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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信耶稣？ 
 

Josh McDowell对耶稣基督毫无兴趣。因为幼年遭遇性虐待，Josh在进入大学以后开始沉

迷于各种派对，追逐情感刺激和社会地位。  

 

有天，在学生会午餐时，Josh旁边坐了一个绿眼睛的姑娘，带着极具感染力的笑容，光芒

四射。出于好奇，Josh问道：“为什么你看起来和其他人这么不一样呢？！”完全出乎 

Josh意料，这个活力满满的大学生回了四个字：“耶稣基督！”1 

 

Josh不禁反问道：“耶稣基督？得了吧你，少跟我来那套。宗教啊，教堂啊，圣经啊，我

统统受够了。所以，收起宗教那一套吧。 

 

姑娘看起来丝毫不诧异，只是平静地回了个： 

 

“先生，我说的不是宗教，而是耶稣基督。” 

 

Josh一时语塞。他不懂为什么2000年前的一个男人能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意义。然而，对

面就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女士，提起耶稣，那口气就像是赋予了她生活意义和幸福的大活

人一样。 

 

耶稣能赋予人类的生命意义吗？ 

 

Josh一直假装幸福，但内心深处，他就像是“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一叶孤舟，随波逐流，

无依无靠。”2 但是，午餐桌前的朋友们看起来真心幸福，活得有意义，不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   

 

时不时地，绝大多数人都会陷入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中。你是否也曾在漆黑的夜里，凝视天

空，不禁好奇到底是谁把这些钻石般的星星放上去的？又或者夕阳余晖中，忍不住去想人

生 大的命题？在Josh迫切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三个问题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我是谁？” 

“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我将去到哪里？” 

 

这个充满感染力的学生的话，让Josh陷入沉思——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些话是否是真的？他

是持怀疑态度的，如他在回忆时所说：“我一直觉得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傻子。但是这

些人不断地挑战我的想法。 后，我接受了挑战，但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是错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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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开始阅读圣经新约中耶稣那些激进的言论。例如，耶稣称“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

父。”（约翰福音 14:9）他还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Josh觉得奇怪——一个凡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耶稣真的只是个凡人，他如何能过

着无罪的生活，掌控自然，又对世人怀着无条件的爱呢？  

Josh怎么能确定这些关于耶稣的事迹真实可靠呢？他承认：“我不确定这些有证可考。”   

Josh开始寻求证据，以便证实或者证伪耶稣惊世骇俗的言论——他将从死中复活。在他看

来，如果耶稣真的能胜过死亡，那么耶稣其他所有言论也一定站得住脚。 

所以，Josh花了700多个小时调查有关耶稣复活的证据。Josh解释了为什么复活的证据对

于他寻求真相至关重要。“我得出了结论，耶稣基督复活是强加给人类大脑的 别有用

心， 邪恶无情的骗局，不然就是 不可思议的史实。”4
 

耶稣真的死而复生了吗？一番调查以后，Josh证明了耶稣肉体的复活的确是鲜活的事实（更多详

情请参阅 他这样写道：“ 终，我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身份一定如他自己所宣称。”  

但是，Josh还是怀疑耶稣是否能能让他从困扰的生活中找到意义。  

 

Josh对于人生意义和幸福的渴望是全人类的追求。多数人试图通过声望、成功和物质寻求

人生的意义。史上 畅销女歌手——麦当娜发现声望并不能给她带来快乐。她亲口承认：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声望、财富和公众认同能为我带来幸福。但某天你如梦初

醒，意识到这些并不能�⋯总是感觉少了一些什么��我一直希望寻求真实恒久的幸福，

以及获得它的方式。5  

 

伟大的科学家——Blaise Pascal发现寻求人生意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只有上帝能帮

助人类实现它。他这样说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缺口，这缺口只有上帝能填补。”6 

 

像麦当娜一样，人类穷其一生都在试图填补心灵的缺口。一些人沉迷于性。一些人把接受

教育看做是人生的全部重心。还有一些人在物质中寻找答案。麦当娜曾经认为声望、财富

和公众认同就是全部的答案，但是 终证明无一可行。  

 

很多人认为上帝像是《星球大战》中的非人类的能力，理由是“他冥冥中存在，高高在

上，但却对我们漠不关心。”然而，既然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也只有祂才能填补我们内

心的空虚。一个非人类的上帝不可能满足我们的关系需要。 

https://jesusfacts.info/6-jesus-rise-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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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开始研究耶稣关于上帝的言论。耶稣说过上帝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但又绝不止于此。

