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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在宣教中的作用

我的名字叫康福特。今天，我很高兴要与你们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

在七十年代末，神为我开放了一个巡回布道的事功。当我在四处巡回布道的时候，我收

集了一些教会人数增长的资料。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有 80％－90％决志信主的人渐渐地放弃了

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现代宣教方法的成功率仅仅是 10％。

让我更切实的告诉你。一九九一年，十年大丰收的第一个年头里，有 294,000 人在美国的
一个主要的教派， 决志愿意归向耶稣。也就是说，在仅一年里，这个有 11,500 教会的主流教
派教会获取了 294,000 个志愿。可悲的是，他们只能找到 14,000 人参加聚会，也就是说他们不
能解释那其余的 280,000 个志愿，这就是寻常的宣教方法的成就，我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
这令我非常忧虑。我开始祷告并非常专心的研究罗马书和一些著名传道人的福音宣言，列如：
司布真，卫斯理，穆迪，路德和其他神在历史中大大使用的仆人。我发现了一个他们所运用的
宗旨。然而这个宗旨完全被现代宣教方法所忽视了。

圣经在诗篇 19 篇 7 节说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为了要解释神的律法
的功效，我们先来得看一下民法。试想我这样跟你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有人替
你付了一张$25,000 的超速驾驶罚款单。”你可能会这样回答说：“你在说什么呀？这怎么是
好消息？这根本不符合情理。我什么时候超速被罚款了？”对你而言我的好消息根本不是好消
息：是愚蠢的并且你会感到这是触犯了你。因为我是在你不认为你触犯了法律的情况下，暗示

你触犯了法律。但是，如果我这样跟你说，也许你会比较容易明白：“在你驾车来参加这个聚
会的途中，有个警察用雷达纪录下你以每小时 55 英里的时速，开过了一个专为盲人儿童招集

会议而设置的区域。沿途有十个清楚的警告牌，说明最高时速是每小时 15 英里，然而你却以

每小时 55 英里的时速直飞而过。你所做的是非常危险的，罚金为$25,000。当法网正要向你张

开的时候，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替你付了这张罚款单。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你看到了吗？先来明确地指出你的过错，才会使得好消息有意义。如果我没有明确地告

诉你，指出你在那里触犯了律法，这样好消息就会成为愚蠢的和冒犯人的。但是当你意识到你

触犯了律法，这个好消息就的确是好消息了。

同样的，如果我对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他
会觉得这是愚蠢的并且是冒犯了他。愚蠢是因为这话对他毫无意义。圣经上说：“十字架的道
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林前 1章 18 节）。冒犯了他是因为我暗示他是个罪人。在他看
来，有大把的人比他还不如。但是如果我跟随耶稣的脚宗，细心的，慢慢的打开神的律法－十

戒，明确的向他指出他的过犯，他得罪了神，因为他触犯了神的律法，那样当他成为了雅各所

说的：“被律法定为犯法的”（雅 2章 9 节）时候，罚金被付的好消息就不再是愚蠢的，也不
会冒犯他了，而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章 16 节）。

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些思绪来看罗马书 3章 19 节。我们来看神律法用在我们人类上有那些

功效。罗马书 3章 19 节：“我们晓得律法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嘴，
就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神律法的一个功效就是要塞住人的嘴。使得罪人不能狡辩
说：“有好多人还不如我呢。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坏。”神的律法就是要塞住狡辩的嘴，让所有
的人，不仅仅是犹太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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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3章 20 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
是叫人知罪。”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约壹 3章 4 节说：“违背律法，就是
罪。”罗 7章 7 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
知何为罪。”保罗说：“在律法告诉他之前，他不知道什么是罪。”加拉太书 3章 24 节：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神的律法做为老师，
带我们去耶稣基督那里，是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血的成为公义。律法并不能帮我们，它只能让我

们绝望。它不但不能为我们辩护，还要在圣洁神的审判台前指责我们的罪行。

现代宣教法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因为它在上世纪末，这世纪初，抛弃了律法和律法能苏

