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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彼得后书 1：1－4，内容为：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

写信给借着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得到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愿你们因认识上帝

和我们主耶稣而得到丰富的恩典和平安！因为我们认识了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上帝，

上帝以祂神圣的能力将生命与敬虔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了我们。 借此，祂已将既宝贵又伟大的应许

赏给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世上私欲带来的败坏，能够有份于上帝的性情。 

请注意，在经文中有一个我们要得到的东西。这封书信是写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从上帝和耶稣

基督的义中得到宝贵信仰的人们。通过信仰所得到的伟大的目标是上帝的义。那是要如上帝的正

确一般正确；要如上帝的纯洁一般纯洁；要如上帝的圣洁一般圣洁；要如上帝一般从罪中得到释

放。 

第 3 节说，上帝以祂神圣的能力将生命与敬虔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了我们，第 4 节又说，借

此，祂已将既宝贵又伟大的应许赏给了我们。 

  现在，让我来向您对比圣经的基督教与地球上其它每一种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信仰的区别。您

可以将其它每一种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信仰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是相同的。圣经的基督教说，没

有人能凭借他们自己的功绩去往天堂。其他任何宗教或非宗教的信仰都相信，永恒的生命是通过

勤奋刻苦的劳动获得的。每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按照圣经的定义，而不是按人的定义）的人都

相信同一件事-“如果我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有足够好的表现，我将赢得上帝的恩惠并获得永

生。” 

我在星期五晚上和一个喝醉的年轻人交谈，在星期三早晨和一个虔诚的宗教人士交谈。 他们

属于非常不同的宗教，对上帝持有非常不同的见解，有非常不同的背景和修养，但他们都相信同

一件事。 他们都认为自己目前还不足以进入天堂，但是他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足够好取决于不同的宗教信仰。 足够长的时间取决于寻求永生的人的诚意。 但是，无论您想

研究哪种宗教，它都会教导说，如果您有足够长时间的足够好，神就会给您及格的分数（相对于 

不及格的分数），您将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  

圣经的基督教指出，您必须拥有如同上帝一般的绝对公义，否则您就不会及格。 您必须拥有

如同上帝一般的绝对圣洁，否则您就无法进入。您必须拥有如同上帝一般的无瑕的纯洁，否则您

就没有永生。 

所以我们的经文说有些人的平安倍增（第 2 节）因为有东西被赐给了他们。有些人逃脱了堕

落（第 4 节）因为有东西被赐给了他们。有些人有永生的希望（第 3 节）因为有东西被赐给了他

们。太神奇了！ 我们读到的经文说，给予这些信徒的是上帝自己的公义（1 节）。通过恩典，他

们得到了上帝自己的纯洁，上帝自己的完美，上帝自己的良善。 

  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份不可思议的礼物的。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

西门·彼得，写信给借着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得到同样宝贵信心的人。 



宗教说：“相信自己，你就会走向上帝。” 您可以和我争论，声称宗教需要仪式，牺牲，金钱

或一系列行动。 没错，但归根结底，您信仰的是谁？ 不是上帝，而是你自己！ 

我在星期五晚上问了这位年轻士兵，问了我在星期三下午问老年人的同样问题：“你希望如何

去往天堂？” 他们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证明了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和对自己良好工作的信心。 “我这

样做了，所以我相信上帝会接受我...我没有那样做，所以我相信上帝不会拒绝我...” 

最重要的是，每一种宗教，每一种非宗教，每一种哲学和每种礼节制度都让您信任自己。这

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道德的人，宗教的人或真诚的人能确定地说他们死后会去天堂的原因。他们

的公义标准是没有标准的。它不存在，因此他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达标。 

如果我今天问你，“你得救了吗？您确定将会去天堂吗？”许多人会说：“我想我会去天堂”或

“我希望我会去天堂”或“我想去天堂”。诚实回答的所有宗教和非宗教人士都必须说：“我不确定我

会不会去天堂。” 

如果我问：“你即可以确定为什么却不确定呢？”答案会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确定。” 

这是因为，如果您是在信任自己，则无法确定！ 您可能做得还不够。 您可能没能一直做足

够。 您可能未满足正确的一组要求。 因此，您永远无法确定。 

  另一方面，那些把自己的信仰放在上帝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他

们不以自己的公义为荣，而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公义。他们不把希望放在自己的功过，而是把

希望放在耶稣基督的功过–主认为这样的人是义人。 下面我们将解释如何实现。 

在如今的时代，传福音如此困难，是因为那所被称为基督教的实际上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

