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布道组 – 为慕道友预备的问答 
 

1. 既然《圣经》是人写的，你怎么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答：人只要生活在地上，就需要依靠信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接受的

教育、我们所阅读并接受的知识、我们所吃的）都是靠着信心而行。比如： 
 

我们相信新加坡是 史丹福·莱佛士 创立的。这仅仅是因为有人如此记录了下

来。而我们当时并没有和莱佛士在一起，但我们却相信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牛奶盒上的标签写着 “低脂鲜奶”，所以我们就买来喝了。我们相信

标签所说是属实的，并没有把它送到实验室进行测试，以确认是真正的低脂鲜

奶。 

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们当时虽然没有和他

们在一起，但我们还是相信了。 
 

当说到《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因为神说祂创造了世界。祂当时就在

场。我们却没在那里。《圣经》中所有的记载，都是神藉着人写成的，为的是

让人能读懂、能明白、能相信，并从罪中得救。对于信徒来说，证明“《圣

经》是神的话语而非人的话语”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那些相信并接受

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信徒们已经经历了神的话语的大能。《圣经》所言都是

真理。 

 

《圣经》所教导的这种经历，在《加拉太书》第 2 章 20 节就有这样一个例

子：“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圣经》所说的这种生活，正是每一位已重生的基督徒所经历的。 
 

《希伯来书》第 11章 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

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2. 为什么基督徒说耶稣基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 
 

答：基督徒如此说，是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说的。 《约翰福音》 

第 14 章 6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如果我们想去一个地球上最美丽、最安全、而且从来没人

去过的地方，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寻找（卫星技术不能帮助我们）？ 最好的

方法就是有人从那个地方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指路！ 祂来自那里，因此肯定会

知道回去那里的路。 
 

地上没有人知道通往天堂的道路。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为我们指明了这条路。

所以唯有祂知道去天堂的路！然而，祂不仅给我们指明了这条路，祂就是这条

路！祂就是这条道路，因为即使耶稣基督给罪人指明了去天堂的道路，罪人也

无法进入天堂。天堂是只有圣洁无罪的人才能去的地方。而人却充满了罪恶。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祂的道是真实的，这条道路将领

你得着永生、进入天堂。 



 

为了使这种方法成为可能，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当我们相信并接受这位

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时，我们所有的罪都被神赦免并洗净

了。这样，我们现在就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并立刻适合上天堂了。 

 

《提摩太前书》第 2章 5至 6节：“5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

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6 祂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

必证明出来。” 

 

《罗马书》第 10 章 9至 11节：“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 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11 经上说：“凡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  
 

3. 耶稣基督是曾在地上生活的一位历史人物。 为什么说祂是神呢？ 
 

答：耶稣基督必须像我们一样出生，才能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败坏那

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第 2章 14 至 15节： “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

体，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15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自从耶稣从天上降下成为人的那一

刻起，祂就成了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就是说，祂现在存在于人类历史中

了。这证实了祂的人性。 

 

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时，祂行了许多神迹。这些神迹包括平静暴风、大风和

海浪。这些自然现象只服从造物主。它们服从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创造

天地的造物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曾赶鬼。魔鬼是被驱逐出天堂的天使。神创

造他们时，他们完美无罪，但他们选择犯罪。就连这些魔鬼也只服从他们的造

物主。他们服从主耶稣基督。 
 

生与死只掌握在神的手中。赏赐生命的是神，收取生命的也是神。 耶稣基督使

人从死里复活。 祂正是赏赐生命、收取生命的神。 耶稣基督医治了所有的疾

病，没有人的病是祂不能治愈的。 这些是只有神才能行的神迹。 而耶稣基督

完美地行了这一切神迹！ 当祂在地上行走时，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祂是神的儿子，也是为我们而死的人子。 这意味着祂的死具有无限的价值。这

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 只要世人接受祂为他们的个人救主，祂就

能拯救他们。 
 

4. 如果你说耶稣是神，为什么《约翰福音》第 3 章 16 节 说神差派祂的独生

子来拯救我们？ 
 

答：《约翰福音》第 3章 16节写道：“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只有一位活着的真神。 而这位神

