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上死亡列車
帶來希望的信息

「人為朋友捨命，人間的愛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 (約翰福音 15:13)

請想像自己搭上了一班目的地為死亡集中營的火車。所有的乘客，包括自己在內，全被問罪
且正在前往處決的路上。

正當火車快到目的地時， 有個年輕人出現在眼前的鐵軌上。他揮舞著一面紅旗，非要
擋下火車不可。列車長費了許多勁好不容易才讓火車在嘎嘎作響聲中停下來。車上的工作人
員跑下車質問這位男子才明白他的請求有多麼異於尋常-他願代替車上所有的人赴死！這位
年輕人勇敢地宣佈「我是來阻止這場處決的」。 倍感驚訝的工作人員很快地把這位不尋常
的青年帶到判刑的法官面前。 

這青年經過被一番拷問後，因為他身家清白全無犯罪紀錄，法官同意讓他擔任所有厄運
纏身之乘客的替死鬼。且根據所有的調查報告，他是完全清白無辜的；然而，他卻自願背負
起所有人的審判受刑。

他展現對罪人的大愛

在你我眾人仍在觀望的時刻，他被帶出去處決。他受盡了折磨與凌虐，代替了所有一度
瀕死的人受死。請各位靜下心來好好的想一想這樣的行為。真的很難想像竟然有人願意獻上
自己的生命且毫無保留地背負了所有的刑罰。   

當這位無辜的年輕人在死亡集中營被釘上樹時，他痛苦地喊叫呼救，但仍徒勞無功。最
後也只能吐出最後一口氣。到底憑什麼呢？火車上的那些乘客竟可逃過死劫活下來。於是法
官便發佈命令告訴所有的乘客必須遵照命令才有資格因該年輕人的犧牲而免去死罪。 

事實的真相

別以為這只是一則故事罷了；其實這是個比喻。聖經已明白地指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馬書 3:23)。

因為罪的代價就是死 (羅馬書 6:23a)。

來自天堂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指出世人都有罪，所以人人都該下地獄，永遠與上帝隔絕。人人
都逃不過上帝的審判 — 都得搭上駛向終極死刑的死亡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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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的努力

人人都想在上帝面前自辯，但聖經上早有了反駁的答案。有人可能會說，「唉，我真的
有盡力行善。」 可聖經指出：

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羅馬書 3:12b)。

請問這人還能說什麼呢？其他人可能會反駁，「我可是很努力地遵守上帝的戒律。」但聖經
又說了：

因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條上失足，就違犯所有的了。 (雅各書 2:10).

捫心自問：人到底要遵守多少條上帝的律法才能獲得神的認可而進入天堂？ 條條律法都得
守！只要一條辦不到就全功盡棄 (雅各書 2:10)。 誰能做到十全十美？有人可以做到一天下
來，一週過去或整年下來都沒違反上帝的戒律嗎？ 事實的真相是：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羅馬書 3:10b).

有人可能會再次辯駁，其實他或她真的有努力地按公義過日子。可是，聖經又說了： 

我們眾人都像不潔淨的人，我們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 (以賽亞書 64:6a)。

看來這對大家可不是什麼好消息。所有人努力想獲得上帝的認同全都白費功夫。到底我們還
剩下什麼可以盼望的？ 

全沒了!

既然上訴都給上帝駁回了，那是否世人要上天堂是不可能的呢？還不至於，這只說明了單憑
世人的努力是徒然的。我們僅存的盼望和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上帝的恩典。 

世人無助的處境

身為造物者的上帝是很神聖的。他是絕對的正義和完全公義的神。因為他是聖潔，他自
不能與罪或罪人並存 (約翰ㄧ書 1:5)。因為他是公義的神，他也不能允許人犯了罪卻不受
罰。所以一個不完全的世人是無法跟完美的上帝建立關係的。無論人如何的努力也不可能辦
到。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卻凡事都能。(馬太福音 19:26b)