他有所思，有所见，还对我们有所训诫。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跟父的祷告中，他提醒

世人上帝认识我们每个人，并且爱每个人。 

 

上帝是慈爱的 

 

你是否想过上帝如何看待你？他是否是个暴君，只等你跌倒，然后审判你？他是否冷漠，

对你毫不关心？耶稣告诉世人，上帝不以长相、才智、名声、种族、财富、成功与否评判

人，他爱每个人。 

 

耶稣绝对不是评论人的宗教领袖。尽管也谴责罪人，但耶稣通过跟他们接触、医治病人和

服事那些被认为不配的人来彰显神的大爱。  

 

耶稣告诉世人，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无条件地爱着我们。很多人家庭不完整，从小失

去父亲，所以很难体会父母无条件的爱。Josh就是这样，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酒鬼，Josh从

小缺少父爱。  

 

相反地，耶稣把上帝的爱比做 完美的父亲的爱。一个好父亲希望他的孩子得到 好的，

为孩子做出牺牲，并且供养孩子。但为了孩子好，他也会对孩子进行必要的约束。 

 

耶稣通过一个拒绝父亲关于人生教导和意义的逆子的故事 

表现了上帝的爱（路加福音 15;11-32）。傲慢而任性的儿子要停止做工，只想“肆意狂

欢”。等不及从父亲那里继承家业，他坚持要求父亲将他那份分给他。 

 

在耶稣的故事中，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但后来儿子的境况急转直下。任意放荡后，家

财耗尽，这个逆子只能去农场放猪。很快，他窘迫到只能吃猪食。尽管沮丧又不确定父亲

是否会重新接纳自己，他还是打了包，往家走。 

 

耶稣告诉世人，父亲不仅接纳他，还跑出去迎接他。他抱住任性的浪子，毫不责备，还欣

喜若狂，为儿子举办了丰盛的筵席。 

 

有趣的是，虽然父亲深爱着儿子，但是他却没有阻止他叛逆的行为。他任由爱子受苦，并

且承受叛逆带来的苦果。同样的道理，经文里记载上帝的爱从不妥协，总是要给我们 好

的。他让我们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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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帝的爱如此深厚，我们可以在这一世忽视或者拒绝他，并且不用承担后果。但

是耶稣教导世人，纵使上帝无条件地爱世人，他也绝不会做出有违其公义本性的事情。本

性是人的内心深处。耶稣称，上帝的本性是绝对圣洁的。  

 

上帝是圣洁的 

 

在圣经中，上帝被指“圣洁”达近600次。圣洁是说上帝的本性是绝对纯粹而良善的，绝

无瑕疵的。上帝绝不接受有违其圣洁道德准则的心思。上帝绝不会违背其圣洁的本性。  

 

上帝的圣洁意味着他绝对不允许罪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上帝的圣洁看成是一条清澈干净的

山泉，而人类的罪则像是一条被污染的泉水。罪跟神的本性是相斥的，因此上帝恨恶罪。

对他来说，罪就像是污染的水源。  

 

但如果上帝是圣洁的，恨恶罪的，他为什么创造我们，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据圣经记载，你我都是上帝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根据神的道，祂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超越人

能所想。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

弗所书 1：4-5,J. B. Phillips译本） 

 

想象一下，那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祂创造了每一颗星星，许我们壮观的落日、雄伟的

山脉、广阔的海洋以及美妙的音乐，给作为祂儿女的我们享用。此外，祂还为祂的儿女在

天上预备了比世间更丰盛的恩典。 

 

自由选择的权力 

 

和所有为孩子们精心准备圣诞礼物的父母一样，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未来。同时，

正如耶稣故事中的父亲接受他儿子的叛逆一样，上帝从不强迫我们接受祂的爱和祝福。  

 



 

www.http//jesusfacts.info 5 

在电影《复制娇妻》中，软弱、贪婪、欺骗和杀戮成性的男人们制造出了顺服的机器人，

以取代因天性解放而被视作威胁的妻子。即使这些人据说也是爱妻子的，但是他们 终还

是选择了顺服的玩具机器人。 

 

上帝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像造机器人一样造人，把爱、顺服、崇拜 

写进程序里，我们就会像是听话的小木偶一样。然而，那样强制性的爱和顺服将变得毫无

意义。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力——是否爱和顺服祂。 

 

C. S. Lewis解释了为什么自由选择是上帝计划的重要部分，  

 

