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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救赎我们的神 
 
请大家注意。 

又到了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的主要话题。 

上周我说过，我们每周选择一个大的话题， 

然后进行讨论和讲解, 

本周的主题是“想要救赎我们的神”。 

首先，我想让大家展开想象, 

请大家想象一下, 

我非常大方， 

决定出钱 

包下一艘费用全包的游轮 

请大家去加勒比海。 

各位意下如何? 

是不是听起来很诱人? 

好吧,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真的不得不发挥想象力。 

你在想：“这个苏格兰人怎么变得这样慷慨了?” 

但是，是这样的。 

我们都去加勒比海，费用是我出的， 

而且我已经包下了豪华包厢, 

你们有豪华的—— 

你们中的一些人在笑——豪华的食物, 

你们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好吗? 

在某一刻，我看到了你们所有人。 

你们刚刚用过晚餐。 

那是一场盛宴, 

现在，大家来到舞厅, 

你们在聚会, 

玩的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你们注意到, 

我走进舞厅， 

站在舞厅中央, 

我提高嗓音, 

你们正跳得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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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高嗓音说： 

“我已经找到了救生艇。” 

此时你会怎么想? 

你会这样想吗:“好!干得漂亮,Lee”? 

你是不是在想：“嗯…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 

现在看来，他确实不对劲。 

快把他拉到一边去, 

让他静下来！” 

很奇怪,不是吗? 

如果我闯进房间,说: 

“救生艇找到了”, 

而且就只说这些,那这没有任何意义。 

但假设一下，你们整晚都在跳舞, 

我走进舞厅对你们说, 

“伙计们,对不起,打搅你们一下, 

我刚才在外面, 

你们知道那个隆起的东西吗? 

那是一座冰山, 

我刚刚…” 

（观众笑声） 

目前全球暖化。 

冰山能流到那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刚刚跟总工程师谈过, 

他说这艘船马上就要沉了。 

但我知道怎么去到救生艇。” 

这样说能让情况与之前有所不同吗? 

当然能。如果我走进房间, 

首先告诉你们,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我首先告诉你们,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我已经找到了出路, 

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 

如此一来，大家的反应将会大不相同。 

如果我突然闯进来,说: 

“我终于知道得救的好消息了”, 

但不要告诉你们出了什么事, 

那么,这将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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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今晚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最伟大的营救任务, 

我说的是, 

最最伟大的营救任务: 

上帝伟大的营救， 

把我们从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中拯救出来。 

但是，除非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 

否则就不会觉得那是好消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然后看看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部分内容在约翰福音里, 

如果你有约翰福音, 

请翻到第三章, 

我要读一下第16-21节。 

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这是耶稣所讲的, 

这是他的话: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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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所读的第一句话, 

是圣经中能够让我们悬崖勒马的经文之一。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是圣经中我们应该深入了解的章节之一, 

“请稍等一下。 

你没说错吧?”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应该专注地凝视着它，思考, 

“这是真的吗?” 

然而,大多数时候，这都是书上写的， 

不是真事,对吗? 

这种情况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 

这些话很耳熟,所以他们只是想, 

“嗯,好吧。 

‘神爱世人…’ 

我以前也听说过。”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因为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因为我们在意上帝如何看待我们, 

我们并不会感到很震惊,不是吗? 

因为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可爱, 

觉得自己招人喜爱。难道不是吗? 

他们也许不会在照镜子的时候对自己说这些, 

但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 

他们认为自己是相当好的。 

因此,神有什么理由不爱我们呢? 

举个例子, 

如果今晚我公开地对你们说, 

我爱我的妻子，你们会吃惊吗? 

你会不会想,“真的吗? 

真的是那样吗?你爱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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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你们当中那些了解我妻子的人来说, 

你们知道,对我来讲，她很招人喜爱,也很可爱。 

所以你不会说, 

“噢,请稍等。 

你真会说:‘我爱我的妻子’吗?” 

你可能会说,“我想吐，” 

但你不会说：“太恐怖了!” 

你期待我说这句话, 

因为(你们知道)她是如何对待我的。 

很多人会想, 

“嗯,神有什么理由不爱我们呢? 

我们绝对是可爱又讨人喜欢的， 

我们善良又优秀。 

上帝怎么会不想让我们 

成为他Facebook中的好友呢？ 

当然,他要那样做。”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自我感觉很好很善良, 

我们将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需要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最好抽出点时间考虑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在神看来自己是好的？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衡量标准很低, 

第二是由于在很多人对“好人”的定义中 

没有涉及我们对神的态度。 

现在,我们一一来看这两点。 

想一想我们所使用的标准。 

许多人的“善”的标准 

是非常非常低的。 

仔细想一下吧。 

假设我有参加奥运会的 

雄心壮志。 

你会不会认为:“太棒了! 

