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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而死的神 
 
现在让我们集中注意力 

今晚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为我们而死的神”。 

作为开场白，今晚我想跟你们聊一聊 

著名的遗言。 

我猜在场的各位都还没有 

认真去想过 

我们临终前会说什么吧？  

你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吧？ 

但我今晚提到它 

是因为我这几天 

一直在读一本名人临终遗言的书。 

你也许感觉这挺有意思的。 

我最近一直就在花时间做这件事情。 

老实说，许多的遗言都很普通。 

有些非常伤感，  

有些意义深远， 

还有一些很好笑。 

所以今晚我想跟你们分享 

我最喜欢的两个临终寄语。 

准备好了么？这就开始。其中一个 

是一个叫George Kelly 的人。 

George Kelly 是一个美国剧作家， 

死于1974年。 

在临终的病床前， 

他的一个侄女想要给他一个最后的吻别。 

他就是这么跟他侄女说的： 

“亲爱的，在你跟我吻别之前， 

“把你的头发拢拢好，都乱成一团了。” 

就这样。这就是他死之前最后的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叫Conrad Hilton. 

他是今天我们熟知的Hilton 国际 

连锁酒店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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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临终的病床前，有人问他 

有什么至理名言可以留下。他照做了。 

他说道： 

“请把浴帘留在浴盆的里面。” 

就这样！这些著名的遗言也许 

能让你小小的开心一下。 

但它们并不是什么能够 

在未来改变你生命的话语。 

根本不能。 

我现在想给你们 

展示另一些遗言，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话， 

它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 

你可以在约翰福音里找到它们。 

我们要看到的是 

耶稣在他临死前说的话。 

严格来讲，它们并不是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的最后的话。 

因为在耶稣死后， 

他复活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在他临死之前说的话。 

请拿起你们的圣经，这会很有帮助， 

如果可能的话请跟我一起翻到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找到第16节的后半段。 

我先给你们念之前的几节， 

然后再来看他最后的话。 

约翰第十九章第16节 

的后半部分。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 

希伯来话叫各各他。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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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中间。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 

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 

“不要写 

‘犹太人的王’，要写 

‘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 

分为四分， 

每兵一分；又拿他的里衣， 

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 

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拈阄，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阄。”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 

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 

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耶稣见母亲 

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 

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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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 

绑在牛膝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这些就是耶稣 

临死前说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两个字， 

它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成了。 

今晚我们就要试图理解 

耶稣临死之前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现在， 

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的是 

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什么呢？ 

他没有大喊“我的生命结束了。” 

因此这并不是说 

耶稣心里知道 

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 

不是说因为他能察觉他要死了， 

于是他说“我的生命结束了。” 

他说：“成了。” 

耶稣指的是什么？什么“成”了？ 

经过过去几周认知课程的活动 

我们一直着眼于这个伟大的 

耶稣的救赎使命。 

我们发现他是永生神 

的儿子。 

神派他来完成这个荣耀的救赎使命。 

他的父亲如此的爱这个世界， 

以至于他派他唯一的儿子来到 

这个世上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来让像你我这样悖逆他的人 

能够在天堂得到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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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最后一刻， 

耶稣大喊道：“成了！”完成了。 

使命完成了。 

一切必要的事情， 

能让像你我这样悖逆他的人 

能够在天堂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 

我完成了我的使命！” 

今晚我们要试图 

解决这个问题：耶稣做了什么 

来确保一切都成了。  

这是胜利的呼喊，不是失败的呼喊， 

不是：“完了”， 

而是“成了！已经完成了！” 

今晚，我想关注两件 

耶稣所做的、确保一切都完成了的 

最重要的事。 

它们是什么？ 

第一件事是他在十字架上受难。 

我们马上就会谈到这个。 

然后我们会看到 

耶稣完美的生命。 

我想试着让你们明白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是 

我们与神一起度过永恒生命所必须的。 

第一个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 

现在在英国 

对许多人来说 

十字架好像变成了一个时尚饰品。 

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十字架全部的意义。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今晚就出去看看， 

看看你的四周， 

最近的购物中心。 

建议你瞪着他们看的时候不要凑太近了， 

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有问题。 

就随便看看， 

看看人们脖子上都挂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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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是金的或是银的，但是在 

他们下巴下面也许就是一个小十字架。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 

对十字架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 

它当然不是一个时尚配饰。 

它是一个处刑的地方。 

那是一个犯人 

被公开处决的地方。 

那是一个其他人 

受到警告的地方。 

“你们如果不遵纪守法， 

这就是你们下场。” 

我想这就等于 

今天类似电椅的东西。 

你能想象吗？你的朋友明天 

要来找你，他们都很激动 

因为他们想给你看看 

他们在珠宝店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你在想会是什么呢？ 

当他们打开包装的时候，就在那儿， 

一个精致的银色电椅。 

 你会怎么做？ 

接下来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哦，在哪买的？我也想要一个。” 

不会，这太奇怪了。如果你跟他们说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戴它？” 