醒人心，使罪人转向耶稣的功效，所以现代宣教法要给罪人另一个归向耶稣的理由。现代宣教

法所选择吸引罪人的课题就是“美好人生”。福音就贬值成为“耶稣基督会给你带来平安，喜
乐，爱，满足和永远的快乐。”要说明这个非常受欢迎的教导的不符合圣经之处，我希望你仔
细听下面的这个故事，因为以下这个例子会有我所说的道理的精华，所以请你仔细听。

在飞机上有两个乘客。有人给第一个乘客一顶降落伞，跟他说,穿上降落伞可以使他的旅

途更加美好。起初他不太相信，因为他不能想像在飞机上穿降落伞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过了一会儿他决定试一下，看看这话是不是真的。在他穿上这降落伞的时候，他发现这降落伞

不但很沉而且还使他不能坐直。他就安慰自己说，给它一点时间吧。过一会儿这降落伞就会起

作用，会使他的旅途更美好。但是不久他发现有几位其他的乘客开始嘲笑他，因为他在飞机上

穿降落伞。他开始觉得有点难堪。当那些乘客继续指指点点，讥笑他的时候，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缩回他的坐位，解开降落伞，狠狠的往地上扔。他觉得被欺骗和被愚弄了，因为对他而言

“降落伞可以使他的旅途更美好”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

也有人给第二位乘客一顶降落伞，但是他被告知说，穿上它因为你随时随刻就要从两万

五千英里的高空中跳出飞机了。他非常感激地穿上了降落伞，他既没感觉到降落伞在他肩上的

重量，也没留意到他坐不直。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如果他没有穿上这顶降落伞

而跳出飞机的话，他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让我们来审查一下这两位乘客穿上降落伞的动机与结果。第一位乘客穿上降落伞的动机

仅仅是为了使他的路途更加美好。但结果却使他受到了其他的乘客的侮辱；他也有点怨恨那给

他降落伞的人，因为他觉得是被骗了。他可能会想，下次再要我穿上这降落伞可就没那么容易

了。第二位乘客穿上降落伞的唯一目的是要躲避将要发生的危机。因为他知道，没有穿降落伞

就从飞机上跳出去的后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有不可动摇的喜乐和平安，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是

在确死无疑的情况下捡回了一条命。这个意识给他力量让他可以经得起其他乘客对他的嘲笑与

讽刺。他对那给他降落伞的人的态度是发自心底的感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宣教法说些什么。它说：“穿上耶稣基督。他会给你平安，喜乐，
爱，满足和永远的快乐。”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会使你的旅途更加美好。”所以罪人作出响
应，以试试看的心态穿上基督，想看这话是不是真的。但是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所应许的

试探，苦难和逼迫。其他乘客嘲笑他。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脱下了主耶稣基督，他因这道而

觉得受到冒犯（马可 4章 17 节），他觉得被欺骗，并且心中有点怨恨，其实也是应该的。他

被许诺可以得到的是平安，喜乐，爱，满足和永远的快乐，但他真正得到的却是考验与耻辱。

他的怨恨是针对那些给他所谓的“好消息”的人。他现在的处境要比原先还不如。这使他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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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有了免疫功能，心中带的苦毒的后退的人（一个自以为是“基督徒”却没有真正得救，
也没有基督徒样式的人）。

弟兄们，我们不应该跟他们讲道说，耶稣会使你的旅途更加美好。我们实在是应该警告

那些乘客他们就要从飞机上跳出去了。就是：“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希 9章 27 节）当一个罪人明白了违犯神律法的严重后果的时候，他就会仅仅为了逃避将要

来临的怒火而奔向救主。如果我们是真正，信实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要宣讲的道。神的怒火

就要临到；就是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 17 章 30 节）。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定了
日子，要按公义审判天下”（31 节）。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快乐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
公义的问题。不管一个罪人有多快活，多逍遥自在，他只不过是“暂时享受罪中之乐”（希
11 章 25 节）。要是没有基督的公义，他会在神的审判下灭亡。“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惟
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 11 章 4 节）。不错平安与喜乐的确是得救的果子，但这不是
说你可以用平安与喜乐去做得救的交换品。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罪人会继续做出缺乏悔

改，别有用心的响应。

还记得为什么那第二位乘客心中充满平安和喜乐？因为他知道这降落伞就要救他脱离死

亡。作为一个信徒，因信我有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如同保罗在罗马书 1章 13 节所说的。因为