有三个位格：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 祂们在能力、本质和荣耀上

都是平等的！ 圣父差派圣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圣子差派圣灵内住在

所有得救的人里（也就是在基督里重生的人里面）。 

 



神的三个位格在天上有不同的职能。不是圣父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圣子。 圣父

与耶稣基督是父子关系。 不过，这个父子关系并不意味着神生下了圣子。 

“独生子”一词仅表示圣父和圣子在本质、能力和荣耀上是一致的，而不是指

生育的意思。 
 

5. 如果神那么好、那么强大、那么体贴，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苦难？ 神能消

灭新冠病毒吗？ 
 

答：地上的苦难是因罪人而导致的。当神造人时，人是完美无罪的。人是按照

神的样式造的，因此也拥有自由意志。人在这种拥有自由意志的状态下，选择

了违背神的旨意，吃了神禁止他吃的果子。 

 

神曾警告亚当 (也就是世上的第一个人)：他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亚当违背

了神的旨意，他吃了那果子，他也就死了。他立即经历了灵命的死亡。神因着

祂的恩典，允许亚当在地上还活了 930 年。神让亚当活了 930 岁，而没有立

即将他致死，是因着神的恩典。神不仅饶他的性命，还应许了一位救主，也就

是耶稣基督，祂将从天上来，为人的罪而死。人若口里承认并且心里相信耶稣

基督为他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为他称义，他就必得救。这就是现今所传的、能拯

救任何罪人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在这个世界里传扬的，而这个世界是由被称为“这世界的神”的魔

鬼所控制的。 魔鬼做了什么？ 他弄瞎了人的心眼，使人不信耶稣基督为救

主、拒绝神的爱。 《哥林多后书》第 4 章 3至 4节： “3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

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

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他通过使用神所创造的这

个世界里的奢侈品来做到这一点。 魔鬼知道人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因此他编

造了一个谎言，说成功的生活是由一个人拥有的物质丰富程度来衡量的。 因

此，罪人会一生积累钱财直到死亡，却忘记了：他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也将

赤身死去并离开这个世界。魔鬼希望有越多罪人死在罪中与他一起在火湖里越

好。 
 

因此，如果要使人睁眼看到这个真理，神就要允许这个被罪人的罪行所破坏的

世界继续存留。 这个世界的丑陋会降低人对它的吸引力，正如福岛核电站泄漏

所及之处，就算免费赠送给人也没有人愿意居住。 在灾难发生前，这个地区的

房屋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该地区工作的人们。 人所承受的苦难会提醒他记得

自己的罪以及罪的刑罚（也就是死亡）。 这样，他也许能看穿魔鬼的骗局，从

而归向基督。 
 

6. 难道基督教不只是一把心理的拐杖吗？ 
 

答：拐杖的定义是：无法行走之人所需的支撑物。他会在没有拐杖支撑的情况

下摔倒在地。 “心理”一词的意思是“仅局限于脑海中，而不是真实存在

的”。基督教是我们的拐杖吗？答案是非常明确肯定的！基督教就是指耶稣基

督。没有基督，我们就会跌倒，因为我们都在罪中。如果我们死在我们的罪

里，我们将被神公正地判入地狱。感谢神赐我们这把神圣的拐杖，也就是每一



位基督徒的个人救主耶稣基督。这仅仅是心理作用吗？当然不是！耶稣基督是

天地的创造者。祂比每日光芒四射的太阳还要真实！ 
 

罪人的拐杖是什么？人最依赖的东西或人，就可以说是他的拐杖。对信徒来

说，没有比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更好的拐杖了。如果没有祂，我们什么都不是，

也不能做任何有永恒价值的事。感谢神赐的这把拐杖。《约翰福音》第 15章 4

至 5 节： “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

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5 我是葡萄树，你

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7. 所有宗教基本上都通往同一个地方。 不管你信什么，只要你真诚，并为人

类多做善事就好。 
 

答：如果以上说法属实，那么天堂将与地上完全一样。 看看这个世界现在的样

子： 它充满了各种罪恶。 所有宗教不可能通往同一个地方，因为创始者各不

相同，敬拜方式也差别甚大，对于如何能进入天堂的观念也有天壤之别，而关

于天堂和地狱的描述也跟宗教的种类一样，有上千万种。 如果要区分世上所有

的宗教，这些宗教基本上都属于两大类：大路和窄路。 在大路里，所有的宗教

创始者都源于地上，他们活了、死了，并且一直在死亡里。 而窄路的创始者从

天上来，祂活了、死了，又死而复生，并且不再死，而且已经回到天上。 祂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 
 