驰。如果您打开宗教电视台，您会被告知“相信自己”。如果您去宗教书店，则可以找到自助书。

如果您去教堂，传道人会受到社会压力，要求他们说你是多么美妙，上帝终于拥有你会多么高

兴。现在那被称为基督教的，仅仅是对自信心的一种诉求，对信仰自己的一种诉求，对竭尽所能

的另一诉求，而上帝将不得不让你进入天堂。没有东西会更远离事实。 

圣经说，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行使应有的信仰，我们可以拥有和平与生命的宝贵应许，作

为上帝的礼物。当您这样说时，基本基督教常常与仪式主义基督教或根本没有基督教一样令人困

惑。您看，对耶稣的信仰听起来不错。但是哪一个耶稣呢？ 

许多人相信马槽里依靠玛丽并在她怀里的小婴儿耶稣。许多人相信做奇迹的耶稣。 其他人向

这位为人类树立榜样的伟大老师表示认同。 许多人相信那在十字架上惨烈残酷而流血死亡的耶

稣，被错误地指控和误解。 甚至有些人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胜利地回到天堂。 

那一切都很好。 耶稣是上帝的由处女生下的儿子，是马槽中的婴儿。 耶稣是无罪的奇迹劳动

者，从未有人讲说与他一般。 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以偿还我们的罪的祭品。 耶稣就是复活，因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耶稣是坐在父右边的生命。 但是这些都是理智的事实！虽然您必须对耶稣

基督有正确的认知，但对耶稣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的理智的理解，与对主耶稣基督亲自赐予的

上帝公义的信仰相去甚远。 

和我一起思考。 如果撒但在这里必须说实话，他会说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由一位处

女所生的。 他知道这一点。 他没有得救。 如果您问他耶稣基督是否一直讲真理，耶稣基督是否

做了奇迹，他是否在水上行走，治愈了病人并让死的起来，那么撒旦会说：“他当然做了！” 他不

能否认这些事实。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 撒旦知道这一点！ 魔鬼知道耶稣基督

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被尊为复活和生命。 



因此，我说，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对的和正确的真理对您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那不会让您

本人比魔鬼更接近天堂。 如果您有正确的理智事实，但尚未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您就没有永

生。 您有必要的事实，却没有必要的公义。 

圣经在罗马书 3：20-28 中说，所以凡有肉体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眼前称义...这跟

您认为自己比亲戚更好没有关系。这跟邻居认为您比其他邻居更好没有关系。这跟您的室友认为

您是整个禁闭室中最好的囚犯没有关系。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人足够好！ 

但是现在，法律和先知们见证了上帝没有律法的公义。甚至是通过耶稣基督对所有人和所有

相信的人的信仰所带来的上帝的义：因为没有区别：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缺乏上帝的荣耀。通

过基督耶稣里的救赎被他的恩典自由地称义：神借着对他的血脉的信心，立定要为自己的救赎，

通过上帝的宽容宣布他的义对减轻过去的罪孽；我要说这一次是他的义：他可能是正义的，是信

耶稣的人的辩护人。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法律的行为，一个人因信仰而称义。 

你是否在认真的阅读？ 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百分之一百公义的。 他从未犯过罪。 

他将永远不会犯罪。 他是纯洁、圣洁、无害、没有污秽、与罪人分开（希伯来书 7：26）。 其他

人与他相比。 我们都犯了罪，没有达到上帝的荣耀。 

主的话说，上帝的儿子是由处女生的（理性），他过着无罪的生活（理性），他死在十字架

上，他从死里复活了（理性），他作为救主坐在天堂里（理性）。 现在，您知道所有这些并相信

所有这些，您是否知道他的公义是任何人上天堂的唯一途径？ 如果您相信并信任他，他就会给您

他的公义。 

当您完全信靠他时，上帝会把耶稣基督的义视为您的义。因此，我们在罗马书 3 章中读到，

当上帝看着信徒时，上帝看信徒为有义的。 这不是信徒本身的公义，而是上帝自己的公义！ 因

此，当有人问：“你会去天堂吗？” 你说：“是的！” 因为你不是相信自己，而是相信耶稣基督。 

我知道我拥有永生，因为我被赋予了耶稣基督的公义，这是唯一足以使某人进入天堂的公

义。 这就是我所依赖的。 我的信仰不在我所做过的任何事情，我没有做过的任何事情，我会做

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做的任何事情。 我的信仰是上帝的义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并为我复活。他

是我唯一的去往天堂的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道悔改。 直到一个人悔改，否则他就永远不会承认除耶稣基督以外就没

有其他通往天堂的方法。直到一个人放弃他的自信，他的自我希望和他对宗教的信任，否则他将

永远得不到拯救。尽管它不受欢迎，但我们却极力传道反对宗教和教派，因为有许多人相信他们

的善行而不是救主。直到那虚假的信任被剥夺，不然对耶稣基督就不会有真正的并有救赎性的信

任，他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当一个人说有很多通往天堂的方法时，他在说的是，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善行来拯救自