我知道耶稣的公义可以救我脱离那就要来临的神的怒火。

有了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在飞机上发生的一件事件。有位新的空姐，她端着

一壶滚烫的咖啡。今天是她上班的第一天，她想要给乘客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做到了，因为

她在走道上不小心拌了一脚，把那壶滚烫的咖啡全都洒在了我们的那位第二位乘客的身上。当

那滚烫的液体落到他脆弱的肌肤上，他的反应如何呢？他是不是说：“哇！！！好痛！”？当
然，他感觉到疼痛。但是他会不会把降落伞从他肩上撤下来，丢在地上，说：“愚蠢的降落
伞！”呢？当然不会，他没理由要这样说！他不是为了让他的旅途更加美好才穿上降落伞的。
他是为了要逃避那将要来临的灾难（从飞机上跳出去）才穿上的。这热咖啡事件只会让他更加

抓紧降落伞，更加期待跳出飞机的那一刻。

所以如果我们是以正确的动机穿上耶稣基督，也就是为了要逃避那将要来临的审判，那

当苦难袭击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航程开始颠簸的时候，我们不会对神表示愤怒，我们也不会

失去我们的喜乐与平安。没理由的嘛。我们来找耶稣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快乐的人生，而是为

要逃脱那将要来临的审判，神的怒火。所以，苦难只会促使真正的信徒更加靠近救主。但是可

悲的是，有成千上万声称是基督徒的，当航程开始颠簸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平安和喜乐。为

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福音”的产物。他们虽然来了，却没有悔改，没有悔改
就不能得救。

你看，除非我先承认我得了病，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去吃药的。如果我不认为我有病，我

何必要吃药？律法使我信服我是有病的。所以我才会接受福音。符合圣经的传道总是，无一列

外的，以律法对骄傲的人，以恩典对谦卑的人。你决不会看到耶稣把福音，好消息，十架，我

们神的恩典，给一个骄傲自大，自以为公义的人。不，他用律法破碎坚硬的心，用福音医治破

碎的心。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做那些讨父喜悦的事。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

各 4章 6 节；彼前 5章 5 节）“凡心里骄傲的”，经上说：“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 16 章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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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告诉我们福音是为谁而给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
福音给贫穷的；心灵破碎的；被掳的，和瞎眼的”（路加 4章 18 节）。这些都是心灵的状
态：贫穷就是心灵贫穷，虚心的人（马太 5章 3 节）；心灵破碎是那些痛悔，谦卑的人（以塞

亚 57 章 15 节）被掳的是那些被撒旦掳去做他的意愿的（提后 2章 26 节）；瞎眼的是那些被

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光照着他们的人（哥后 4章 4 节）。有病的才

需要医生（马可 2章 17 节），并且只有那些确信自己有病的才会接受和珍惜那得到的医治。

在路加福音的 10 章 25 节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做，以律法对骄傲的人。下面让我来讲解一下

这句话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的 10 章 25 节有一位律法师站起来试探耶稣。他的问题的精要就

是：“你认为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得到永生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声称精通神律法的老师，
站出来，试探神的儿子。他真是骄傲自大，自以为公义。所以耶稣给了他律法。耶稣说：“律
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圣经接着说：“但是那人
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Living 版的圣经把律法在那人身上产
生的作用解释的更加清楚。它说：“那人为了要辩护他缺乏对某些人的爱，所以他问耶稣说：
‘那个邻舍？’”他不介意犹太人，但是他不喜欢撒马利亚人。所以耶稣就讲了，我们所谓的
“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给他听。其实那个撒马利亚人一点都不“好”。当他爱他的邻舍如同
爱自己，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只不过是遵守了神律法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律法的作用［律法

的精要（律法所要求的）］，就是要塞住那人的嘴。因为他没有爱他的邻舍到那个程度。还记

得神给我们律法是为了要塞住狡辩的嘴，让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有罪的。

同样的在路加福音 18 章 18 节，一位富有的年青的官员到耶稣这里。他说：“怎样才能得
到永生？”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说：“啊，赶快在你
改变主意前做一个祷告。”但是耶稣是怎样回答这个有可能成为信徒的青年人的呢？耶稣把他
指向律法，给了他五条人与人之间的诫命。当那个青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
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第一条诫命的精要：“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
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 章 2－3 节）耶稣让这个青年人看到他的神是他的金钱，
因为“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马太 6章 24 节）律法对骄傲的人。