你看起来像一个身材魁梧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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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这样想：“是啊。 

你为什么之前没有去奥运会呢？” 

我决定参加跳高项目的比赛。 

我非常专注和投入, 

所以从现在开始, 

每天晚上我回家后都在外面的后花园里， 

自己练习跳高。 

我在两边各摆一摞砖, 

中间连上一根晾衣绳 

或架上晾衣杆—— 

很显然我们家里什么都有- 

于是我把(跳高架)弄好了，万事俱备。 

每天晚上,我所做就的是跳过去，再跳回来。 

然后我喊我妻子,说: 

“你看,我跳过去了。看啊!” 

这真是太棒了。我每晚都反复练习。 

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加入了英国的奥运代表团。 

哦,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我到了那里, 

手持国旗进入体育场。 

很快到了我的项目。 

跳高项目。 

我已经练习了这么久了。 

但是当我到了那里， 

我惊恐地发现： 

他们不把杆放到我练习的那个高度, 

他们把杆放在这儿。 

所以,一直以来,我只是达到了自己的标准。 

当然,我达到了我自己的标准。 

问题是,我的标准太低了。 

所以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思考什么是善 

以及该怎样对待他人时, 

我们的标准真的很低。 

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好人。 

为什么? 

因为我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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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伤害任何人, 

我只是老老实实过自己的生活。” 

但那些不是神的标准, 

也不是我们对待别人应有的态度。 

神希望我们可以积极地爱他人, 

不要用言语侮辱他们。 

也许你没有在身体上伤害某人, 

但是,我们中有多少人 

通过言语伤害了，甚至是毁了其他人? 

我们的衡量标准真的很低。 

而神的标准是这么高。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神会在意我们怎样对待其他人呢?” 

好吧,请想一下。 

你的亲人当中，有没有人 

被别人伤害或被别人侮辱过呢? 

这会不会让你很不舒服? 

你当然会不舒服,因为你在意他们, 

你爱他们,当有人伤害了你在乎的人, 

你当然会感到不舒服。 

我们上周学到了什么? 

我们知道了神是负责任的, 

他是造物主。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是属于他的。 

因此,当我们侮辱和伤害他人时, 

他会很在意。 

我们认为自己很不错的第一个原因， 

是我们的衡量标准太低了。 

第二个原因在于 

人们是怎样定义善的。 

请思考， 

如果你随意走在一条大街上, 

拦下一个陌生人, 

对他说:“你告诉我…”——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怪, 

你也许不应该这样做,但我们只是这样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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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定义良善?”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他们往往会谈他们怎样对待他人。 

他们的回答常常是：“我不干涉别人的生活， 

我不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 

但无论问多少人, 

他们的回答都不会涉及神, 

他们没有提及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创造者。 

所以都是人与人之间横向的比较。 

没有纵向地与神建立关系。 

但是对我们来讲，考虑我们是如何对待神的，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何对待给予我们一切的神? 

我们如何对待提供给我们一切所需, 

给了我们生命的神呢? 

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位神的? 

当然，大多数人并没有真的与神决裂，对吗? 

大多数人并没有挥着拳头 

怒气冲天地对神大喊大叫。 

虽然有些人是会这样做，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 

只是过自己的生活而忽视神。 

我们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却自作主张决定自己如何生活。 

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人 

可以总结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那人一定是弗兰克·西纳特拉的,不是吗? 

他说过， 

“也曾有过后悔。 

但是很少，不必重提。 

我做了我不得不做的事。 

回想起来也不需要改变什么。 

我计划好每一次的行程， 

认真走好每一步。 

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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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能接下去吗“我按照...” 

观众:“我的方式。” 

Lee :你肯定能。 

“按照我的方式做事。” 

这是对许多人生活主旋律的很好的总结。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不按照神所说的去做。 

当然我们有时也按照神所说的去做, 

但想想为什么会是那样呢。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往往这样想, 

“是啊,我很喜欢那样。 

那听起来很合情合理。 

所以我要那样做。” 

但是,真正能检验出 

到底是谁在掌控我们的生活的， 

是当我们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神让我们这样做， 

而我们却说, 

“我不这样认为。” 

当我们遇到一些事的时候， 

神告诉我们该怎样做， 

我们却认为神所说的是过时的，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这个时候方能真正显示究竟是谁在掌控我们的生活。 

现在,你可能会想, 

“这样生活有什么不对? 