这个人说： 

“这个是为了缅怀我的叔叔约翰 

因为他几年前被处决了。” 

我们不会这样做，对吧？ 

我们不会夸耀这种事情。 

但是早期的基督教徒， 

以及在耶稣的时代以后所有的基督徒 

都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遭受的苦难而自豪。 

他们没有为耶稣所受的苦难 

而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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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没有试图 

把这件事隐藏起来。 

相反，他们却试着去告诉世界上 

每一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是 

一个罪犯。他们知道他是无辜的。 

但是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他们 

知道事实，这些我们能从圣经里读到，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是在为悖逆的人们受难， 

那些就像你我一样的人们，他替我们 

承受了我们应得的、来自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才不用去面对神的审判。 

我们不了解 

耶稣承受的痛苦。 

我们不清楚耶稣在十字架上 

受难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种 

肉体上的痛苦。 

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有关耶稣 

受难的篇章很值得注意。 

它们很少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肉体上承受的极大的痛苦。 

实际上，当我们在读约翰第十九章的时候， 

上面写的很简单，“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确实承受了难以想象 

的肉体上的疼痛。 

但圣经试图告诉我们的是， 

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痛苦， 

是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 

不知道耶稣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 

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停止呼吸之前， 

在他死之前 

他已经遭受了所有 

他必须承受的痛苦。 

所以，耶稣死后不用为了 

受更多的苦而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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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他需要承受的， 

都已经承受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怎么知道呢？想想看他临死之前 

说了什么吧。“成了！” 

不是：“一部分成了， 

还有另外一小部分要做。” 

不，这是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的成了。 

接下来我们将会思考耶稣 

完美的一生，但是在这之前 

我想你们现在大概会有 

两个问题萦绕在脑海。 

如果现在你们还没想到的话， 

你们马上就会意识到的。第一个问题： 

仅凭一个人是怎么替成千上万的人 

付代价、受审判的？ 

想想吧。耶稣作为一个人， 

怎么可能 

替从古至今甚至未来的、 

成千上万的悖逆的人受难？ 

这公平么？ 

这行的通么？答案是？ 

这与耶稣的身份有关。 

他是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极其珍贵的、无价的。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代替你我这样 

的成千上万的悖逆的人受难。 

耶稣付的代价 

足够我们所有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是如何为成千上万悖逆的人付上代价的呢？ 

因为他的身份：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 

神为什么不能够原谅我们？ 

回答这个我需要一个志愿者。 

我知道你们都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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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看看，选谁呢？罗伯特。 

你就是今晚的志愿者了。 

你们都看着罗伯特。 

你怎么想的？值得尊敬的人。 

他看上去是一个好青年， 

非常可敬。 

你可以信赖他，是不是？ 

很好，有几个人点头同意了，罗伯特。 

罗伯特有一天找到我说： 

“李，我想借你的车。” 

我说没问题啊。 他说：“我会 

好好对待它的。我学过一阵车。 

我也有自己的保险，我就是需要 

车钥匙。我得跑一趟差事。” 

我想：“没问题啊，罗伯特。这是我车钥匙， 

好好照顾它。我很珍惜它的。” 

看看你怎么样。他冲我笑了笑。 

我关上车门，他在我的车里。 

结果发现是罗伯特喜欢飙车。 

他喜欢那种速度感。 

车尖叫着驶离路缘， 

在街上横冲直撞。 

他没有避开所有的便道。 

偶尔撞在上面。 

他也不避开墙。 

他开的很开心。 

但是车身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车呼啸着掠过街道， 

一个夸张的手刹转弯， 

他撞到了墙上，整个都毁了。 

他从车里出来。 

难为情地来到我的门前 

按响了门铃。 

当我探出身来的时候，我看到了 

我的车！还有我的墙！ 

结果证实他没有任何保险。 

他说道：“你会原谅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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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什么呢？我这么宽宏大量， 

就原谅了他。 

但还有一个问题： 

谁来担负这些损失？ 

我们在这个世界造成的损失 

是需要偿还的。 

神自己偿还了。 

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原谅是免费的，但是它并不廉价。 

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 

对我们来说，原谅现在成为可能。 

他张开自己的双臂。 

他今天能对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说： 

“以你本来的样子到我这里来，让我掌权， 

原谅已经成为可能。” 

但是这并不廉价。获得原谅的 

代价是什么？就是基督自己 

在十字架上受难。  

因此，这就是对我们来说 

在天堂得到永生第一件最重要的事。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痛苦。 

我们今晚要谈的第二件事 

是耶稣完美的生命。 

大家现在没有怀疑吧？ 

你通读福音书，耶稣 

的一生是完美无瑕的。 

他一直甘心的、喜乐地服从他的父。 

从来没有一刻他没有 

听从父说的话。 

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完美。 

但问题是： 

为什么他需要过一个完美的人生？ 

有许多话我可以说， 

但是我今晚想着重说的 

是与进入天堂的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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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说进入天堂的条件是 