然后我们在尼哥底姆的事上看到恩典给于谦卑的例子。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领袖。他是

以色列人的师傅。所以，他对神的律法有深透的了解。他的心是谦卑的，因为他来找耶稣并且

承认神的儿子的神性（承认耶稣是神）。一个以色列的领袖？“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
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耶稣把罪债被付的好消息告诉给
这个，藉着律法而认识了罪和有着谦卑的心的，真理的真心寻求者。并且这在尼哥底姆听来并

不愚蠢，而是神拯救的大能。

同样的在拿但业的例子（约翰 1章 43－51 节）。拿但业是一个在律法下长大，是一个真

正按着神的律法去行的以色列人，不是只在表面上说而不去行的人。耶稣说他心里是没有诡诈

的。明显的律法是把这位虔诚的犹太人带到救主面前的师傅。（是律法让他认识到他需要救

主。）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那些使徒行传 2章里的，在五旬节那天的犹太人身上。他们是非常虔

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是吃，喝和睡在神的律法中。马太亨利，一个解经家说这些犹太人在五

旬节那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纪念神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律法的这件事。所以当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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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对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宣讲的时候，他没有讲神的怒火。因为律法已经让他们知道神的怒

火。所以彼得也没有宣讲神的公义或审判。他只是告诉他们罚金被付的好消息，众人就觉得扎

心，就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使 2章 37 节）律法是带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让他们可以因着信，藉着他的血得赦免的师傅。

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神的律法
是好的只是要用的合法，用在它原来所设立的用途上。那么，律法的用途是什么呢？下面一节

经文告诉我们：“律法不是为以人设立的，乃是为罪人设立的。”还列出那些罪人，“是不法
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 和犯罪的，不圣洁和贪恋世俗的杀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

等等而事设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带领一个同性恋者归向耶稣，你不要在他的变态行为上跟
他争论；他已经带上了拳击手套正等着你呢。不，给他十诫。因为律法是为同性恋者而设立的。

让他看到纵使不顾他的变态行为，他也已经是在神的诅咒之下了。如果你想要带领一个穆斯林

教徒归向耶稣，给他摩西的律法；他们接受摩西是一个先知。那么就把摩西的律法给他们，剥

去他们的自我公义，让他看到神要求的是内在的谦卑。

圣经里充满了律法在宣教事功中起到它的作用的列子。记得那个在行淫中被抓的女人

（约 8章 1－11 节）。触犯了十诫的第七条，是死罪（利 20 章 7 节），她别无出路只能扑倒

在神的儿子耶稣的脚前，乞求怜悯；这就是神律法的功能。

保罗曾说道被律法囚禁（加 3章 23 节）。律法是谴责的，是定罪的。你可能会说：“我
们不可以谴责罪人，定他们的罪。”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定了罪。约翰福音 3章 18 节：“不
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律法只不过是让他看清他的真型。

一般讲到这儿我会一条条的讲解十诫，但是我觉得，与你们分享我个人的传福音方式可

能会对你们更有益。我坚信跟随耶稣，模仿耶稣的重要性。在约翰福音 4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

传福音的列子。当耶稣来到井旁与撒马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他从日常生活的话题开始，接着

转向属灵方面，然后用第七条诫命定她的罪，最后启示他就是弥塞亚（救主）。这就是我所采

取的方法。所以我见到人首先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在那里工作？然后我会故意的把话题从日

常的转向属灵的。一般我都会藉用福音单张来转变话题。我会问他们，有没有拿到这一张？我

们有很多不同的福音单张、小册子。并且我们的单张、册子是非常独特的，有的人拿了一张还

不够，还会问我们要更多。有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刻有十诫的硬币。

这不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些，只要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当他们看到这是基督教