以我的方式生活又怎么了 ? 

当然这只是个人喜好。” 

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会说这是一种自我表达。 

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说 

这是成熟的表现。 

生活在神的世界里， 

歌唱“我的方式”的主题旋律又有什么不对呢 ?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一个人拥有一栋很漂亮房子。 

房子很不错, 

非常豪华, 

而且他们花很多很多钱 

以确保房子里有最好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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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象出来这些吗? 

最好的沙发,最好的炊具, 

最好的地板,最好的地毯… 

当你走在地毯上面的时候, 

你会想, 

“哦哦 !这地毯真是太好了!” 

现在,房子的主人, 

想招一些房客, 

并且他们打算提供一切。 

他们还负责照顾房客， 

负责替房客交水电费。 

他们想招一些房客。 

于是，他们找到一些房客 

住进了这个豪华的房子里,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每个星期房主都会寄来装有小礼物的包裹。 

真是太棒了。 

他真的非常照顾房客们。 

但他从来收不到房客们的消息。 

而且他从来也收不到房租。 

他没有他们的消息。 

他写信给他们,他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但没有任何回复。 

所以他决定去拜访他们。 

他到了那里, 

拿出钥匙来,准备开门进去, 

令他骇然的是, 

他发现锁已经被换掉。 

于是他敲门, 

用力敲门，边敲边说:“你好!” 

然后,他透过窗帘看, 

然后里面有人冲他大叫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来这里干嘛?” 

“哦,这是我的房子。 

我想看看你们过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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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请你离开这座房子。这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不希望你在这儿。” 

但经过他的再三恳求, 

他们还是让他进了房间。 

他打开门, 

发现自己寄给他们的所有信件,都被忽略了。 

他走进去,瞠目结舌, 

因为他看到屋内一片狼藉。 

他告诉过他们如何照料这个房子, 

怎样打理这个地方, 

但现在完全是一团糟。 

他们弄坏了电视, 

弄坏了沙发, 

垃圾丢得到处都是,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然后他们发现墙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便条, 

写着他是多么的坏， 

多么的残暴…… 

你现在怎么想? 

你是在想, 

“他有什么权利来到这个地方…”? 

不,你是在想,  

“这样有点不太对劲。” 

绝对是的。 

请想一想这与我们对待神的态度有何相似之处。 

我们是在神的世界, 

生活在神的世界里。 

他是一个美丽的、神奇的创造者。 

他为我们提供一切, 

然而我们如何对待他呢? 

我们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我们忽略他, 

我们没有给他应得的赞美， 

荣耀和尊敬, 

我们践踏他的世界, 

我们伤害了他的创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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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 

上帝会来吗? 

或者说，上帝会任其发展吗? 

圣经承诺, 

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站在我们的造物主面前, 

向他交账，报告我们是怎样在他的世界里生活的。 

我认为这不是坏消息。 

我反而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难道大家不向往正义到来的那一天吗? 

当你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 

看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恐怖事件, 

那些做坏事的人逍遥法外。 

你心想, 

“我要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你想要正义到来的那一天吗？ 

你想要所有的错误都得到更正的那一天吗? 

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希望它发生。 

但在正义到来那一天，我们真正想要的是, 

能在上帝的法庭里, 

但到那时我们会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想要在旁听席,不是吗? 

我们想在那里。 

我们想要正义之日, 

但是我们希望能在旁听席， 

看到人们得到他们所应得的。 

然而神说,“不。到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在审判席。” 

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知道重罪重罚。 

有什么比生活在神的世界, 

却忽略他,侮辱他, 

伤害他的创造物和毁坏他的世界更为严重的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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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么能比忤逆我们的造物主更严重呢? 

世界称之为自我表达,挖掘出自己的潜能。 

圣经则称之为忤逆爱我们的造物主。 

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惩罚）呢?会发生什么呢? 

正如我们即将学到的，如果没有耶稣, 

我们注定要面对永恒的愤怒。 

被赶出神的圣所。 

被驱逐出他的爱。 

接受他的公正判决，直到永远。 

然而…这里有个好消息。 

记得我说过…坏消息的背后…… 

大家必须得明白这一点。 

但好消息是， 

再看看第16和17节。 

我认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两节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 

但是与我们已经知道的背景相悖, 

再听一下这些话: 

“神爱世人…” 

什么样的世人? 

