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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初步

第一日: 福音為中心是什麼意思
歌林多前書 15:1-2
在我們的教會裡，我們希望以福音為中心。 但福音是什麼？眾多的人
談論福音，而它代表著廣大涵意。 我們告訴人們我們需要廣傳福音，
宣講福音，了解福音。但那是什麼？ 現今的看法，這似乎就是一廢物
抽屜的好東西。 這是關於神的愛的信息嗎？ 這是對幸福和成功生活的
一種承諾嗎？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 章中提醒他的聽眾基本的信息。 他以這片段開頭，
告訴哥林多人說這是已經傳講過的道，也被他們接受並因此得到拯救。
讓我們研究這些經文中的各種短詞組語，以了解福音是什麼。

问题与思考
1. 在哪方面你是一直很挣扎的呢？哪些地方是家里人或朋友说你很固执
或是你的弱点呢?
2. 你有没有或曾经有什么做法是已经习惯了的， 无法想象说可以戒掉
的呢？
3. 你相信神有能力改变你吗？是什么让你无法相信呢?有没有什么方面
是神已经改变你了的呢？

V1. 提醒- - 首先，福音是我們需要的提醒。 這是需要被重複的事情。
儘管保羅是在寫信給已經充滿基督信徒的教會，但他在信中還增加了這
提醒。 為什麼有人會提醒我們一些事情？ 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幫助我們。
這是我們可能忘記或傾向於忘記的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 甚至長期信
徒也可以忘記福音，而以工作代替福音。 我們有時會根據我們對上帝
的遵守程度來衡量自己的信仰。 其他時候，我們忽略了福音的教導，
這福音教導我們擺脫了罪惡，不再應該生活在罪惡之中。 我們需要被
提醒。
V1. 福音被宣講- - 福音對我們來說並非自然的。 不接受福音是我們的天
性本質。 在許多方面這都是非自然的，因為它取決於恩典。 一方面，
我們的表現好像上帝對我們的待遇是我們應得的，或是我們可以挣得的。
其他人知道他們不配得到，也不相信上帝會對我們如此憐憫。 是以宣
講和教導福音是必須的。 上帝可以使用天使，異象和奇蹟。 但是在使
徒行傳中，上帝選擇讓人傳講告訴人們有關耶穌。 福音不是我們從內
在自己想出來的。 宣講提醒我們，這信息在我們以外，是從另一處來
的，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這都是事實。
V1. 被接受了- - 僅僅聽到福音是不夠的。 僅頭腦心知道福音是不夠的。
有很多人可以說和解釋福音。 它必須也被接收。 必須被領受。 福音
告訴我們我們是誰。 我們是罪人。 它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救恩。 它告
訴我們，我們不配得到它。 它也告訴我們，儘管我們如此糟糕不配良
善，然而上帝仍給了我們我們不配得到的。這必須被收到。 必須被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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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一个例子
提摩太前书 1:12-17
你相信说神有能力可以改造一个恐怖分子吗？神能够改变一个中了邪，
其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伤害毁灭的人吗？基督徒相信福音有改造人的
大能。福音能使高傲的变谦卑，能把充满仇恨的变成满有爱心的；能把
悖逆者变成神的孩子。保罗就曾是那样被基督改造了的人。如果你去读
‘ 使徒行传’ ，保罗的故事分三个地方出现。保罗经历耶稣后充满热情
地去追求耶稣赋予他生命的意义。原先保罗是作为法利赛人被培养和训
练的，他热切地研读犹太圣经也努力实践律法规条。他的家谱可以追溯
到便雅悯支派，又在当时头号的拉比名师伽玛列手下受严格的训练。基
督徒刚开始受迫害的时候他就赞成用石头打死，第一个基督徒烈士史提
反被打死的时候他就在场。他甚至远出到外邦城市去抓回耶稣的信徒到
耶路撒冷定他们亵渎的罪。
但神在一次他去这些城市的路上让保罗遇见。在人眼看不见的异象中耶
稣向保罗显现并和他说话。保罗被震落马下，双眼失明，直道一位叫亚
那尼亚的基督徒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他。过了些时候，保罗不但相信了耶
稣，还专注他的热情和精力宣扬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同样一个人，曾经
逼迫基督现在却是不顾生命地传扬基督。毕其一生， 保罗都是宣讲福
音，教导教会，帮助人们明白耶稣所成就的大事。他明白神在使用他，
但总是说是神怜悯了他。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神拣选保罗对他施
怜悯呢？