“既然是自由的，为善和为恶都是可能的。自由意志意味着为恶的可能性。那么为何上帝

依然让我们自由选择呢？虽然意味着为恶的可能性，但同时只有自主选择的爱和善才有意

义的。7
 

 

抵挡神的救赎计划 

 

我们生活在一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宇宙。美国9/11事件中，《今日美国》预测会有200人

在大火和浓烟中从世贸中心北楼的101到107层坠楼丧生。十秒之内，他们都死于万有引力

定律。  

 

上帝不仅仅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等自然规律，祂还给我们定立了道德标准来约束人和神以

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帝定了十诫，通过摩西告诉世人要完完全全遵守祂的戒律。 

 

十诫告诉我们，要爱上帝胜过一切、不可撒谎、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财

物。概括地说，即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 

 

不幸的是，没有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都或多或少地违反了上帝的道德标准。要么是

主动违背，要么是被动漠视。圣经中将不守诫称为“罪”，其字面意思是“没有命中目

标”，就像是射箭射偏了一样。因此，我们的罪破坏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借用射箭的比喻，我们“没有命中”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根据圣经，“世人都犯了罪，亏

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尽管一些不敬的电视节目和喜剧演员称，上帝漠视我们的罪。而事实却是，上帝的本性和

绝对的公义决定了世人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罪的代价是死亡。圣经宣判世人都因违背了

神的诫命而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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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要来”  

 

是否有办法解决我们有罪的问题呢？如果没有，就意味着我们将跟上帝的爱永远分离。然

而，有上帝就有希望。  

 

“从旧约的 开始，就预示了希望和期待，就像是不断走近的脚步：有一位要来！随着先

知们一遍又一遍的预言，这种希望不断加深：有一位要来！8  

 

神秘的这一位到底是谁呢？耶稣降世前的700多年前，上帝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世人耶

稣将是我们的救世主。上帝将以婴孩的样式访问地球。以赛亚这样说道：  

 

将有一婴孩因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 9:6，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犹太宗教领袖们知道这个写于耶稣降世前七个世纪的预言，但却参不透上帝是如何化身为

人的。 

不过，后来在《以赛亚书》中，我们读到一个被称为“全能的神”的人将为我们的罪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

和华使我们众人的 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 53:5-6，新生活版英文译本） 

以赛亚预言后700年，稣基督降生了。耶稣自称是以赛亚口中的弥赛亚，将为世人的罪而

死，并将我们带回上帝面前，此番言论震惊了犹太宗教领袖。自称上帝的宣言激怒了犹太

宗教领袖，致使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但是他是为了世人而死。  

 

上帝的公义得以伸张 

 

使徒保罗，本是基督教的反对者，向世人揭示死在十字架上的到底是谁，以及他为什么愿

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

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 

2:5-8，J. B. Phillips译本） 

 



 

www.http//jesusfacts.info 7 

作为神，耶稣是完全无罪的，因此他才有资格替我们死去。然而，只有良善的人才能世人

替死，因此上帝需要化身为人。耶稣既是全神又是全人。作为人，耶稣一样会感到痛苦、

饥饿，且 终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  

 

作家兼圣经学者 A.W.Tozer 解释道： 

 

“耶稣的的确确是人，就像摩西和保罗一样��既是人又是神，替世人战斗并胜利了，将

世人的债转到自己身上，并且替世人偿还，为我们的罪而死，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将

自由还给世人。除了真正的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行这一切。”9 

 

耶稣如何为世人的罪替死不太好理解。也许通过一个司法案件的比喻能更好地阐释上帝的

爱和公义的矛盾。 

 

想象一下，你犯了杀人罪（闯大祸了！）， 

上了法庭。当你走近法官席，才发现法官大人是你的父亲。清楚知道他爱你，你立马开始

求情：“爸爸，求你放我一马！”他回应道：“孩子，我爱你，但是作为法官，我不能放

了你。” 

 

他备受煎熬。 终，他不得不敲下木槌，宣布你罪名成立。伸张正义决不能妥协，退一万

步讲，法官决不能罔顾法律。但因为爱你，他从法官席上下来，脱下袍子，申请要替你受

刑。他替你坐上了电椅。 

 

这就是圣经新约里的画面。上帝降下人间，化身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走向了电椅（即十字

架），为了替我们赎罪。  

 

