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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不了解神的福音 

Why Peopl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Gospel 

(林後 4:1-5) 

 

 前言 

 

1. 保羅告訴我們，神的福音使人得救 (林前 15:1-4). 

A. 從這個上下文看來，我們知道人得救是由於保羅所傳的福音而不是由於

聖靈直接的工作. 

1. 在林前 12-14 章保羅先討論屬靈的恩賜. 

2. 然後在 15 章他告訴我們: 神的福音使人得救. 

B. 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使人得救 (羅 1:16-18). 

1.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2.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羅 1:18). 

2.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必須信道，遵守神的旨意才能得救 (林前 15:1-4). 

3. 人為什麼不了解神的福音又不肯遵守神的旨意呢? 

A. 這並不稀奇.  2,000 年前世界就有這個問題. 一直到現在，人還是不了

解神的旨意，還不肯遵守神的話. 

B. 比方說:  人不遵守神的旨意，因為:  

1. 人還沒有聽見過神的福音 (帖後 1:7-9). 

2. 親戚跟朋友給人很多壓力，所以他們不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太

10:37,38; 徒 5:29). 

3. 人愛世界上的事 (約一 2:15-17). 

4. 保羅告訴我們為什麼人不了解又不肯遵守神的旨意 (林後 4:1-5). 

 

I. 因為神拯救人的計劃中，人不懂舊約的目的. 

 

A. 舊約聖經現在已經不再束縛我們了 (西 2:14). 

1. 保羅告訴我們:  在律例上所寫的都已經撤去了. 

2. 這個『舊約』包括十誡. 十誡是神寫的律法. 我們怎麼知道呢? (出

31:18; 32:16). 

(1) 所以，從這兩個經節我們知道，舊約所有的律法包括十誡. 

(2) 這個律法， 

3. 早期的教會也有這個問題 (加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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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早期時，很多猶太人成為基督徒，以後，這些人中有很多拒絕基督，而

回到摩西的律法裏去. 

1. 寫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這些回到摩西的律法裏的人說: 基督的律法

比摩西的律法更好 (來 10:9,10). 

2. 摩西的律法是『在先的』，基督的律法是『在後的』(來 8:6,7). 

(1) 第一個約是摩西的律法，是舊約的律法，是專給猶太人的律

法. 

(2) 這個律法不完全，所以我們需要新的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 

(3) 基督的律法是完全的，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有人不懂舊約真

正的宗旨. 

(4) 如果人不能分辨新舊約不同的教訓，就會讓人走入歧途. 

C. 因為人不能分辨新舊約不同的宗旨，所以就讓他們教錯的道理. 

D. 比方說:  現在很多人不相信我們必須受浸歸入基督，也就是說:  不必

受浸才能得救.  所以他們試着用幾個例子證明他們的思想. 

1. 可 2:1-9.  他們說那個人沒有受浸，但是他的罪得赦免，所以不必

受浸. 

2. 有罪的女人 (路 7:36-48). 

3. 釘十字架的犯人 (路 23:39-43). 

E. 這些經節都不能證明我們現在不必受浸.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例子

都在舊約的律法之下發生. 

1.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不必按着新約律法去做.  為什麼呢? 

2. 因為新約還沒有開始.  新約什麼時候開始呢? 

(1)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復活以後才開始. 

(2) 剛剛看的例子都是在耶穌死前發生的. 

F. 『我們必須受浸』寫在耶穌基督的遺囑上. 

1. 耶穌的遺囑是從使徒行傳第二章開始生效.  耶穌死後，祂的遺囑才

算生效.  我們剛舉的那些例子都是在耶穌還沒有死以前發生的. 

2. 我們來解釋一下『遺囑』是什麼意思? 

(1) 如果我們要寫遺囑的話，這個遺囑什麼時候生效呢?  必須等

到我死以後，這個遺囑才能生效. 

(2) 比方: 在我的遺囑上這樣說: 『我所有的東西都送給我太太』. 

這個遺囑在我死以前，我會不會把我的東西送給別人呢?  當

然會. 

(3)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沒有死掉.  所以我的遺囑沒有生效. 

(4) 同樣的，耶穌也有遺囑，是新約聖經.  祂的遺囑必須在祂死

了以後才能生效.  祂死了以前，祂想救誰，就有權利救誰.  

這不影響祂的遺囑. 

3. 但是人不了解:  耶穌死了以後，祂的遺囑才生效.  所以人常常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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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聖經上的例子來支持他們的想法. 

G. 耶穌的律法告訴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得救. 

1. 只相信耶穌是基督，可以得救嗎? (約 8:24). 

2. 只相信神的存在，可以得救嗎? (來 11:6). 

