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八课 （下）



课程第一部分： 藉恩典而来的永恒救赎

救赎——与那充满爱的上帝永远在天堂里

上帝给我们的最伟大的爱之恩赐就是耶稣！耶稣那么爱我们，
以致他愿意离开他在天堂的家，身负他天父给他的使命来到世
上——为人类而活、而爱、而死。他离开了华美的天堂，在凶
残之人的手中惨遭残酷的死刑。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使我们能
得救。

上帝知道我们没有人那么善良，足以有权去到天堂。只有耶稣
代替我们所做的牺牲，才能使我们得到救赎，并能拥有永远住
在天堂的祝福，与那充满
爱的造物主同在。

接受耶稣保证我们可
以在天堂享受永生

约翰福音11:26a—凡
活着信我的人，必永
远不死。
约翰福音14:3—我若
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
那里去。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约翰一书5:11b—上
帝赐给我们永生，这
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
面。



我们只能借着接受耶稣而得救

我们没有资格去天堂。我们全都是罪人，而罪会导致灵性上的死
亡；但耶稣为我们而死，承受了我们该得的惩罚：

以赛亚书59:2a—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罗马书6:23a—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5:8—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哥林多后书5:21—上帝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所
以我们可以成为无罪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
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约翰福音14: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提摩太前书2:5—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
中保（中间人），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哥林多前书3:11—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两种宗教

传播福音时，我们常常会被以下的问题所打断：“看看吧！世上
有上百种宗教，每一支派的跟随者都认为只有他们的宗教是对的。
怎能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理呢？”

我们通常会这样回答：“你说世上宗教有上百种吗？那就奇怪
了——我只听过有两种。”

“那怎么可能，你一定知道有两种以上的宗教吧？”



“不。我发现，在各种宗教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存在，但最
终只有两种宗教。一种包括所有认为凭一己之力来得到救赎的
人；另一种则包括所有认为要凭借外来之力得到救赎的人。因
此整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能救自己，还是你必须靠别人来救
你呢？你若能成为自己的救主，便不需要任何讯息。你若不能
的话，那么你最好仔细聆听一下吧。”

我们无法凭借做好事而得
到救赎；救赎是上帝的恩
赐

以弗所书2:8–9—你们得
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
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提多书3:5a—他便救了我
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
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加拉太书2:16—因为凡有
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
法称义。
罗马书11:6—既是出于恩
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
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若是
出于行为，就不再是恩典；
不然行为就不是行为了。

耶稣的牺牲是因为我们全都是罪人，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完美的
。只有耶稣是完美的，那就是为何他能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
而上帝能宽恕我们的原因，因他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应得的惩
罚。他把救赎当做一份礼物送给我们，我们是永远都无法赚取



它的，我们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我们总是会做错事和犯罪。

上帝为有罪的人提供了宽恕之道。不论你有多坏，多邪恶或你
曾做了什么事都没关系，对上帝来说，那都无关紧要！只要你
向他承认你的罪，请他原谅你和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中，他就
会救你。

为什么只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并不足以救你

一场福音证道会过后，一位看来很有才智的人走到牧师面前
说∶“我看不出一定要有基督的血，我才能得到救赎。我认为
即使不相信他为我们流血牺牲，也能够得救。”

“很好，”牧师说道∶“那么你打算怎样得到救赎呢？”

“借着效法耶稣的榜样，”那人回答说∶“这么做足以使任何
人得救。”

“大概是吧，”牧师说∶“因此你打算一生都这么做吗？”

“是的，而且我很肯定那就足够了。”

“很好。我肯定你也想效法正确的榜样。上帝的话语已经告诉
我们怎样做，这里是有关基督的章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
也没有诡诈（说过谎）。’我想你也能够这么说自己了？”
（彼得前书2:22）

那人变得有点尴尬。“嗯，”他说∶“我无法完全说自己是这
样的。我有时候曾做过错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位救主。
而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借他为我们所流的血。”



洗净一切的罪恶

无论你的罪是什么，如你悔改，耶稣都会原谅你的！

约翰一书1:7—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
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有的罪，一切的罪！你不需担心所有这些不同的罪，因你所
有的罪都会得到宽恕：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会得到宽恕！
因为他应许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赞美上帝！