因此，世人再怎麼努力掙扎都無法也達不到上帝不可測度的聖潔標準。有人可能覺得自己是
個好人，但上帝說了，「沒有行善的」 (羅馬書 3:12b)。另一個人會覺得自己過著義人的生
活，上帝的回答卻是，「沒有義人」 (羅馬書 3:10)。還有人覺得只要自己遵守上帝的律法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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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稱義。上帝的回答卻是：

人稱義不是靠行律法 (加拉太書 2:16a)。

其實，世人意圖要逃過上帝對全人類的神聖審判已經不可能 (羅馬書 3:23)。沒有人可以逃過
他的審判。所有的人都得面對審判、問罪後判刑，下到永恆的地獄裡。不管多努力，單憑一
己之力，依舊逃不過審判的命運。難道我們真的無希望逃過上帝的審判嗎？不盡然。其實上
帝提供了唯一的逃獄計畫，一份恩典的計畫。只要循著恩典之路，就能獲得自由，若拒絕這
項計畫，也只好面對上帝無窮盡的震怒了。 (約翰福音 3:36)

好消息來了

當世人還在憑個人的努力逃脫上帝的審判之際，有個救主出現了。這位救主就是耶穌基
督，他是上帝的獨生子。他獻上自己無瑕人子的身份替世人擔負了死罪。想想這位獨一無二
的人子，耶穌基督，施洗約翰是這樣描述這獨一無二的耶穌基督的。

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b).

人子代我們世人所犯的罪受了刑罰。 使徒彼得說：

他 (耶穌基督) 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彼得前書 2:24)。

使徒保羅說：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 (羅馬書 5:8)。

他一次就付清了罪的代價，讓世人得到永生的救贖 (希伯來書 9:12)。

這則消息到底有多好呢？

因為死罪的代價已經付清了，所以擋在聖潔的上帝與不義的世人之間的障礙也消滅了。
罪使世人與神隔絕了 (以賽亞書 59:2)，耶穌基督犧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才能移走了這個屏
障。世人因無力守全律法才要受到死亡的咒詛，現在因耶穌代死得以成全。基督替我們受了
咒詛，救贖我們脫離了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載：

「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受咒詛的」 (加拉太書 3:13b)。

單靠相信耶穌基督，世人無須作任何事情，就能與上帝和好 (提摩太前書 2:5)。原本那堵巨
大且無法跨越的高牆、世人無力全守的律法以及一切徒然的努力，因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全都解決了。

塗抹了那寫在條規上反對我們、與我們爲敵的字句；並把這些字句從我們中間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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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在十字架上。(歌羅西書 2:14)。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爲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以自己的身體除掉
雙方的仇恨，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以弗所書 2:14，15a)。

唯有基督 [替罪者] 在我們還作罪人 [神的敵人] 的時候， 為我們死 (羅馬書 5:8)。

值得紀念的出口

回想一下那班駛向死亡集中營之火車的比喻，在那位無辜年輕人自願獻上生命後，法官
開出條件改成為﹕想離開這班火車的人都得通過所指定的門。這條件就是要向這位無辜年輕
人的死致敬，因為他成了大家的替代品而殞命。試想那些被定罪的人只要願意接受法官定出
的命令而得到自由，這是多麼值得紀念的出口！

在比喻中，上帝從天堂的法庭下了一道命令，唯有通過這指定的門才能符合祂完全公義
的標準，僅有這個方法，沒有妥協之餘地。上帝的要求很明確，想離開的乘客必須從這唯一
的出口離開。任何想上天堂的人全得通過上帝所指定的門。 

通往天堂的入口

說到上帝的規則，耶穌基督自己說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天父那裡去 [到天堂]  (約翰福
音 14:6)。

路加又說： 

除了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
徒行傳 4:12)。

這樣再三強調表示除了靠耶穌基督外，世人不可能靠著別的方法得救上天堂。耶穌基督
自己也確實聲明，無捷徑可走的。上帝是說話算話的，不是尋求進入這道門，就是被擋在天
堂的門外。

