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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神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起初 神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 淵面
黑暗；神的靈運行在水面上。 (創世記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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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說：要有光，就神說：要有光，就
有了光。(創世記1:3)



神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神說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 按著我們的
樣式造人，使他們管理海裡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切昆
蟲。(創世記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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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見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
了，…看哪，神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 神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們要作他的子民。神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神。 (啟示錄21:1,3)



神要擦去他們一切的眼淚；不再有死亡，也不再有
悲哀 哭號 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都過去了 坐寶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都過去了。坐寶
座的說：看哪，我將一切都更新了！(啟示錄21:4-5)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切的事上已然而 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切的事上已
經得勝有餘了。因為我深信無論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來的事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別的是將來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
受造之物，都不能叫我們與神的愛隔絕；這
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裡的。(羅8:38-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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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我們都如羊走迷；各人偏行己路(以賽亞書53 :6)我們都如羊走迷；各人偏行己路(以賽亞書53 :6)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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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又說：一個人有兩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說：父
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
給他們。過了不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切所有的都
收拾起來，往遠方去了。在那裡任意放蕩，浪費貲財。
路加福音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裡。他回來，離家不遠，聽見作那時，大兒子正在田裡。他回來，離家不遠，聽見作
樂跳舞的聲音，便叫過一個僕人來，問是甚麼事。僕
人說：你兄弟來了；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來，人說 你兄弟來了 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來
把肥牛犢宰了。大兒子卻生氣，不肯進去；他父親就
出來勸他。他對父親說：我服事你這多年，從來沒有
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
友一同快樂。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了你的產業，
他一來了 你倒為他宰了肥牛犢 (路加福音15:25 30)他一來了，你倒為他宰了肥牛犢。(路加福音15:25-30)



神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裡，因為
神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來，神的永能和
神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不能見 但藉著所造之神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不能見，但藉著所造之
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羅馬書1:19-20)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神，卻不當作神榮耀他，因為，他們雖然知道神，卻不當作神榮耀他，
也不感謝他。他們的思念變為虛妄，無知的心
就昏暗了。自稱為聰明，反成了愚拙，將不能
朽壞之神的榮耀變為偶像 彷彿必朽壞的人和朽壞之神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
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羅馬書1:20-23)



凡在律法之外犯了罪的，將在律法之外滅亡；
凡在律法之內犯了罪的，將按律法受審判。…
沒有律法的外邦人若順著本性行律法上的事，
他們雖然沒有律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律法 他他們雖然沒有律法，自己就是自己的律法。他
們顯出律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上，他們的良心
一同作證──他們內心的掙扎，有時自責，有時一同作證 他們內心的掙扎，有時自責，有時
為自己辯護。(羅馬書2:12,14-15)



罪的代價乃是死 (羅6:23)罪的代價乃是死 (羅6:23)
終究難逃一死…(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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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見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
從他面前天地都逃避，再無可見之處了。我
又看見死了的人，無論大小，都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開了，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
冊 死了的人都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 照冊。死了的人都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
他們所行的受審判。(啟示錄20:11-12)



(小兒子) 既耗盡了一切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
饑荒，就窮苦起來。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
那人打發他到田裡去放猪 他恨不得拿猪所吃的豆那人打發他到田裡去放猪。他恨不得拿猪所吃的豆
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 (路加福音15:14-16)



他們既然故意不認識神，神就任憑他們存邪他們既然故意不認識神，神就任憑他們存邪
僻的心，行那些不合理的事；裝滿了各樣不
義、邪惡、貪婪、惡毒，滿心是嫉妒、兇殺、
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說人
的、怨恨神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
捏造惡事的 違背父母的 無知的 背約的捏造惡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
無親情的，不憐憫人的。他們雖知道神判定
行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 然而他們不但自己行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不但自己
去行，還喜歡別人去行。(羅馬書1:28-32)



我也知道 住在我裡面的我也知道，住在我裡面的，
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善。
因為，立志為善由得我，只因為 立志為善由得我 只
是行出來由不得我。我所願
意的善，我不去做；我所不
願意的惡，我反而去做。

如果我去做我所不願意做的，
就不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
裡面的罪做的。我覺得有個
律 就是我願意行善的時候律，就是我願意行善的時候，
就有惡纏著我。



因為按著我裡面的人，
我喜歡神的律；

但我看出肢體中另有
個律和我內心的律交
戰 把我擄去 使我戰，把我擄去，使我
附從那肢體中罪的律。

我真苦啊！誰能救我我真苦啊！誰能救我
脫離這必死的身體呢？
(羅馬書7:18-24)(羅馬書7:18 24)







