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福音
「起初神创造天地。」 ( 创世记 1: 1 )
要明白福音, 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地球与其上物质的诞生是有其目的, 它们不是偶然出现。
神按着次序创造万物, 第三日, 衪创造地球, 然后造基本的动物种类。牠们都具有遗传基因信息系统, 以
致能各从其类永远繁殖, 从亘古以来, 鱼生鱼, 猴子生猴子。 最后, 神创造人, 与其他动物分开。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 创世记 1: 27 )
神以恩惠与慈爱对待世人。
「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
的鸟
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 创世记 1: 28 )
这节圣经很清楚说明人类不是野兽的后裔, 而且, 人生不是无意义的, 其实, 人生充满价值和神赋与的
责任。

人是否成功管理世界乃基于他对创造者的顺服, 人类始祖对神的不顺服, 对全人类有严重的负面影
响。

圣经这样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
( 罗马书 5: 12 )
罪就是 “失准”, 这个准则乃是神始终如一的绝对公义。
我们都是那违背神的亚当后裔。 我们的肉身继承了他的本性 – 这本性能够和愿意行善与作恶, 因
此, 我们不能维持一致的公义。
圣经说:
「 就如经上所记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
( 罗马书 3: 10 )
我们真能在言语, 思想和行为上行善, 可惜, 有缺憾与被污染的本性令我们继续作恶,
圣经再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 罗马书 3: 23 )

没有人能摆脱这个不可逃避的困境, 不论多少的善行与宗教活动都不能解决这问题。 因为我们的善
行乃来自同一个作恶的本性。
福音乃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神, 宇宙与生命的创造者, 亲自解决这个难题, 任何的宗教善行都不能
救赎我们的罪, 只有神能完成这个工作。
「祂便救了我们
「祂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祂的怜悯。」

( 提多书 3: 5 )

以赛亚先知指出人的问题与神的解决方法。
「我们都如羊走迷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 以赛亚
以赛亚53:
53: 6 )
这位古先知告诉神的百姓: 有一天神会预备一个背负世人罪孽的牺牲者。
耶稣基督, 神的独生子, 作了这个历史见证。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减亡
不至减亡,, 反得永生。」
( 约翰福音 3: 16 )
新约圣经陈述了耶稣拯救我们的好消息。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
圣经所说
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 哥林多前书 20: 3- 4 )
这就是福音的精华。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
「神使那无罪的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祂被挂在木头上
「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 哥林多后书 5: 21 )

( 彼得前书 2: 2 4 )

祂死了, 被埋葬。 但三日后, 祂从死里复活。 祂借着死为我们付了罪债, 祂的复活显示祂已胜过死
亡, 因此, 我们信靠耶稣不单罪获赦免, 更得永生。

当马大向耶稣讲她弟兄之死的时候, 有以下对话:
「 马大
马大说
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耶稣对她说
他必复活。」耶稣对她说:: 「复活在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 约翰福音 11: 24 - 26 )
大约2000年前, 神已为我们完成了伟大的救赎工作, 圣经记录了全部事迹, 历史上, 这些事被称为福
音。 现在, 我们要凭信心接受福音, 得救不是因着行为。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
自夸。」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2: 8- 9 )

如果有人问: 「我当作什么才能得救, 使罪得赦免? 」

圣经的回答是:
「当信主耶稣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16: 31)

论到主耶稣, 圣经说:
「凡接待祂的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1: 12)

使徒
使徒保罗
保罗说
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
罗马书 10: 9- 10)
今天可以是你得救的日子, 借着相信与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你就踏入永生。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罗马书
罗马书 10: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