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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劝服我们的神 
 
让我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来 

关注这一周的大话题： 

“想要劝服我们的神” 

你们中那些视力敏锐的，已经 

注意到我现在站在一把椅子上。 

让我说，首先，这并不是 

因为我对自己的身高有不安全感。 

我很有安全感，我有男性的平均身高， 

我觉得是这样，我对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为什么站在一把椅子上呢?因为 

今晚我想试着向你们说明 

相信耶稣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 

一直在讨论这话题。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那句话: 

相信耶稣，信靠耶稣。 

我想试着说明 

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开始。如果我想 

从这把椅子上向后倒下来，我要做什么? 

如果我现在从这把椅子上向后倒下来的话， 

那么我就会伤到自己。 

那应该没错，是吧? 

你不希望我这样做，对吧? 

不，完全不想。所以我需要一个志愿者。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 

因为我需要一个我信任的人， 

一个我认识很久的人， 

一个值得信赖的， 

一个喜欢我的人， 

一个不会把我摔到地上的人。 

那么那个人是谁? 

我已经选了加里。所以出来吧，加里。 

至今为止，我已经认识加里几年了。 

加里很值得信赖。所以这是 

我让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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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任加里的机会。 

这不是盲目的信任。 我相信加里。 

我被说服，他是值得信任的。 

我被说服，他喜欢我 

并且他会接住我。注意了， 

我可以说我相信加里，说说而已， 

但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真的相信加里？ 

我必须表现出来，不是吗? 

我必须确实地向你证明。 

这必须是有行动的。 

所以你想让我展示给你们 

我相信加里吗?好吗? 

因此，如果我这样做，然后 

如果我相信加里… 

好！非常感谢你加里。 

你可以坐下了。 

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相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任， 

他们的意思是相同的， 

那是一件需要行动的事情。 

它不仅仅是相信 

有关耶稣的那些事情。 

这是个人的、有行动的顺服耶稣。 

但这不是盲目的信仰。 

我们是被说服、有证据的， 

我们可以相信耶稣。 

我们被说服，是根据我们看到的证据， 

我们可以，并且我们应该 

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耶稣。 

现在，你应该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证据 

能说服我们 

相信耶稣是理智的、有缘由的呢？ 

今天晚上我就想给你展示， 

就在约翰福音里， 

因此，请翻到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 

找到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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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读给你第24和25节。 

这些故事都是发生 

在耶稣复活后， 

我们读到：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现在，我想对 

你们指出来第一件事， 

也是我喜欢刚刚读的这两节的原因： 

它们是这么的诚实。 

因为，多马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知道他是 

十二门徒中的其中一个。 

也就是说，多马是耶稣 

很亲密的门徒之一。 

耶稣已经将这十二个人拣选出来。 

他已经训练了他们。他已经教导过他们。 

他为了使他们成为他特别的发言人而 

做了准备。而多马也将成为 

早期教会的领导人之一。 

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什么? 

他的朋友们兴奋地走上前来 

对他说，“多马!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然后 

他说了些什么?“除非我自己亲眼看到， 

否则我不会相信的。”你能想象 

在早期的教会 

对于多马来说这是多么难堪的事吗? 

你能想象所有那些正在成为 

基督徒的人的对话吗? 

“再说一次，多马。 

他们走上前来， 

兴奋地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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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基督了！’ 

你说了什么？” 

不，不，“我不会相信 

除非是我亲眼所见。” 

所以很有可能我们想要 

把这部分从故事中修饰掉。 

你见过那东西吧，在我们的 

电脑程序里面？ 

编辑相片的软件，我最喜欢！ 

你们知道绘图笔工具吧？ 

我知道你现在看着我 

觉得，“哎，你挺好的， 

不需要绘图笔修饰什么。 

你在照片里肯定很好看。” 

根本不是这样。我看见 

我头上有很多白头发， 

不过我最喜欢那个绘图笔工具。 

因为只要我一用他们 

我的头发就一下子都变成黑色的了， 

真神奇， 

我一下子变的年轻了十岁。我真喜欢！ 

难道你不喜欢么？绘图笔工具？ 

那么，对于写下耶稣人生里这些故事的人， 

他们面对的诱惑是什么呢？ 

修饰所有让 

他们难堪的故事。 

但是他们没有，因为他们 

执着于讲述真实的事情、 

完整的真相、除了真相别无他求， 

所以他们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即使是那些他们宁愿不存在的、 

难堪的部分。 

我们并不知道多马当时在哪里。 

但是我肯定他一定很懊恼， 

当他回到那个房间，他的 

朋友们对他说，“我们见到主了！” 

但我们肯定能想象屋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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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之后的变化。 

所以不管什么原因，他离开了那间屋子， 

那之前是怎么样的？ 

门徒锁起门来， 

他们害怕、气馁， 

他们很恐惧。他们 

有一种感觉，“我们花了 

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 

追随这个人， 

我们以为他是弥赛亚， 

但现在他却死了。”你曾经有这样的感觉么？ 

你倾注无数个小时在 

一件事上， 

然后发现都是浪费时间。 

但是，他回来了， 

气氛一下子就改变了。 

有喜乐，再没有眼泪， 

房间都充斥着兴奋和激动， 

然后大家冲上去对多马说，“多马！ 

我们看到主耶稣了！” 

原因是？ 

不是因为他们一直对自己说， 

“我们必须相信”， 

或者“我们必须憋足了劲积蓄信念， 

现在我们可以相信了”， 

或者“我们不信不行！”不，原因是： 

“我们见到主了！” 

你觉得多马 

应该怎样对这个消息做出反应呢？ 

你觉得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吗？ 

你觉得 

他应该相信朋友所说的， 

“我们看见主耶稣了！” 

还是说你认为他的做法是合理的？ 

我觉得好多人 

对多马都抱有同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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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他好像 

是一个理智的人。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觉得我也会要求 

见主耶稣本人。”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个声明是如此大的一个声明。 

如果多马回到这个房间， 

比如， 

彼得对他说， 

“多马，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个！ 

你知道在你出去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吗？ 

我和安得烈玩牌  

我打败了他。” 

我觉得多马肯定不会说 

“真的吗?你有什么 

证据? 