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他的行为。人生来就有罪，他一切的行为，包括他的动机，

都被罪玷污了。因此，在神完美的标准之下，人永远无法做出任何绝对好的善

事。 人必须永远完美无瑕，才能进天堂。 天堂是一个找不到罪或罪人的地

方。 没有人能进入这样的天堂。 然而，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在祂里

面，所有信徒都永远是圣洁、完全和良善的了。 只有他们才能进入天堂，因为

他们已经从内心发生了变化；他们按照神的话语过的圣洁公义的生活，就证明

了这一点。 
 

8.当我跟我的神（偶像）沟通时，它成全了我所求的。 为什么会这样？ 
 

答：巧合之事并非真的是你的祈祷得蒙垂听。 只有一位活着的真神，祂是天地

的创造者。 偶像是人创造的； 人是它们的创造者。 因此，偶像根本不能垂听

人的祈祷，因为它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手却不能动，有脚却不

能走。 
 

9. 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 
 

答：有许多不同宗派的存在，其实正是基督教的真理属实的证据。宗派的差异

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种差异涉及到传讲虚假的救恩福音，这些教会只是在模仿

真正的基督教。 所有属于这些教会或相信这些教会的“福音”的人都没有得

救。 他们仍然在罪里。 当他们死在罪里时，很可悲，他们会发现自己身处地

狱。 第二种差异涉及到为基督作见证的方式。比如，浸信会教会通过浸没为其



会员施洗，而长老会则通过洒水或倒水施洗。 由于这些差异，教派就形成了。 

第二种差异是神所允许的，好让有相同认知的信徒能为了基督的缘故，统一并

和谐的一起敬拜。 
 

10. 一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 
 

答：所有罪人（无论他们多有罪）都可以得救。这是因为，无论这些罪在神和

人的眼中多么可憎，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所有的罪。救恩是出于神的。当我

们相信时，神就拯救我们。就像一个人被湍急的河流冲向一条巨大瀑布的边

缘，就在生命危在旦夕时，他抓住了一条扔给他的救命绳而得救了。当你听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时，神正在基督里给你一条救命绳。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就

像那个伸手去抓那条救命绳的人一样。伸手去抓的这个行为就是你的信心。拯

救你的不是你的信心，而是那条救命绳。 

 

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的是：所有的罪人都生来有罪，向神犯了无数的罪，如拜偶

像、说谎、贪欲、欺骗，以及无理的仇恨。所以，所有的罪人都会死在罪中。

人死后，会有神的惩罚。对今生的罪人，圣洁的神会将每一个罪人投入地狱，

他们在那里必要切齿了。 
 

神不希望把任何人投入地狱。 因着神对罪人的爱，祂差派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为所有罪人受苦受死（亲爱的读者，这其中也包括您）。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

这个世上，由童贞女马利亚生所生，有血肉之躯而生来就没有罪。 按着神所有

的律法，祂一生完美无罪。 他为我们的罪，受了迫害之苦。 然后他被钉死在

髑髅山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惩罚。 神使祂从死里复活，以此表明祂已接

受了为我们生、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的完美献祭来偿还我们所有的罪债。 如果

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你就会得救。 耶稣就是那条救命绳！ 
 

《罗马书》第 10 章 9至 11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 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11 经上说：‘凡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 
 

《以赛亚书》 第 1章 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

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请发自内心地如此祷告：神啊，我重重地得罪了祢。 我心里知道，如果我死在

罪中，我就应该下地狱。 神啊，求祢怜悯我。 我在祢面前承认我的罪。 我全

心全意地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个人救主，知道祂为我的罪死在了髑髅山的十字

架上。 神啊，请祢为着耶稣的缘故饶恕我。 神啊，我感谢祢，因祢使耶稣基

督从死里复活，使我称义，使我可以从罪中得救，并在祢这位圣洁之神的面前

被接纳成为公义。 神啊，我感谢祢拯救了我，我奉耶稣的圣名诚心祷告。 阿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