你不会失去你的救赎：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

约翰福音6:37—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
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翰福音10: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
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罗马书8:38-39—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
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出的，是低
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如你有了耶稣，那么你便有永生，而你是不会失去永生的！你
会丧失你肉体上的生命，但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永生。

救赎是永恒的！一旦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了，因上帝不会说
谎，或违背他的诺言或背信。上帝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你一旦
接受耶稣基督，你让他进入你的心中，你爱他，认识他，相信
他是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是一位上帝的孩子，将会活到永远！

你一旦以他孩子的身份“重生”之后，就会一直是他的孩子。



你不会变成从未重生过！

约翰福音3:36a—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你现在就已得到救赎了！你的救赎不是依赖你的行为，或是上
教堂，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事等。圣经上并没有说你将会得到救
赎，它说你现在就已经得到了！——“有永生！”如果你有多
次会失去它的危险的话，又怎能说你有永生呢？如它只持续几
分钟，直到你下个罪恶的想法出现或做了邪恶的事，就会失去
它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了。

一天之内，你怎能得救了、没有得救，然后得救了又没有得救
上百次呢？有些人说：“嗯，除非直到我死了，他衡量过我所
有的好行为与坏行为后，我才知道我是否可以上天堂。如果我
的好行为超越我的坏行为，那么我才可能有机会。”他们永远
不真的确知他们的立场如何，他们何时、在那里、如何得救、
又是否得救等等！
那真会使你变得精
神衰弱甚至崩溃呢！
但感谢上帝，我们
可以歇息和感到安
心，因我们知道我
们无需再担心我们
够不够好，或我们
是否太坏了，或我
们是否做得到，或
每天都不知道我们
将会得救与否。如
果你能救自己的话，
上主便不需为你舍
命了。



的确，如果你为人处事按照他所期望你的方式去做，又去做讨
他喜悦的事，你很可能会得到他每天的祝福，这倒是真的。耶
稣一旦救了我们，是持续到永远的，而他的恩赐是永生。

犯了错怎么办呢？

只因为你得救了，并不意味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和好的！虽
然你的罪不会使你失去你的救赎，但你若行走在歧途上，你可
能会失去在你生命中一些上帝的祝福。

罗马书6:1,2,11,16 - 那么，你们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犯罪，以
便使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吗？当样不行！你们应该明白自
己已死于罪的势力，并且通过耶稣基督为上帝而活着。 毫无
疑问，你们知道，你们把自己卖身给谁或什么，也就成为他或
它的奴仆，你们服从的人或事物便是你们的主人。你们可以服
从罪恶，或者服从上帝，做罪的奴隶，结局是死亡；但是，服
从上帝会得到上帝的认可。

如果你得罪了上主与别人，又没有承认、悔改和加以纠正的话，
你会因此在某方面承受其后果。身为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上
主会尝试帮助你从你的错误中学习，和脱离生命中的歧途。

希伯来书12:6 —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他惩罚每一个他所
接纳的儿子。
启示录 3:19 - 凡我所爱的，我都会责备、管教。

请记住，即使你没有服从，并因你的罪被上主所管教，你一旦
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



课程第二部分: 耶稣的死结束了摩西律法时代，
开始了恩典时代

摩西律法是上帝给摩西的法典。

出埃及记24: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
我要将石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
百姓。

在最开始时，上帝创造了人类是要他们像充满感激的孩子一样，
自由而乐意地选择去爱和服从他。他起初的整个计划，真的是
宁可仅凭恩典和信心而已，只有很少的规则及律法，每件事都
应该是出自爱心自愿去做的——那是他原先的计划。

然而人却变得越来越不服从和邪恶，上帝必须给人类更多的律
法、条例和规定。这些律法不是为正直的人而设定的，因为正
直的人不会去伤害或错待他人；这些律法是为犯法者、邪恶和
罪恶之人而设立的。
律法是为那些做邪恶之事、无爱心、伤害别人的人所设立的。
圣经说：

提摩太前书1:9—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
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

因为人类没有按照恩典、信心和爱而行，上帝必须采用严厉的
规则。但法则条例无法拯救人类，它只是显示出人犯了什么错。

事实上，按照摩西律法的标准，没有人能成为好人。摩西律法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罪人，因没有人能遵守所有的律法！