的，或者当你告诉他们这是基督教的时候，你就问他，你有没有遵循了十诫？一般情况下他们

都会回答说：“恩，差不多都遵守了，我还没杀过任何人阿。”我问：“你有没有撒过谎？”
他说：“啊，可能一两次啦。”我说：“这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罪人。”我
说：“更加具体来说，这是不是证明你是个说谎的人呢？”他说：“我不是个说谎的人。”我
说：“你到底要撒几次谎，才能证明你是个撒谎的人呢”？“是不是撒了十次谎，就会有个铃
铛突然响起来了？当然撒一次谎，就说明你是个说谎的人了”。他说：“恩，大概是的。”我
又问：“你有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他说：“没有。”我说：“算了吧，你刚刚才跟我说过你
是个撒谎的人。有没有拿过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他说：“有拿
过。”我说：“这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小偷。”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
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 5章 28 节）我再问：“你有这样吗？”他
说：“经常有”。“那么从你刚才所说的，你在本质上是个撒谎的和犯奸淫的小偷，在审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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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面对神；并且我们只看了十诫中的三条诫命。还有七条，好象是七个大炮对着你。你有

没有妄称神的名”？“恩。。。我是想要停止”。“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你把神的名字用
为咒骂的代名词。这是亵渎了神的；圣经上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
供出来’（马太 12 章 36 节）。‘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 20 章 7
节）。圣经上说如果你憎恨人，你就是杀人的（约一 3章 15 节）。”

神律法的奇妙所在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也把他的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板上。罗马书 2

章 15 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是非之
心就是我们的良心、良知。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善的，是好的。所以当他撒谎，贪恋，通奸，亵

渎，犯奸淫，在他心里他是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所以在审判日他是没有任何藉口的。所以说

律法是使人知罪的。

你们中间的一些妇女可能会了解这点。你早晨起来掸去桌子上的灰尘，桌子就干净了。

然后你来开窗帘，让早晨的阳光可以照射进来。你在桌子上看到的是什么呢？灰尘。你在房间

里看到什么呢？还是灰尘。是光产生出了灰尘吗？当然不是，光只是让灰尘显露出来。当我们

慢慢的拉开至圣所的幔子， 让神的律法的光照在罪人的心坎上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他的真实

面目。“诫命是灯，法则是光”（箴言 6章 23 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罪因着诫命更
显出是恶极了”（罗马 7章 13 节）也就是说，律法向保罗显明了罪的真相。

当一个人知道了这点之后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对他发怒，为什么“神的震怒常在他身
上”（约翰 3章 36 节）。他可以看到，当他被称在永恒公义的天平里，他是亏欠的了。（但
5章 27 节）他就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要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
诅咒”（加 3章 13 节）。“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
们显明了”（罗马 5章 8 节）。我们触犯了律法；耶稣为我们偿付了罚金。就这么简单。当我
们悔改并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作出的，我们就能从神的愤怒中解脱出来。神就可以在

审判日对他说：“你的案子因证据不足被取消了”。所以我们要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使 20 章 21 节）

司布真，这位一百年前伟大的布道家曾经说：“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恩典，直到他们在神
公义和圣洁的律法面前颤抖”。他们永远不会接受解药，除非他们确信他们是有病的。律法确

实是起了这样的功用。它能够转变人的心。 它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

个手扶着犁耙不回头的人，因为他配被神用了（路 9章 62 节）。“配”字的意思就是准备妥
当了。他心里的土壤已被开垦了，可以接受那能救他灵魂的道了（雅各 1章 21 节）。所以你

要去找一个罪人，拿他来做实验。试一下，看是不是有用。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样板，就跟着做

吧！当有人到我们跟前对我们说：“我是个坏极了的罪人，我犯了奸淫， 欲火攻心，而且我
心中充满了嫉妒和仇恨。”给他恩典，很有可能你会发现有人说：“其实我是个好人，很多人
比我还要糟糕。”他们是在为自己建立公义。因为他们对神的公义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一定要
给他们光。神并不是要我们去赢得一个决定。他要的是人得救。要得救就要悔改，但是如果他

们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们就不会悔改。所以就象我刚才所说的，你们去试试看看。但是当你们