己。 无论一个人是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政治家，还是圣礼教堂的成员，还是妥协的伊玛目，他都在

表达自己的信念，即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功绩而获得永生。当一个人说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就是耶

稣基督时，他被认为是可恨的，被指控谴责他人的宗教。实际上，通过同意上帝的话，他谴责所

有人也包括他自己。 他说除了耶稣基督的义之外，没有获得天堂的希望。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说自己是基督徒，还说其他信仰的人可以上天堂的人们正在证明自己不是基督

徒的事实！他们可能参加某些标榜为基督教的作品体系，但他们不了解基督耶稣中的公义和救

恩。 



  与我一起看《罗马书》第 10 章。观察理智如何让位给真正的信仰。罗马书 10：1-2 说，弟

兄们，我心里所渴望的和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为他们作证，他们对上帝有热

心。仔细看。 他们相信上帝。 他们相信上帝赐予了圣经。 他们向上帝献祭。 他们去为上帝建造

的圣殿，在那里崇拜他。 他们相信没有别的神。 他们是热心的！ 那他们漏掉什么呢？ 

第 3 节说：因为不明白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他们就不服上帝的义了。这个真理必须

被理解。看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公义！他是唯一一位完全公义的人。看整个人类。他们都犯罪

了，没有达到上帝的荣耀。他们不是公义的。 

所以我说：“先生，你会去天堂吗？” 

“希望如此。”   

“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受洗了。” 

他没有顺服上帝的公义。 他展示着自己的公义。 

“夫人，你会去天堂吗？” 

“希望如此。” 

“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一直是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人。” 

她没有顺服上帝的公义。  

“告诉我，你会去天堂吗？” 

“当然，我认为会。” 

“基于什么？” 

“我属于这样那样的一个教会。 我实行这样那样的宗教。” 

您是否看到这些答复中的每一个都是对自信心的陈述，而都不是对主耶稣的信仰宣言？ 

上帝的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就是向一个人表明他是不义的，他犯了罪，他没有达到上帝要求

的进入天堂的荣耀。如果圣灵能够说服那个人，他永远都不会善于凭自己的功绩入天堂，那么那

个人将只剩下两个选择。第一，他可以拒绝圣经的真理，相信自己或他的宗教信仰。 第二，他可

以谦卑于自己的无价值，服从上帝的公义。 

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并相信无罪的上帝儿子的功绩的人将被上帝赦免并获得永生，

因为主会认为（算）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为绝对的公义。继续信任自己的人将死在自己的罪孽中，

然后在地狱中醒来。 

这就是为什么对人的灵魂最大的危险不在于邪恶或不道德，而在于宗教。 在所有宗教中，最

该死的是与人文主义自我爱混合在一起的宗教。任何使人错误地相信自己足以赢得永生的错误信

念，都会使该人更加接近诅咒。任何事物会使人相信他的软弱，罪孽和缺乏完全公义，都会使他

更愿意向耶稣呼吁赦免和怜悯。 

回到《罗马书》第 10 章，我们看到人们必须从对耶稣是谁的纯粹理智的理解转向对耶稣是

谁的属灵的理解。 他是神的公义，没有他就无法进入天堂。因此，第 4 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

基督，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一个人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达到上帝标准，并且他有着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的那天，就

是他可以被拯救的日子。 



有人买过东西给你吗？ 如果他们买了它并将其交给您，那么它已被付了费。 耶稣基

督为你买了永生。 那么它也已被付了费！ 

您会在门外刮取硬币或乞讨或洗碗来支付已付款的餐费吗？ 您不会。您为什么要跳

过铁环，爬过这个献上那个，又希望怎么样在已经付了费的情况下购买永生？耶稣基督想

给你足够的公义进入天堂。 

如果您会谦卑自己，并全心全意相信耶稣，您就会得到永生。 如果您不凭信心从他

那里取走这公义，您将永远无法得到。 

我了解在生活中电视的影响力，联邦学校的灌输和宗教干扰使人们难以得救。当我说

没有人足够好去天堂时，自爱的美国人说：“那是负面的。” 当我说你必须悔改时，自爱的

美国人说：“这很令人反感。”当我说您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足够好，如果您不信任耶稣基

督，您将死在自己的罪中，自爱的美国人说：“你怎么敢这么可恨。” 

同时我在说这些得罪您的事情，您将得到： 

    •全面地免费地宽恕您所有的罪过， 

    •免费给予您神的公义， 

    •只用凭借您对基督的信仰就有在天堂里的永生。 

但是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上帝得到所有的荣耀，而人却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所以这就