加拉太书 3:10 - 凡以遵行律法为本的人都在咒诅之下，因为



圣经上说：“凡不遵行律法书上一切命令的人必受咒诅。”
雅各书 2:10 - 人只要触犯律法中的一条，就等于违犯了全部。

小心谨慎地遵守摩西的律法从未使任何人得救

罗马书3:20—无人能够靠遵行律法而被上帝视为义人，律法的
本意是要使人知罪。
罗马书9:31-32 —而靠遵守摩西律法企图得到上帝认可的以色
列人却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自己的
行为去追求义。

旧的律法不过是真实事物的复制品和投影而已

歌罗西书2:16-17—所以，不要让人在你们饮食、节期、月朔或

安息日这些问题上论
断你们。这一切不过
是将来之事的影儿；
基督才是实体。
希伯来书8:5—他们供
奉的事，本是天上事
的形状和影像。
希伯来书9:10 - 因为
这些不过是关于饮食
和各样洁净礼仪的外
在规条，等新秩序的
时代一到，便不再有
效了。
希伯来书10:1—律法
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像，总
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



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实现成全了律法的目的，并终结律
法的统治

罗马书10:4—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歌罗西书2:14—（上帝）撤销了指控我们违背律法的罪状，将
它和基督一同钉在了十字架上。
希伯来书8:13 —（上帝）既说“新约”，就把以前的约（盟约）
为旧（废弃）的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希伯来书10:9 - 他 (耶稣) 除去在先前的（律法），为要立定
在后的（基督的牺牲）。
希伯来书8:6—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
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律法只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指导者
或“教师”，来向我们显示我们是罪
人，引领我们到上帝面前请求怜悯，
向我们显现他绝对的完美和完美的正
义，而我们是永远无法达到这种地步
的：

加拉太书3:24-25—这样，律法是我们
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
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
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
了。

一个约定或契约通常会以立约者之血
来加以印证。有时候他们会刺他们的

手指，用血来签名，以证明他们是认真的。当耶稣牺牲流血时，
在某方面来说，他是以他的血在盟约上签名。这就是新的契约。



得救之人不再受严格的摩西律法之束缚

耶稣已释放我们不受摩西律法的束缚，他给了我们“爱上帝和
爱人如己”的律法来取代它。

罗马书6:14b—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罗马书8:1-2—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了。

上主宁愿我们自愿并快乐地以正确和充满爱心的动机，去做他
要我们做的事情，理由是我们想要做对的事，我们爱他与别人，
而不是只因为律法或是害怕会受到惩罚、审判等等之故才必须
去服从。

加拉太书5:1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了。
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
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救赎是简单的

耶稣来是要尽力使我们很容易地得到救赎！他向人们显示他们
不需要跟随宗教律法、规定、条例、十诫和其余的一切了。他
们所需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救赎，并请耶稣
给他们救赎就行了。

这整个概念是那么简单，如孩子般单纯，以致耶稣说你必须变
得像小孩子，这样你此生而且现在就可以进入他那充满爱、喜
悦、快乐的灵性王国，并且来生在他的天堂王国里享受美丽、



奇妙又令人兴奋的永恒。他说：

马太福音18:3—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
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约翰福音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
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一个婴儿了解他母亲的爱吗？一个小孩了解他父亲的爱吗？不
，他只是能感觉到、知道、接受和得到它而已！甚至在他了解
语言之前，甚至在他学会说话之前，他就了解爱、感受到爱，
他信任他的父母，因为他们爱他。他并没有在圣经里念过，也
没有读过来自他母亲的爱之书信，他只是单纯地感受到她的爱
，在她的行动中看到她的爱罢了。

因此，你不需了解上帝的一切，才能知道他美好的爱和在耶稣
里的救赎，你所需做的就是去接受！

让我们尽情生活吧！
耶稣的爱的话语

如果你已接受了我，那么你就找到了活出丰盛生命的秘诀。我
不仅仅是一个2000多年前活过又死了的历史人物。因为我从死
里复活，所以今日的我，比我当初生活在这世上时甚至更活生
生和活跃。此外，因为我活着，所以你也能如我起初所计划的
那样体验生命和爱，不但现在、且直到永远，无穷尽及永恒地
享受它们。没有我医治不了的伤痛，没有我不能转变成喜乐的
悲伤，没有我不能供给的需求，没有我不能填充的空虚。

今天我在每一颗欢迎我的心中活着。我活跃着，工作着，只要
我有机会，就不停地更新、修复、充盈，让万物都更为佳美。
让我活在你里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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