作为造物主（参见《约翰福音 1:1-14》)，耶稣不是随随便便被选上的替罪羊来担当我们

的罪，而是上帝本尊。直说吧，上帝有两个选择：直接定我们的罪和替我们付罪的代价。

在基督里，他选择了后者。 

 

圣经称基督通过替死为世人赎罪为“恩典”。上帝的怜悯免去我们的赎价，而这份恩典我

们是不配得的。使徒保罗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

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

明了。（罗马书 5：6-8，新国际版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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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此，救赎并没有完成。我们每个人必须回应耶稣白给的恩典。他不会强迫我们接受。 

 

世人有选择的权力 

 

我们一直都在自由选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工作、跟谁结婚等等，在跟上帝的关

系上，也一样。作家Ravi Zacharias如此写道： 

 

“耶稣的消息表明每个人对神的认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按照神的旨

意生活。10 

 

耶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超越死亡的人。也就是说，只有他才值得信仰。耶稣说永生是祂通

过替死白给世人的礼物。  

 

然而，和所有礼物一样，只有我们自己接受了，上帝所赐的永生才会变成我们的。所以，

说到底，这都是世人自己的选择。永生岌岌可危。世人通常有以下三种态度： 

  

• 漠视他、  

• 抵挡他，或者  

• 接受他。 

 

漠视耶稣 

 

很多人漠视耶稣是因为他们每天忙于追逐自己的人生目标。Chuck Colson就是个很好的例

子。39岁，他就成了总统的助手。他是尼克松任期时的“狠角色”，处理棘手问题驾轻就

熟。然而，1972年水门事件让他身败名裂，他的世界忽然坍塌了。  

 

之后，他在书中写道： 

 

“我太过关注自己了。我……成功的时候，从来不曾感谢上帝，不曾感激他的恩典。我从

未想过有远超越自我能力的神秘力量存在，或者说，即使某些时刻有想过，也从未想过他

跟我有任何关系。”11 

 

Colson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人们很容易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迷失，忽视上帝的存在。但却

不曾想到忽视上帝慷慨无私地救赎和直接抵挡是一样可怕的后果，即我们的罪和债还未偿

还。你确定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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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耶稣 

 

说到抵挡耶稣，人们总能说出有各种理由。  

 

然而，Ravi Zacharias走访了数百所高校，跟无数的学者辩论，结果，他发现大多数的人

之所以抵挡上帝， 重要的原因是出于道德考虑。他们不希望任何人，甚至是上帝，来干

预他们的生活。他这样写道： 

 

人抵挡上帝，不是因为理解不了，也不是因为缺少证据。之所以拒绝，更多是因为出于道

德，拒绝承认自己对上帝的需求。12 

 

耶稣不会强迫任何人接受他。然而，抵挡他将会使你和上帝的爱和恩典永远分离。怀疑论

者C. S. Lewis认为这个代价实在是不能承受。 

 

接受耶稣 

 

著名哈佛学者Lewis，出于对道德自由的需要，在教学生涯中一直在抵挡上帝。对于真相

的求索 终将他引向了上帝，Lewis解释了对于耶稣的接受不仅仅是承认和尊重历史事

实。他这样写道： 

 

“堕落的人不仅仅是需要改善的不完美的造物。他是个需要放下成见的叛军。放下成见、

向上帝顺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是基督徒的悔改。”13 

 

Colson“悔改”了。在水门事件曝光后，Colson开始读朋友送的Lewis的《返璞归真》。

律师出身的他拿出了一个黄色法律本，开始记录Lewis的观点。Colson回忆道： 

 

“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真要毫无保留地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吗？就像是面前有扇

门，除了通向门的路，再无其它道路。我可以走进门内，也可以留在门外。这时候，再用

“可能吧”或者“我需要更多时间”这种借口，真的是可笑了。  

 

“一个周五早上，我一个人独坐海边，忽然口中冒出了一串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的话：

‘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接受你。请临到我的生命，我将终身侍奉你。14 

 

Colson发现，耶稣基督一下子回答了“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我将

去到哪里？”三个困扰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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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友谊和永生的馈赠都是白白施与的——只要你接受，因为他已经完全偿还了我们的

债。但是我们必须自己选择接受。 

 

你做好准备接受上帝白给的恩赐了吗？也许正像Josh McDowell、Chuck Colson，以及许

多其他人一样，你倍感空虚。上帝可以填补你内心的空虚，并且瞬间改变你。他造你的初

衷是许你充满意义和指望的生命。耶稣说过，“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约翰福音 10：10后半节） 