V2. 我們必須繼續挺立並堅持下去- - 福音的信息啟示是沒有畢業的。 這
是我們擁有可以支持我們經過生命和死亡的唯一。 這信息不僅是給外
邦人或非基督徒的。 那些識得福音並珍惜福音的人也必須繼續堅守下
去。 我們比我們更願意自我承認的，我們依賴自己的能力，聰明才智
或良善。 或者，另一面，我們陷入絕望思維以為沒有人會愛我們。 相
反，我們能依靠的將僅是上帝的恩典。 它破入我們罪惡的最黑暗的深
處，從而帶來安慰，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經來並為我們的罪而死。
反省思考的問題:
1. 你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並理解福音？ 是誰與你分享的？
2. 為什麼福音值得為之生和為之死？
3. 你能清楚地解釋福音嗎？ 它仍會讓你激動嗎？
4. 在上帝和他人面前，有那些可能是你依靠自己或自己的長處才能的方
式？

是不是因为神知道保罗会做好事呢？还是因为保罗有学识，受过教育或
是有语音天赋？都不是- 不是保罗具有什么神需用的， 神可以随意造成
有这些技能的人， 保罗也不敢夸耀他自己的技能。保罗在 15 节就说
“ 耶稣基督来这世上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换句话说，保罗认
为他是罪人中罪坏的，但是神怜悯了他， 这样“ 耶稣基督就给大家看
到一个完美的例子他是如何耐心对待那些相信他寻求永生的人” 。
所以如果神能改变保罗，神就能改变你。如果你 在骄傲，易怒，淫欲，
苦毒，说闲话，自私，总觉得人家欠你或是其他情况中挣扎，圣经告诉
我们神有大能要施怜悯于你并且要改变你。有些改变可能很快。就有见
证表明有时候一个人生命可以戏剧性地大改变。也有一些改变是用一生
之久完成的。保罗用他的全部生命来彰显基督而不是他自己。愿圣灵赐
你信心来相信和信靠他，像改变保罗一样改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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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 屬靈失憶症
歌林多前書 15:3-11
我發現我的某位老導師使用的一短詞在過去多年對我非常的有幫助。
“屬靈失憶症”。它的意思是忘記過去已經學過或認可的屬靈真理和教
訓。 我們都會有忘記時。 通常，我們的壽命越長，從過去的經驗和習
得的功課就越深遠。 對於我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我們也許能記得我們
遇到上帝時的退修會或我們生命中的艱難季節，那時上帝顯示了祂自己。
保羅希望哥林多人記住基督的基本信息。 通常我們會陷入事奉、生活
和試圖在屬靈上看起來成熟，而忘記了福音的基本信息。
首先，保羅提醒他們，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是依據聖經的。 耶穌來到
這個世界是有目的的。 他的到來不僅是做我們的榜樣，而且是我們的
救主。 他為我們的罪而死。 他的目的是贖罪，使我們再次與上帝合一。
為了做到這點，耶穌必須破除那使我們遠離上帝的事物。 我們的罪過。

神如此地爱我们以至于当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基督 就为我们死
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 我们有盼望了， 我们不用再害怕
神的愤怒因为耶稣都承担了。现在神不再是和我们作对的而是为我们的。
福音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是不能指望自己救自己的，没有人可以自夸，
但我们做不到的神替我们做了。
问题和思考
1. 当你意识到你没法顺服神时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如果耶稣没有为你的罪死你会怎样对付你的罪呢？
3. 尽管你是罪人耶稣还为你死，你心里有什么感受？知道说全都是因为
耶稣死了你才能与神有关系，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第二，這符合舊約的承諾。 基督的死與復活是整個舊約所導向要達到
的目標。 舊約有很多英雄和信心偉人的例子。 但是每個人都失敗了。
耶穌是第二位亞當，祂在亞當犯罪之處成功了。 耶穌履行了以色列國
民在地上代表上帝應該承擔的角色。 耶穌是大衛的後裔，祂實現了上
帝的應許，亦即有一天大衛的後裔中有一位將永遠坐在寶座上。
第三，耶穌的生死與復活不是虛構的故事。 保羅和其他使徒是耶穌的
見證。 他們是證人。 保羅寫信時，仍然有許多活著的目擊者。
第四，福音是給那些需要恩典的人的。保羅本是在那些不配得救和被領
養進入上帝家中的人。 他迫害甚至試圖消滅基督教。 但是上帝向保羅
展示了恩典。
福音是真理隨著深切衷心信念的結合。 兩者都需要。 這是我們需要記
住的。
反省思考的問題:
1. 你忘記或失去對福音的興趣有那些方式？ 這如何表現在你的生
活中？
2. 如果我們傾向於使我們的靈命只是真實的信息而沒有信念或者只
是信念卻沒有真實的信息，會有那些危險？
3. 知道上帝能拯救像保羅這樣的人，怎麼給你帶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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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因他的宝血称义

