你心不安，你所有的喜

樂經歷都破碎，你裡面紛亂，不能安息，直到你憂傷痛悔的來到 神前，認

你的罪，然後，你和 神的交通才得復原，再次享受平靜甘美的喜樂。 

 

但是，讓我問你：當你的心這樣紛亂的時候，「基督的工作」有沒有改

變？絲毫沒有。那麼，你的「得救」也絲毫沒有改變。「 神的話」有沒有

改變？絲毫沒有。那麼你的「確知得救」也絲毫沒有改變。 

 

那麼，甚麼改變了呢？聖靈在你裡面的行動改變了—本來聖靈在你裡面

以基督的榮美啟示你，使你看見基督的美麗；現在，聖靈卻在你裡面擔憂，

使你看見你的罪，和你的不堪。聖靈從你收回喜樂和安慰，直到你和祂一樣

的恨惡罪惡，抵擋罪惡，然後，你和 神的交通才復原。 

 

神要我們謹慎自己，免得我們叫 神的聖靈擔憂，我們原是受了祂的印

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見弗四 30〕 

 

哦！親愛的讀者，無論你的信心怎樣軟弱，那可稱頌的，吸引我們相信

的主是永不改變！—「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十

三 8〕祂所完成的工作永不改變！—「 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

無所減少。」〔傳三 14〕祂所說的話永不改變！—「草必枯干，花必凋謝；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一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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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所信靠的」、我的「得救」、我的「確知自己得救」，也都

永遠不改變。 

 

親愛的讀者，讓我再一次問你：「你是那一等行路的人呢？」願你的心

轉向 神，並把這個問題答覆 神。 

 

哦！真的，「 神是真實的，人都是虛謊的。」〔羅三 4〕「那領受祂見

證的，就印上印，證明 神是真的。」〔約三 33〕 

 

親愛的讀者，我真願意你對於這個「大救恩」，能得著你喜樂的明證，

從今「直到主再來」。 

 

-佐治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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