在这个世界上100%的顺服。 

不是50%， 75%，也不是85%， 

95%，而是100%的 

对神的顺服。 

这就是进入天堂的标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有时人们听了会觉得 

“100% 太高了吧。 

不太公平吧。 

神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太高了。 

他应该降低这个标准。” 

但我的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期望他降低标准？ 

想想这个， 

假如我决定去美国 

去圆我的美国梦。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离开你们 

到美国去，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踏上去美国的旅途， 

去追名逐利。 

当我在那的时候，我决定要进 

一所美国的顶尖大学读书。 

当我去申请入学的时候， 

我会发现什么呢？ 

我会发现他们的入学条件 

非常苛刻。 

这有问题吗？没有。 

因为高质量的学院 

就会有苛刻的入学条件。 

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你意料之中的。 

进入天堂的条件丝毫不能降低，  

是因为神的品格和 

他的完美。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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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应得 

神的惩罚。 

这是问题的一大方面， 

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不仅应受神的惩罚， 

而且我们的生活没有 

达到神完美的要求。 

但耶稣基督给了 

我们这个美好的承诺。 

他对我们说，我不仅替 

你们承受痛苦， 

我还在你们的地方生活过。 

我不仅承诺原谅 

你们所有的罪恶， 

我还承诺你们同我一起 

得着我的完美的可能。 

原谅和完美。 

这是耶稣基督承诺我们 

的两件事。 

他说当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可以从他所做的得到益处。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我认为婚姻作为例子可以 

很好的解释 

这里的意思。 

我知道每当 

我用婚姻做例子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不是吧， 

他又开始了。他又要说自己的太太了。” 

我喜欢说关于我太太的事情， 

你知道的。 

但我认为圣经用 

婚姻作为例子 

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与 

耶稣的合一。在婚姻里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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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天各种承诺都得到了实现。 

我记得跟我的妻子说过： 

“我所有的，都与你分享。” 

她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在那一刻，一个新的、合法的、 

意义深刻的婚姻关系建立了。 

我们之间真的分享了很多很多。 

我带着我所有的 

东西走进了婚姻。 

她也带着她所有的东西来到了这里， 

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带了什么呢？Vicky带来了 

很多钱，这真的很好， 

真太好了。我们不时地 

谈论着这件事。 

我们现在还在思索 

我到底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了什么。 

但在那一天，一个新的、合法的、 

意义深刻的婚姻关系建立了。 

圣经里说当我们 

来到耶稣面前时， 

我们以自己真实的样子服从他的时候， 

一个新的、合法的、意义深刻的 

并且极为亲密的关系建立了。 

在这个新的关系中， 

我给这段与耶稣的关系带来什么呢？ 

我带着我的记录。 

我带着我的罪恶。耶稣会对我说什么？ 

“我已经帮你还了。” 

我对他说：“你帮我还了多少？” 

他说：“全都偿还了。” 

“全部？”“是的，你所有的罪恶， 

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 

我全部付清了。” 

我说：“那太好了。” 

但是他说，“不过这还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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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也把我的完全的顺服 

也带进了我们这段新、合一的 

关系中。 

你可以有天堂的确据， 

都是因为我所做的一切。” 

所以这完全跟我做了什么无关， 

这全在于耶稣已经做了的。  

现在，你可能会想 

“等等，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我理解得正确， 

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过我想要的生活。 

白白得来的原谅 

耶稣完全的顺服， 

这就意味着我在天堂的位置 

是有保证的了吧？”是的，是这样。 

“但是那也意味着我可以随心所欲 

地活着。” 

让我告诉你两个你永远不会想要 

这么做的原因。 

再来想想婚姻。当我跟我妻子 

结婚，当我把戒指戴在她的手上时， 

我可以跟你说我没有想些什么。 

我没有想：“好了！ 

戒指已经戴在她手上了。好极了， 

我可以随心所欲了。”我没有这么想。 

我想的是：“我应该 

以讨她喜悦的方式生活。” 

这跟与耶稣的 

关系是一样的。 

我们的王为我们而死， 

我们想要讨他喜悦。 

但是另一个原因是，记住 

没有耶稣，生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不是说与耶稣一起的生命 

是乏味的生命， 

没有耶稣的生命 

却是欢声笑语。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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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这并不是事实。 

为什么我们想回到过去？ 

还记得那条在海滩上搁浅后 

又放回海里的鲸鱼么？哇！ 

他们不会说：“好了，最好 

再到沙滩上去一趟，这就是事发地点。” 

不，和耶稣在一起的生命是丰盛的。 

耶稣基督承诺我们的 

是生命原本应该的样子， 

还有对未来在天堂的 

确据。为什么？ 

这都是因为他所做的。 

这些就是著名的临终遗言。 

不是琐碎的事情吧？ 

如果你能理解它们， 

它们就会改变你的生命。 

这两个字会改变你的一生： 

“成了。” 

还有很多很多要思索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聊聊这些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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