第三日: 恩典與功績

罗马书 5:6-11

以弗所書 2:8-10

福音里一些说法让人不舒服。有一次我和一位对耶稣挺接纳的大学生聊
福音，我们讨论到世界上的罪， 我解释说罪有时是别人对不起我们，
但有时又是我们对不起别人。她有点受刺激，打断我说：“ 喂你是在说
我是罪人吗？是个坏人?” 你看，有时候外面的人对尖锐问题比教会内
的人更敏感。
我对教会的担心中有一样就是福音的信息被模糊掉。有时，出于好心，
基督徒会用想当然而不是依靠神来做成救人的工作，比如：为了让人更
容易接受，我们把福音改得让人好受些， 我们可能就只讲神的爱；或
者只讲讲神如何在我们困难时帮助我们， 或是帮我们恢复夫妻关系，
或是神医治我们。当然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的，说这些都没问题，问题在
于那些漏掉留着没说的。福音里有些东西就是直接针对我们的生活的，
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只有当我们思考剖析了这些问题，明白的福
音就不是神想要你明白的样子。人都想自己做主不愿被神管，当他听到
的信息只是神的爱，他把神当作他的工具- 你看我们是在讨好充满罪性
的心给了罪人他想听的而不是他需要的。
今天的经文在描写我们的心和生命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听话，它说我们是
罪人。罪这个字背后有多重意思。 它可能说的是某人犯了律法， 也可
能是在说某人错误地生活， 也可能是在说我们悖逆神- 事实上我们是神
的敌人。
基督来为罪人死。他的死不只是为了让不堪这世界重压的人一点喘息的
机会，不只是为了那些被爱遗忘的人， 不只是为了给人一点鼓励， 当
然神对生命破碎的人们 充满怜悯，但基督是来替罪人死。他来不是给
人们更多道德规条去遵循，他来是让悖逆者能和神和好， 他来是要救
罪人脱离神的审判- 神的愤怒。
但是，福音的信息还没完。如果神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 是罪人， 你们
我们就崩溃了，因为我们没有盼望了，然而福音告诉我们有好消息。
当我听到那女大学生的反应我微笑了，因为我知道她明白了，她明白说
人家是罪人是冒犯人的，我就对她说“ 等一下， 好消息在后头，你要
先听完坏消息才能得到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我们都是罪人- 在神面前
我们是悖逆者，这可不是什么鼓励或好听的话，这话同样打击我们的自
尊心。- 但是话还没完，福音告诉我们还有希望- 神的爱是如此之大- 他
可以爱我们这些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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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福音與我們許多人對宗教的期望相反。 這就是為什麼它與
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原因，以及為什麼有時甚至在教會領袖中也忘記了
它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斷提醒自己的原因。 在聖經中，
最早的使徒寫下了福音的含義。 但是福音遠非如我們所期望的。 大多
數人期待的是，上帝會愛護並關心那些表現良好並做祂想要的事情的人。
我們確實希望上帝愛和關心那些行事良正的人，而懲罰和憎惡那些沒有
做好的人。 但是福音告訴我們的卻有些不同。
福音告訴我們的，首先我們都是罪人。 （羅馬書 3：23- “因 為 世
人 都 犯 了 罪 ， 虧 缺 了 神 的 榮 耀。”）。就是我們誰都沒有
達到我們應該遵守過活的標準。 我們每個人都不配得到接納，也無能
站在上帝的聖潔面前。 在整個舊約和新約中這一再的被確認，亦即沒
有人可以來到上帝面前。 這意思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與上帝隔絕並為
我們的罪受懲罰。
但是福音的不可思議部分是，我們被告知上帝派祂的兒子到世上為不敬
虔的人而死（羅馬書 5：8）。 耶穌不是為了給人們更多的道德教導而
死。 耶穌是來為那些拒絕上帝的人而死。 他上十字架是接受了我們的
懲罰並賦予我們新的生命。
在今天的經文中，我們被告知人們被拯救是“因恩典”。 恩典是上帝
所賜的免費禮物。 這東西不是賺得掙取的。 這不是“工作”的結果，
不是人的努力或人的決心。 這不是因為，個人為教會所做的所有辛勤
工作，及你怎樣良好的過活或付出了多少奉獻。 我們需要被救。
然而，這在整個教會歷史上一直存在爭議。 許多人對此想法感到不舒
服。 有人說，如果你說得救是免費的，那麼人們將以自己想要的任何
方式生活，並且隨意多地犯罪。 這是早期教會以及整個教會歷史上幾
位教師的關注點。 但是保羅說的很不一樣。
在第 10 節中，我們被告知，我們所做得好的是基督耶穌裡更新和重生
的結果。 一個例子可能有助於解釋這段經文的含義。 因為一個人打扮
得像皇室成員，說話像皇室成員，行為舉動像皇室成員一樣，並不意味
著他們就是皇室成員。 但是，如果他被收養為皇室成員，雖然該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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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不能忍受
能需要耗費好一些時間來學習如何像皇室成員一樣行事，但這並不能變
事實就是該人確是皇室成員了。 福音的意思是，由於耶穌的所作所為，
我們被賦予了皇室特權，而不是因為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 僅僅是因
為恩典。