他醒悟過來，就說：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糧有
餘，我倒在這裡餓死嗎？我要起來，到我父親那裡
去，向他說：父親！我得罪了天，又得罪了你；從
今以後 我不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一個雇工今以後，我不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
吧！(路加福音15:17-19)



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離這必死
的身體呢？的身體呢？

感謝神，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 (羅7:24-25)( )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裡的人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裡的人
就不被定罪了。

因為賜生命的聖靈的律，在基因為賜生命的聖靈的律 在基
督耶穌裡從罪和死的律中把你
釋放出來。

律法既因肉體軟弱而無能為力，
神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
的樣子，為了對付罪，在肉體
中定了罪，為要使律法要求的
義 實現在我們這不隨從肉體義，實現在我們這不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靈的人身上。(羅8:1-4)



太初有道，道與神同在，道就是神。太初有道，道與神同在，道就是神。

這道太初與神同在。萬物都是藉著
他造的，沒有一樣不是藉著他造的他造的 沒有一樣不是藉著他造的

…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
充滿滿地有恩典和真理。我們見過充滿滿地有恩典和真理 我們見過
他的榮耀，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耀。

…律法是藉著摩西頒佈的；恩典和
真理卻是由耶穌基督來的。從來沒
有人見過神，只有在父懷裡獨一的
兒子將他表明出來兒子將他表明出來。

(約1:1-3,14,17-18)



我當日所領受又傳給你們的：我當日所領受又傳給你們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說，
為我們的罪死了，而且埋葬了；

又照聖經所說，第三天復活了，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並且顯給磯法看 然後顯給十
二使徒看；後來一時顯給五百
多弟兄看… (林前15:3-6)



耶穌道成肉身，藉由祂的十字架，耶穌道成肉身，藉由祂的十字架，
使我們能「岔回來」、不再沉淪！ 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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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子) 於是起來，(小兒子) 於是起來
往他父親那裡去。

相離還遠，他父親看
見，就動了慈心，跑
去抱著他的頸項，連
連與他親嘴連與他親嘴。

兒子說：父親！我得
罪了天 又得罪了你罪了天，又得罪了你；
從今以後，我不配稱
為你的兒子。為你的兒子。
(路加福音15:20-21)



父親卻吩咐僕人說：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
拿出來給他穿；把
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
把鞋穿在他腳上；

把那肥牛犢牽來宰把那肥牛犢牽來宰
了，我們可以吃喝
快樂；因為我這個快樂；因為我這個
兒子是死而復活，
失而又得的。

他們就快樂起來。
(路加福音15:22-24)



父親對他說 兒父親對他說：兒
啊！你常和我同
在，我一切所有在，我一切所有
的都是你的；只
是你這個兄弟是是你這個兄弟是
死而復活、失而
又得的，所以我
們理當歡喜快樂。
(路15:31-32)



約翰福音3:16-18：約翰福音3:16 18
神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切信他的，不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神差他
的兒子降世，不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
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不被定罪；不信的人
，罪已經定了，因為他不信神獨生子的名。，罪已經定了，因為他不信神獨生子的名。

羅馬書5:6-8：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不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不
敬虔之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也
許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神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了。



約翰福音3:36約翰福音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不信子的人得不著永生，神
的震怒常在他身上。

約翰一書2: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所以 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
與神和好。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以進
入現在所站立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神的榮耀。
(羅馬書5:1-2)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 就
更要藉著他得救，免受神的憤怒。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尚且藉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尚且藉
著神兒子的死得以與神和好，既
已和好，就更要因他的生得救了。

不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們主耶
穌基督得以與神和好，也就藉著
他以神為樂 (羅馬書5 9 11)他以神為樂。(羅馬書5:9-11)



背起你的十字架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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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門徒的呼召： (提後2:2)
你在許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
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作門徒的應許： (約翰福音14 12 14)作門徒的應許： (約翰福音14:12-1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工作，信
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得比這些更大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得比這些更大，

因為我到父那裡去。你們奉我的名無論求甚
麼，我必成全，為了使父因兒子得榮耀。麼，我必成全，為了使父因兒子得榮耀。

你們若奉我的名向我求甚麼，我必成全。



作門徒的代價：作門徒的代價

人到我這裡來，若不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女、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不能作我的門徒。凡不背著自己十字架跟
從我的，也不能作我的門徒。 (路14:26-27)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說：你還缺少一
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
寶在天上；你還要來跟從我。 (可10:21) 

這樣，你們無論甚麼人，若不撇下一切所有
的，就不能作我的門徒。 (路加福音14:33)



如果你從來沒有接受耶穌，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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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從來沒有接受耶穌，現在…
你是否願意下定決心岔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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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岔回來」了，那麼現在如果你 岔回來」了，那麼現在…
你是否願意作主門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