怎麼做才能得救

要進天堂別無他法，就如耶穌基督所說：

我就是門；如果有人藉著我進來，就必定得救 (約翰福音 10:9a)。

如何進入這一道看不見的門呢？既然耶穌基督說了自己就是這道門；那麼要進入這道門就要
憑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單靠這道門，這入口，單單對基督的信心。那要多少信心才夠？
不用多，「像ㄧ粒芥菜種」 (馬太福音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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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信心的實例：在聖經之舊約中，以色列的人民不服神，上帝就按著祂的公義打發火
蛇到以色列人裡 (民數記 21:6)。火蛇咬死了許多人，以色列人才向上帝認罪。原本上帝可以
讓火蛇殺光不信神的以色列人，但是祂沒有這麼做。那麼上帝作什麼替代呢？ 在祂無可比
擬的恩典裏，祂對摩西說：

「你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存活」 (民數記 

21:8)。

摩西便按著上帝的吩咐辦了。看吧，摩西完全準確地跟從上帝的命令去做。接著是輪到以色
列人，藉著摩西的幫助，也準確地順從了上帝的吩咐。他們當時是可以選擇的：可很簡單地
聽從上帝的吩咐去做，不然就只能被咬死。 

果然，所有被蛇咬的，沒質疑神的恩典或祂的智慧，或抱怨神給予如此簡單的指示，僅
看一眼摩西所製造之火蛇的人，都活下來了 (民數記 21:9)。看看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恩典有
多麼的奇妙、美妙又簡單，簡單到不管老、幼，只要看一眼火蛇就能存活。

祂的恩典白白地賜予，不用額外的做工。神不要人給予保證、不用承諾、會眾不必奉獻
或再奉獻、不必受洗也不須十一奉獻。法庭裡的這位慈愛上帝所給的解救辦法是多麼的恩慈
啊。現在的上帝跟幾千年前給摩西指示的上帝一樣，同樣以簡單的方法讓世人在無助的境況
中解救出來。

被高舉的神子

摩西在曠野怎樣把銅蛇舉起，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使所有信祂的人都得永生 (約翰
福音 3:14, 15)。

耶穌基督在受難的同時，是被高舉在十字架上的。就如以色列人當年望著摩西高舉的火
蛇一樣，大家只要看著十字架，單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就可以獲得保證，依靠著上帝，人
人都能得到永生。

在曠野中，他們得看火蛇，單看火蛇這個行為本身有功效嗎？沒有效的。那在十字架上單憑
相信就行了。再說，相信本身有功效嗎？沒有效的。功效是在耶穌基督身上。以前上帝在曠
野中救人的方法多簡單；如今上帝賜的救恩也一樣的簡單。上帝的作為 很簡單，但撒旦和
他的黨羽卻將神賜下的恩典複雜化。救恩本來就是很簡單的事。看看救恩有多簡單：「只要
信耶穌；」不一定「信還得受洗；」不一定「信了還要加入教會；」不是 「信了後還要繼
續信；」不是「信了悔改後之後再信；」也不是「信了後把耶穌基督當救主；」。他本來就
是救主。信心不需要額外的承諾。神對救恩有很明確的指示：

信子的人 [包括你在內]，有永生；但不信從子的人 [要信的命令] 得不著永生， 神的震
怒卻常在他身上  (約翰福音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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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ㄧ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
音 3:16)。

但把這些事記下來，是要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使你們信了，可以因
祂的名得生命 (約翰福音 20:31).

神的信實

上帝有可能說謊嗎？絕無可能！ 

上帝不是人，必不致說謊 (民數記 23:19)。

倘若上帝說，「信子的人，有永生」 (而且祂言出必行：約翰福音 3:36)，祂的意思就是這
樣。倘若祂說，「ㄧ切信祂的 [即耶穌基督]，不至滅亡」 (而且祂言出必行：約翰福音 

3:16)，上帝的意思就是人只要信了基督就不會下地獄。就是這麼的簡單。換句話說，倘若
上帝說的是，「信了耶穌基督，把祂當作救主，且受洗又許下承諾的人便不至滅亡，」，那
麼想要得永生的人最好全部都要辦到。因為神可沒有這樣說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祂說
的很清楚： 