去做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故事。

你乘坐一架飞机，喝着咖啡，嚼着饼干，看着电影。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突然你

听到：“我是本次班机的机长，我有个通知，请大家注意听。飞机尾部发生故障，飞机失控，
马上要坠毁了。我们现在是在 25,000 英里的高空中。在你们的坐位下面有顶降落伞，请你们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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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谢合作，谢谢您乘坐本航空公司班机”。当你穿上了降落伞之后，你会说：“哇！
25,000 英里？！我能有这降落伞穿真的是太好了！”你转身看到你旁边的一位乘客正喝着咖啡，
嚼着饼干，看着电影。你问他说：“对不起，你没有听到机长的话吗？穿上你的降落伞。”他
转过来对你说：“是吗？我看机长不是认真的。再说了，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谢了”。你不
要恳求他说：“哦，求你穿上降落伞吧！这会比你看的电影好多了”。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告诉他，降落伞会以某种方法使他的旅途更加美好，那么他就会以错误的动机去穿上它

了。如果你想要他牢牢的穿上，决不脱下来，告诉他跳出飞机的后果。你说：“是的，你可以
不理睬机长的话，不穿降落伞跳出去。。。粉身碎骨哦”！他说：“对不起，你这是什么意
思”？“我说，如果你不穿降落伞从飞机上跳出去，地心引力。你到了地上就‘扑哧’了。”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太感谢你了”！只要这个人知道他要从这门跳出，去面对违反了地

心引力的后果，你是绝不可能把降落伞从他背上脱下来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就系在这上面。

如果你环顾周围，你会看到很多的乘客都在享受他们的航程。他们是暂时的享受罪中之

乐（希 11 章 25 节）。你要去说：“对不起，你没有听到我们救赎长的命令吗？‘穿上主耶稣
基督。’”他转过来对你说：“是吗？我看神不是认真的。神是爱。再说，我觉得我现在挺好
的，谢了。”你不要诚恳地，迫切地，没有认知地对他说：“求你穿上主耶稣基督吧。让耶稣
进到你的心里。他会给你爱，喜乐，平安，满足和永远的快乐。你的心里有一个只有神能填满

的空穴。只要把你的心交给耶稣，他会医治你的婚姻，帮你戒除汹酒，吸毒的难题”。这样你

会给他的承诺带来错误的动机。你应该说：“神啊，给我勇气”！然后告诉他们跳出去的事。
就说：“嗨，神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希 9章 27 节）。如果你死在你的罪里，那么神将被迫主
持公道，他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马太

12 章 36 节）；如果你有色欲，你就犯了奸淫。如果你憎恨某人，你就犯了谋杀罪。耶稣警告

我们说神的公道将是非常彻底的，永恒愤怒的拳头向你砸下来，会把你撵个粉碎。神祝福

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以地狱的恐怖来威吓罪人归向耶稣。用地狱宣道法只会制

造充满恐惧的信徒。而用神的律法是制造充满眼泪的信徒。地狱宣道法的信徒来是为要逃避地

狱之火。但是在他的心中，他认为神是苛刻的和不公正的，因为律法没有用在他身上让他看到

罪的极恶之本性。他不认为地狱是他应得的下场，他不觉得他应该下地狱。所以他也不会明白

怜悯与恩典，所以他缺乏对神怜悯的感恩之心。感恩之心是传福音的主要动力。在一个假信徒

的心中是没有一点传福音的热忱的。但是当一个知道他是得罪了天，神的眼是无处不在，监察

一切善恶，神看黑暗犹如白昼。神也监察他的思想。如果神以他的圣洁在审判日显现出所有他

隐藏在心中的罪，所有黑暗中的行为，如果神显现出他所有罪过的凭证，神就可以提起他好像

提起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然后把他抛入地狱，就是行那公义的。但是神却给他怜悯来代替他

应得的审判。神对他的爱就显明在基督在他还在作罪人的时候已经为他死了。他跪倒在沾满了

鲜血的十字架前，说：“神啊，如果你为我这样做，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喜悦遵行你的旨
意。我的神啊。你的律法写在了我的心上”。就好像那个人，知道他必定要跳出飞机，并且要

面对违反地心引力的后果的那个人绝对不会脱下他的降落伞，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就系挂在这

上面。所以当他知道他要在审判日面对圣洁神而来到救主面前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丢弃神在

基督里给他的公义，因为他的性命就系挂在这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