我不怎么相信你。” 

他会说：“是么，不错啊。” 

因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当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接到妈妈的电话总是很好的。 

你的妈妈打来电话，并告诉你 

近来如何，她对我说, 

“李，我跟你说你爸爸和我 

今天做了什么，”我说，“做了什么? ” 

她说，“我们去吃了冰淇淋，” 

我不会对我妈妈说， 

“你最好有了一些 

视频证据，因为 

除非我看到你在吃冰淇淋， 

我不会相信你的。” 

不，我不会这么做的，因为那 

都是非常平常的事，不是吗? 

然而多马朋友们声称， 

他们看见了死去的弥赛亚， 

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会有些同情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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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他说，“我需要亲眼所见 

才能相信，”是不是?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多马呢？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是， 

想要证据 

并不是一件坏事。 

圣经不是提倡盲目的信仰。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这是一种对证据合理的回应。 

但是，在我们都急着去 

买“我爱多马”T恤 

或“多马是我的英雄”T恤之前， 

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多马 

永远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 

看一看 

第26节告诉了我们什么: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原文作“看”）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 

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耶稣对他不怎么满意，是不是？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 

耶稣没有说，“嘘!多马，不! 

安静点！你说，‘我的主，我的神’ 

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小声点，多马。 

真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你怎么敢说我是你的主人， 

说我是宇宙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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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是彻底完全的神圣。 

小声点，多马!这太荒唐了! ” 

耶稣没有这么说，不是吗? 

他接受了多马说的是对的。 

多马说的完全正确。 

耶稣是他的主人，他的神， 

并且完全、彻底的神圣。 

然而，尽管耶稣接受了 

多马对他身份说法， 

他从来没有因为 

多马的态度表扬他。 

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说： 

“噢，做得好，多马。做得很好。 

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更多有你这样态度的人们。 

我们想要很多很多的人说,‘我必须亲眼所见， 

才能相信。’” 

耶稣实际上怎么对他说的呢?  

第29节:“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说“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如果想说，“啊!告诉过你了吧!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这可是耶稣自己说的。他是在说: 

‘你就是需要相信。’ 

想必这是耶稣说： 

‘反正你也看不见， 

干脆你不妨把眼睛蒙上， 

往黑暗里跳吧。’” 

在你们得出这种结论之前，看看 

第30节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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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现在，你觉得这些经文是如何帮助我们 

明白耶稣的话? 

所以，当耶稣说，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他不是在说人们 

在将来 

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他是在说 

人们在将来 

并不是因为看到过耶稣而相信， 

他们相信，是因为 

目击者写下来的、可靠的证词。 

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在说 

人们在将来， 

会做那些多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 

那是什么事情? 

相信他朋友的 

目击证词。 

一些人现在会说： 

“不。这样不行。 

我需要的远不止这些。我不能 

仅仅凭着书里简简单单几句话， 

就做出这样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我需要眼见才能相信。 

它还不够好。我需要比那更多的 

证据。我要眼见为实， 

最好能亲自碰到耶稣。” 

那我可以给你简短的回答吗? 

不，你不能。 

那我可以给你理由吗? 

两个原因我们不需要亲自看到耶稣 

就能信靠他。 

第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我们在我们国家里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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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世界各个国家 

法庭上每一天都能见到。 

如果你想象下一个陪审团 

每天都必须做的事， 

假设他们为一件犯罪事件 

聚集到一起， 

他们必须对那个被指认犯了罪的人 

进行裁决。 

他们会怎么做?陪审团 

没有看过犯罪经过，是吧? 

但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好几天， 

也许好几周， 

看到各种证据。各种各样的 

证据都呈现在他们面前。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样他们可以看到、 

听到的是什么?目击者的证词。 

如果有人声称 

看到了罪案，事实上， 

如果你有多个目击者的证词， 

那就太好了。 

因为那之后陪审团会做什么? 

一旦确定目击者 

是可信有效的， 

那么陪审团就会相信他们的话。 

这在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 

如果我们是陪审团一员 

我们不能说: “很抱歉， 

我得不出结论， 

因为我需要亲眼所见 

才能相信。”这不是事情运作的方式。 

人们每天做出重大的、改变人生的 

决定，并没有亲眼所见， 

而是凭借亲眼所见的人们的 

可靠的证词， 

所以他们做出了决定。 

第二个理由，使我们不需要 

亲眼见到耶稣也能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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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 

你们听过耶稣的大计划 

在世界各地 

传讲他的消息， 

这个计划不是要在全球各地 

都出现像多马一样的际遇，是不是? 

耶稣本来可以这样做。他可以说： 

“我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是 

我将会以个人的形式出现 

在一个又一个人面前， 

人们将会见到我。” 

但耶稣说，“不是的。 

我把这世上最伟大的消息传播出去 

的计划，是让人们去阅读理解 

写下来的目击证词， 

就像这本书中的一样。” 

在几分钟后，我要试着解释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 

这样的书上所写的内容。 

但我知道我今晚已经说了不少 

有争议的话， 

所以请你们花几分钟时间 

在你们的桌前讨论下我刚说过的内容, 

然后几分钟之后 

我们再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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