没有受到重视。当您告诉一个人他必须信任主而不是他本人时，这被视为是消极的信息，

即使它带有永恒的生命。 真是一个悲剧！ 

如果您能停止相信自己而去相信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将宽恕您的所有罪孽并赐给您

永生，那么对任何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来说，有什么会比这更积极，更令人振奋，更

充满希望！ 但是，一个自爱的人会错过永恒的生命，因为他／她会试图证明自己足够

好，可以在没有上帝公义的情况下上天堂。 圣经说基督会给每个相信的人提供必要的和

唯一可接受的公义。 

看哥林多前书 5：20-21 中阐明的这项大交易。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

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 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

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正如一个国家的大使，他代表自己的国家与另

一国家的成员讲话； 我们基督教侍奉者代表上帝向他人讲话。 两位大使都没有发表自己

的话，而是表达了他们所代表的力量。 这是上帝对人类的信息。 

因为他（上帝）使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我们所有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中代替了

我们）成为罪孽，以便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公义。这样如何！耶稣承担了你的

罪，并赐给你上帝的公义。拒绝这样的提议将是一个傻瓜。 

假设几年前，您抵押了一栋价值 40 万美元的房屋的抵押贷款，希望您能付清这笔款

项。 然后，您受伤了，您将永远无法再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些款项。 您现在意识到自

己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拥有房屋的人将把您赶出房子。 



假设有人走过来说：“我有 40 万美元要给你。 我将偿还所有债务，这所房子将归您所

有。 或者，您可以继续为此支付，徒劳地希望以某种方式将您的命运反转后自己将能够

支付那所房子。 

我们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搜索也很难找到会拒绝这 40 万美元的人，这将使他们能够没

有债务地完全地拥有房屋。 您的债务已全额偿还，您可以获得好处。 好极了。 

那么，为什么当全能的上帝提出承担那将使人的灵魂下地狱的罪恶债务时，却有许多

人拒绝他的慷慨提议呢？ 知道自己无法停止犯罪的男人和女人都拒绝得宽恕的机会。 知

道自己缺乏完善公义的男人和女人继续自以为是足够好的自欺欺人着。 

上帝提出承担你所有的罪债，并赐给你他的公义，使你可以永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

人拒绝如此出色的提议？ 

用你的罪换他的公义。这就是上帝所提出的。有没有人接受？ 

您必须相信耶稣是处女所生，但这还不够。 您必须相信他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又

复活了，但这还不够。 您必须相信这为您而死，为您复活，由处女所生的，无罪的救主

是您到达天堂的唯一希望。 

在腓立比书 3：4-9 中，我们有保罗的见证。 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

人以为他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 他的主张是，如果有人可以凭自己的功绩造就天

堂，那么他将处于最前列。 他继续表明，他是上帝选民之一（希伯来人）出生的，遵守

了上帝赋予的宗教中最基本的教义，并且以这种方式超越了其他的修行者。 

然后他给这见证，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

的。 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

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

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上帝而来的义， 

上帝想要您明白，您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公义去上天堂，因为他要求从出生到去世都要

无罪完美。 耶稣基督有足够的公义去天堂。 主要求我们停止相信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

或者明天或后天要做的任何事情。 他要求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公义投入一切的信仰和信

心。 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 

上帝想拯救你。 他渴望原谅你。 但是你必须在耶稣基督的公义里信任，希望和荣

耀。 这公义免费给予那愿意将信仰 100％放在救主上和 0％放在自己的善行上的人。 

让我们以耶稣对两个信徒的评论结尾。 在路加福音 18：9-14 中，我们读到，耶稣向

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讲了这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请注意，两个人都相信上帝，两个人都在敬拜的地方，并且两个人都在祈

祷。 

法利赛人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

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  一个人的

祈祷是背诵自己的善行。 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犯奸淫。 很好。 他以公义对待



他人。 优秀。 他不会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偷别人的。 真棒。 他将必要的法律奉献归给上

帝的工作。 好。 

他是一个好人。 他有对上帝的信心。 但是他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信心显然是在他的善

行中。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

罪人！’  让我们不要认为这祈祷有任何言外之意。没有任何表明他缺乏第一个人夸耀的良

善的工作。没有理由谴责这个人是不道德的或卑鄙的。我们看到的是凡人，在圣洁的上帝

面前谦卑。这个人知道无论他怎么超越同胞，在荣耀之主面前他没有任何功绩。 

第一个人因自己良善的工作而寻求奖。 第二个人寻求怜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

罪。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第二位）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义是一个法律术

语，意思是宣告正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自称不义的人将他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怜悯下，承认自己是一个

不值得的罪人，上帝将公义归给了他，这是他的行为无法实现的。 这是上帝的恩典免费

给予所有谦卑地信任他而不是他们自己。 

如果您信靠主耶稣基督，今天就可以得救。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

福音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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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

行传 4：12）。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31）。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

书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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