 

当你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祂就赦免你所有的罪——过去的、当前的，以及未来的，并且

接纳你为祂的儿女。作为祂的爱子，在地上祂给你有意义和指望的生命，在天上祂给你神

国的永生。用上帝的话说，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

女。”（约翰福音 1:12） 

 

只要你想祂认罪悔改，请求祂做你的救主和主，你就能接纳祂进入你的生命。在《启示录 

3:20》中，耶稣这样说：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

我一同坐席。（启示录 3:20， 新国际版译本） 

 

上帝能够听见你。他明白你的心，并不在意你口中的话，而是看重你的心。祷告大概是这

样的： 

 

“亲爱的上帝，我渴望认识你，渴望和你永远在一起。谢谢你，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

而死。我打开生命的门，接纳你为我的救主和主。请你掌管我的生活，改变我，让我活成

你喜悦的样子。” 

 

这些话能表达你的内心吗？如果能，请用上面的话，跟上帝沟通吧。 

 

一旦你接纳他进入你的生命，耶稣会赦免你的罪，成为你 好的朋友，并且将你带回上帝

面前。保罗是这样说的，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信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

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哥罗西书 1:2

1b-22a，新生活版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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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阅读耶稣如何改变生命 

 

耶稣改变生命 

在决定信奉耶稣以后，他解释了耶稣是如何帮助他走出不安和焦虑的。他的人生就此改

变。  

“信奉耶稣后没几个月，我精神逐渐平和了。别误会，我不是说内心的冲突完全消失了。

跟耶稣恢复关系不意味着冲突消失，而是意味着我可以应对这些冲突了。这是任何事情都

换不来的。”15  

Josh发现耶稣是可以回答他人生的困惑：“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以及

“我将去到哪里？” 

 

作为上帝的儿女，你在基督里重生了，无论你做什么，或者想什么，永生都是归于你的。

然而，你还是会遇到诱惑、困扰甚至失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  

耶稣永远不会离弃你，因为你接纳他走进你的生命，你将经历他的赦免、平安、指望和能

力。 

• 赦免：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约翰一书 1:9） 

• 平安：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约翰福音 14:27） 

• 指望: 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 29:11） 

• 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 1:8） 

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对你的爱，不取决于你有多好，或者你的个人感受。那种接纳耶稣

进入你生命时的强烈感受可能不会总是伴随你，但耶稣会一直伴随你。 

有牺牲精神的爱 

青年领袖Samantha Tidball讲述了她十几岁时的恋爱经历——她交过几任男朋友，但每一

任都是几周以后就厌倦了。她意识到追求的过程给她带来强烈的情感刺激，但这种激情总不能

持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她和耶稣的关系上。  

当 初高涨的情感降温，Samantha再次感到内心的空虚，又会不自觉地去别处寻求刺激。

她知道上帝爱她，但不能时时刻刻感受到。在一篇博客中，她如此写道： 

“我意识到我不能强迫自己感受。但我会思考，并确信上帝的的确确爱我。我相信耶稣在

《约翰一书 4:9-10》中所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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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如果耶稣为了你我而死，这说明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耶稣说过，‘人为朋友舍命，人

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 15:13）显而易见，耶稣爱我们胜过自己的生命，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心了。 

新动机  

使徒约翰解释了耶稣的爱如何激励我们要完完全全为他而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

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歌林多后书 5:14-15,新国际版） 

为耶稣而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乃是长长久久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

移，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在基督里活，使主喜悦你， 好的方式就是在生活中建立

以下的日常习惯：如果你决定跟随基督开始新生活，我们鼓励你多读、多回顾、多记他美

好的应许，这些都在他的道——圣经中。  

• 每天学习神的道。 

• 每天通过祷告跟神接触。 

• 学习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信任并且顺服他。 

• 在以基督为中心，学习圣经的教会中跟众多兄弟姐妹一起敬拜他。 

• 在一言一行中，跟他人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 12:1-2，新生活版英文译本） 

 

如果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我们鼓励你通过以下网站学习更多关于耶稣的知识：

Y-Jesus.com/Next.如果你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疑问，或者想了解怀疑论者如Josh McDowell和C. 

S. Lewis等人是如何 终信仰耶稣的，还请访问http://jesusfacts.info   

 

你可通过访问 v为什么要信耶稣？	

，下载该文章的在线版本，或者通过邮件转给他人。 

 

http://jesusfacts.info
https://jesusfacts.info/7-why-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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