腓利比书 1:15-18, 加拉太书 1:6-9

有時我喜歡這樣說：我們並没有行好至於能進入天堂，卻是因為我們要
去天堂，所以我們能做好行良。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遇到的两种情况。写腓利比书时保罗是
在监狱里，但即使在这种境况里他还是喜乐。为什么呢？当保罗传道时
他遇到过许多嫉妒他的传道人。保罗 很受欢迎且是使徒，他有影响力
又带着权威，这是别人没有的。但是保罗没有把这些传道人当成对手，
相反他很宽宏，不论人家的动机如何他都很喜乐，他高兴单单就是因为
福音被传开了。

反省思考的問題:
1. 你是否曾經對你的救贖感到不安全？ 這段經文如何給你安慰，儘
管你是有許多的罪過？
2. 因恩典得拯救與因功績得拯救有何不同？
3. 今天上帝的仁慈如何鼓勵了你？

但是，在加拉太书里保罗怀着很深的关切写给加拉太教会。他最最关切
的是加拉太教会丢弃了福音。因为曾经有一些教师到那里说如果想要成
为耶稣的门徒，先要守摩西的律法。这些人教导说一个人要想在神眼里
看为对的就该有好行为。保罗对这样的教导是毫不留情面，他说不论是
谁教导别样的福音，即使他是天堂来的天使都该受咒诅。
为什么保罗在头一种情况时那么宽宏，在第二种情况中却又那么不通人
情呢？因为在腓利比的情况是个别人私下的嫉妒。并不是说嫉妒或自私
的争竞是对的，而是保罗并没有因那些人的嫉妒受伤。他说没关系‘ 只
要福音被传开了就好了’ 。但加拉太的情况不同，那些教师是在教导反
福音的东西，他们增加了要求- 你必须靠好行为得救。就像有人比喻的：
这两者的差别就像是行为的宗教和恩典的宗教， 所以保罗不客气地说
靠行为得救的教导是对真福音的歪曲。
为什么有人要歪曲福音呢？教会历史上有各种各样歪曲福音的潮流。一
方面， 人们想要更有力的信仰，这对，也很好。但如果说要得救需要
自己去挣就过分了。另一方面，又有人走到另一极端说没必要顺服，神
的恩典会把一切都包庇，有一些大罪就是这样被遮盖的啊。但是使徒们
清楚明白好行为是信仰的果子，得救的果子，不是得救的原因。因为好
行为从一颗被圣灵改造了的心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得救的人晓得神的爱
渴望回应这爱。但要知道这是超自然的 ， 我们要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按照我们罪的本性是不愿服侍神的。所以先要承认我们做不到，我
们需要神来改造我们的心才行。这就是福音的真像啊！
问题和思考
• 当你守规矩时你是不是觉得更自在安全些？当看见他人不知道怎么
守或是破坏规矩时你会瞧不起他们吗？
• 有时看到有些人没有你那么恩慈时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他们好？你
看到有人特别强调规矩是不是很瞧不起他们？
• 这两种态度为什么都不符合福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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