3. 悔改而已，可以得救嗎? (徒 17:30,31). 

4. 只承認耶穌是基督，可以得救嗎? (太 10:32,33). 

5. 我們也必須受浸 (羅 6:3,4; 加 3:26,27; 可 16:16). 

H. 我們很容易了解:  只有信心不能夠使我們得救 (約 12:42,43).  這些人

得救嗎? 

I. 單信夠不夠 (雃 2:24-26). 

J. 因為很多人不了解耶穌的遺囑什麼時候生效，也不了解舊約的目的，人

誤用聖經，而已不遵守神的旨意. 

 

II.  人不了解神的福音，也不遵守祂的旨意:  因為他們故意曲解聖 

經，斷章取義 (林後 4:2). 

 

A. 如果人要的話，他可以隨意隨地曲解聖經，支持錯誤的道理. 

1. 『愚頑人心裏說，沒有 神』(詩 14:1). 

2. 人可以曲解這個經節使那些對聖經方面不了解的人相信沒有神.  

這是故意曲解神的話. 

B. 因為人故意曲解神的話，所以世上才會有這麼多錯誤的道理.  我們舉

一些例子. 

1. 有人說:  每一個人必須受聖靈的浸才能得救. 

2. 他們又說:  人必須受聖靈的浸才能了解神的話. 

3. 人又說: 除非有一個受聖靈啟示的解說者，要不然人自己不能了解

聖經. 

4. 這些理論都讓人覺得:  不必遵守聖經 ~ 神的話. 

C. 來 4:12; 雃 1:21. 

1. 這兩個經節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聖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也就

是能救我們的. 

2. 非常可惜，人繼續故意曲解神的話，因此他們會繼續錯下去，而且

使別的人不了解，不遵守神的話. 

 

III.  因為人傳自己 (林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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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常常盲從信仰的領袖.  我們舉幾個例子. 

1. 如果你問一個天主教徒他們，為什麼相信天主教的道理，他們會回

答說:  因為我們的神父這麼說; 或是，我們的教皇這麼說. 

2. 如果你問一個摩門教的監督，你為什麼相信摩門教的道理?  他們

會回答說:  因為摩門教會的創始人 ~ 史密斯這麼說; 或是，他的

繼承者這麼說. 

3. 結果怎麼樣呢? (太 15:14). 

B. 庇哩亞人的例子 (徒 17:11). 

1. 保羅傳福音給他們聽. 

2. 保羅是一個被聖靈感動的使徒，但是他們不盲從保羅. 

3. 他們每天『考察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4. 今天我不願意您盲從我的話.  我鼓勵您們自己查聖經. 

5. 只要人盲從信仰的領袖，就不能了解聖經，也不能遵守神的旨意. 

C. 傳道士的工作是『務要傳道』，不是傳自己; 他的工作是傳福音不是自

己的理論. 

1. 彼前 4:11. 

2. 人停止傳自己時，人停止盲從信仰的領袖時，就可能了解和遵守福

音. 

 

IV.  這世界的神 (撒旦) 弄瞎了世人的心眼 (林後 4:4). 

 

A. 請注意看:  神的福音指引人的心眼. 

1. 所以，我們必須聽及學福音 (約 6:45). 

2. 羅 10:17. 

(1) 目前很多信仰的領袖太過於強調 “感覺” 了，甚至於以 “感

覺” 作為是否得救的根據. 

(2) 因此，人覺得有感覺就好了，不必去考慮為什麼會有這種“感

覺.” 

B. 我們知道撒旦用罪中的喜樂來捆綁人. 

1. 聖經告訴我們摩西拒絕讓撒旦弄瞎了他的眼睛. 

2. 再看 來 11:25,26. 

C. 注意: 不能因為你覺得某些東西是對的，就是對的. 

1. 在舊約裏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耶穌的祖先，雃各，有 12 個男孩. 那

些男孩成為以色列的 12 個支派. 

2. 雃各偏愛約瑟.  雃各送給他一件彩衣; 所以，約瑟的兄弟都嫉妒，

恨他 (創 37:18-36). 

3. 創 37:31-33.  雃各覺得約瑟一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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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瑟死了沒有?  沒有. 

(2) 但是，因為雃各以為約瑟一定死了，所以他的反應是約瑟死

了. 

(3) 他的感覺是從一個錯誤的根據來的. 

4. 有人說，我覺得我已經得救了，但是，如果我們不遵守神的旨意，

就還沒有得救. 

 

結論 

 

1. 如果人拒絕聽福音，他們不能了解神的旨意 (太 13:15). 

2. 復習. 

3. 我們希望你願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但是您必須自己決定 (帖後 1:7-9). 

4. 邀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