一群用这种方式对待他的世人。 

那是神所爱的世界。 

他是怎样爱它呢?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2000多年前, 

父神差他的独生子 

来完成最了不起的营救任务， 

这完全是出与他对我们的爱。 

那是一次 

将我们从应得的判决中拯救出来的营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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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 

耶稣怎样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应得的判决呢? 

翻开这本书。通读这几页,  

你会发现， 

耶稣营救任务的中心和高潮部分， 

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中心和高潮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不寻常的,不是吗? 

有时候你会想到超级英雄, 

他们飞出来, 

不可思议地救人们脱险。耶稣出现, 

说：“我要用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拯救你们。” 

这很古怪，太奇怪了。 

这怎么行得通呢? 

好吧,如果你回想下 

之前我们所思考的内容, 

我们把耶稣看作逾越节的羔羊。 

我们想一下旧约圣经中的故事， 

当神拣选的人在埃及时, 

当他们应得审判时, 

神提供给他们一种获救的方法。 

他们必须杀掉一只羔羊， 

羊死之后, 

把羊血涂抹在门框上, 

神就会越过去, 

而且凡是杀过羔羊的家庭， 

神都会越过去, 

神的怒气也会越过去， 

因为已经有一只羔羊，一件替代品，用来献了祭。 

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羔羊, 

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 

所以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  

一次性解决了所有问题,  

他担当了像我你这样的叛逆者所应得的判决, 

他是一个替代品，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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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都知道替代品是什么概念。 

如果你在看或最喜欢的运动或你最喜欢的球队的比赛, 

你知道场上有一个队员很垃圾, 

你会对着屏幕喊什么呢? 

“换个替补! 

为什么不让替补上场?” 

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用替补来替换掉某人。 

耶稣是逾越节中用来替换我们的羔羊。 

他是完美的。 

他不是一只羔羊,对吗? 

他是谁?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请扪心自问： 

“一个人怎么可能 

背负起对那么多亿人的审判?” 

好吧,想想他是谁。 

他是神圣的,永生神的儿子, 

无限珍贵,他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这很神奇的,不是吗? 

但它不是自动发生的。 

请看第18节。 

这真是太棒了,但它不会自动发生。 

第18节里,耶稣说: 

“凡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相信奉上帝之名的独生子。” 

我爱这句话中的头两个词。 

第一个是:“whoever(无论谁)”。 

这真是太好了,不是吗?“无论谁。” 

耶稣说，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 

无论你来自什么文化, 

无论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无论你持守有什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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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没有区别:“无论谁”。 

我喜欢的第二字:“信”。 

所以他没有这样说,“凡是好人。 

凡是努力的人。 

凡是赚足进入天堂的分数的人, 

就万事大吉了。” 

他只是说: 

“凡信我者。” 

不只是模糊的相信, 

而是完全信仰他。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不是相信与耶稣有关的事情， 

也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相信耶稣的存在。 

这意味着个人对耶稣的信任。 

这意味着顺服他。 

这意味着积极地去相信他。 

这意味着以自己的真实面貌来到耶稣面前， 

而不是事先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 

要真诚地来到耶稣面前，让他完全掌管我们的生活。 

这才是信的含义。 

耶稣说：“凡信他的人，都不被定罪。” 

但这不是自动发生的。 

他已经死去，但我们必须要相信他， 

从而得到拯救。 

一种理解的方式是: 

我们回到刚开始说的那条船 

和救生艇的例子。 

想象 

我们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 

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 

我们确信它会沉下去,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离开船。 

而且我们知道有一个救生艇。 

现在…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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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你可以坐着或站着，盯着救生船很久很久。 

盯着看。你甚至可能会喜欢上救生艇。 

你也可能会订阅救生艇月刊。 

你可能会订阅那样一本杂志。 

或者你可以叫上一些朋友，在一起思考： 

“你喜欢救生艇吗？很好。 

你喜欢救生艇吗， 

你要不要来和我一起谈论救生艇呢？ 

很好。”你可以长时间凝视着救生艇， 

了解关于救生艇的一切。 

但你会安全吗?不会的。 

因为你要做的是， 

来到救生艇上。 

这就是你所要做的。 

耶稣说:“凡信我者。” 

凡是上救生艇的人都会获救。 

我想，今晚已经讲了足够多的东西供大家思考， 

请大家回到各自的小组， 

谈论一下我们所学的东西， 

看看有何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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