「當信主耶穌，[基督] 你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

這是接受上帝恩典的行動。

最重要的決定

此時此刻，你就可以作這個最重要的決定，它會永遠地改變你的生命。那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只要跟父神說，口說或心相信都可以。從現在起你願意相信上帝的獨生子為了你被
高舉且死在十字架上，從你全心相信基督的那刻起，只單單信祂，你就做到遵守上帝的話
語。就從這一刻起救恩的神蹟就開始運作了。你生命的這一刻是多麼的重要啊！ 多麼的不
可思議，一個生命就因為神的恩典而永遠得救了。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 (以弗所書 2:8a)。

這是怎麼樣的神蹟呢？上帝，賜給你們完美無瑕的義人，來交換我們軟弱的信心和腐朽的公
義 (羅馬書 3:22)，這也是我們得以稱義的基礎。此外，神還把他的永生賜給我們 (約翰福音 

3:36)。就在那一瞬間，你獲得了上帝所擁有的公義。你也獲得了神完全的生命。這來自上
帝恩典之禮物，讓你的生命首次獲准，能跟神永遠住在天堂裡。 

你有作出什麼來獲得這份禮物嗎？ 沒有！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地作出結論，除了神
的恩典，我們從未賺來、或工作或是我們配得拯救。換言之，唯有靠著神的恩典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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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歸一句：上帝的計劃已經是完全的了，你不可能讓它更好。 這是上帝最後所作的工
且祂決不反悔。 (羅馬書 11:29)。
這就是好消息。現在機會來了。決定權就在你身上。救恩憑的是對基督的信心，只要信

耶穌基督就行了。這也是上帝唯一給的解救方法。要就領受他的恩典並接受改變，不然就拒
絕這份獨一無二的恩典並面對永遠被定罪的結果。上帝的審判還是存在的：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從子的 [要信的命令]，必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卻常在他身上 (約
翰福音 3:36)。

這完全是你自己的抉擇；所以讓我們給你以下的禱告：

天父啊，我們感謝您這恩典的禮物；讓您的獨生子獻上十架。感謝您讓我們很簡單地就得到
這份恩典且人人都可享有。我們為那些看到這福音訊息但卻未下定此重要決定的人禱告。我
們祈求他們有一天會徹底地明白到底接受或拒絕您賜與的永恆救恩的意義。父啊，請求您，
激勵那些尚未相信基督的人，讓他們繼續深切地思考這個訊息。以上禱告奉基督之名，阿
門。

給已信者的訊息

上帝要我們在恩典中有所長進 (彼得後書3:18)。神要我們不斷地渴求良好的教導。 (彼
得前書 2:2)。若您願意收到這份小冊子或是其他免費的信仰基礎小冊子，好幫助您的靈命成
長，請照背面資料與我們聯絡。

代禱事項 (僅限於已信者)

「你們要恆切地禱告，在禱告的時後警醒並存著感恩的心。」 (歌羅西書 4:2)。 

義人祈禱所發出的力量 [因對基督的信而稱義] 是大有功效的。 (雅各書 5:16b).

也要為我們禱告，[也替摩西  C. 歐旺彼克和恩典福音事工代禱] 求 神為我們開傳道的
門，宣講…基督 (歌羅西書 4:3).

信靠基督的禱告文

在寂靜的時刻，你可以告訴父神，就在此時此刻，你完全地信靠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已為你
所有的罪受了的刑罰。基督已經完成所有的工作 - 你只需要完全地信靠祂。聖經告訴我們：

“相信主耶穌基督，就必得救”（徒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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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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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你的祈禱

我們為這恩典的禮物感謝天父，因祢的兒子代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我們感謝祢讓這救贖是
如此簡單且並人人都能得到。我們為所有閱讀此福音信息的人禱告，讓他們完全了解接受或
拒絕祢永恆救恩的真正意思，使他們作出人生最重要的決定相信基督。我們為那些仍未能作
決定的人禱告，願他們繼續默想這信息。 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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