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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不了解神的福音 

Why Peopl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Gospel 

(林后 4:1-5) 

 

 前言 

 

1. 保罗告诉我们，神的福音使人得救 (林前 15:1-4). 

A. 从这个上下文看来，我们知道人得救是由于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不是由于

圣灵直接的工作. 

1. 在林前 12-14 章保罗先讨论属灵的恩赐. 

2. 然后在 15 章他告诉我们: 神的福音使人得救. 

B. 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使人得救 (罗 1:16-18). 

1.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2. 『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罗 1:18). 

2.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信道，遵守神的旨意才能得救 (林前 15:1-4). 

3. 人为什么不了解神的福音又不肯遵守神的旨意呢? 

A. 这并不稀奇.  2,000 年前世界就有这个问题. 一直到现在，人还是不了

解神的旨意，还不肯遵守神的话. 

B. 比方说:  人不遵守神的旨意，因为:  

1. 人还没有听见过神的福音 (帖后 1:7-9). 

2. 亲戚跟朋友给人很多压力，所以他们不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太

10:37,38; 徒 5:29). 

3. 人爱世界上的事 (约一 2:15-17). 

4. 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不了解又不肯遵守神的旨意 (林后 4:1-5). 

 

I. 因为神拯救人的计划中，人不懂旧约的目的. 

 

A. 旧约圣经现在已经不再束缚我们了 (西 2:14). 

1. 保罗告诉我们:  在律例上所写的都已经撤去了. 

2. 这个『旧约』包括十诫. 十诫是神写的律法. 我们怎么知道呢? (出

31:18; 32:16). 

(1) 所以，从这两个经节我们知道，旧约所有的律法包括十诫. 

(2) 这个律法， 

3. 早期的教会也有这个问题 (加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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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早期时，很多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些人中有很多拒绝基督，而

回到摩西的律法里去. 

1. 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些回到摩西的律法里的人说: 基督的律

法比摩西的律法更好 (来 10:9,10). 

2. 摩西的律法是『在先的』，基督的律法是『在后的』(来 8:6,7). 

(1) 第一个约是摩西的律法，是旧约的律法，是专给犹太人的律

法. 

(2) 这个律法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 

(3) 基督的律法是完全的，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不懂旧约真

正的宗旨. 

(4) 如果人不能分辨新旧约不同的教训，就会让人走入歧途. 

C. 因为人不能分辨新旧约不同的宗旨，所以就让他们教错的道理. 

D. 比方说:  现在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必须受浸归入基督，也就是说:  不必

受浸才能得救.  所以他们试着用几个例子证明他们的思想. 

1. 可 2:1-9.  他们说那个人没有受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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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十字架的犯人 (路 23:39-43). 

E. 这些经节都不能证明我们现在不必受浸.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例子

都在旧约的律法之下发生. 

1.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不必按着新约律法去做.  为什么呢? 

2. 因为新约还没有开始.  新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以后才开始. 

(2) 刚刚看的例子都是在耶稣死前发生的. 

F. 『我们必须受浸』写在耶稣基督的遗嘱上. 

1. 耶稣的遗嘱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生效.  耶稣死后，祂的遗嘱才

算生效.  我们刚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在耶稣还没有死以前发生的. 

2. 我们来解释一下『遗嘱』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我们要写遗嘱的话，这个遗嘱什么时候生效呢?  必须等

到我死以后，这个遗嘱才能生效. 

(2) 比方: 在我的遗嘱上这样说: 『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太太』. 

这个遗嘱在我死以前，我会不会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呢?  当

然会. 

(3)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死掉.  所以我的遗嘱没有生效. 

(4) 同样的，耶稣也有遗嘱，是新约圣经.  祂的遗嘱必须在祂死

了以后才能生效.  祂死了以前，祂想救谁，就有权利救谁.  

这不影响祂的遗嘱. 

3. 但是人不了解:  耶稣死了以后，祂的遗嘱才生效.  所以人常常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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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圣经上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想法. 

G. 耶稣的律法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得救. 

1. 只相信耶稣是基督，可以得救吗? (约 8:24). 

2. 只相信神的存在，可以得救吗? (来 11:6). 

3. 悔改而已，可以得救吗? (徒 17:30,31). 

4. 只承认耶稣是基督，可以得救吗? (太 10:32,33). 

5. 我们也必须受浸 (罗 6:3,4; 加 3:26,27; 可 16:16). 

H. 我们很容易了解:  只有信心不能够使我们得救 (约 12:42,43).  这些人

得救吗? 

I. 单信够不够 (雃 2:24-26). 

J.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耶稣的遗嘱什么时候生效，也不了解旧约的目的，人

误用圣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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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故意曲解圣 

经，断章取义 (林后 4:2). 

 

A. 如果人要的话，他可以随意随地曲解圣经，支持错误的道理. 

1.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诗 14:1). 

2. 人可以曲解这个经节使那些对圣经方面不了解的人相信没有神.  

这是故意曲解神的话. 

B. 因为人故意曲解神的话，所以世上才会有这么多错误的道理.  我们举

一些例子. 

1. 有人说:  每一个人必须受圣灵的浸才能得救. 

2. 他们又说:  人必须受圣灵的浸才能了解神的话. 

3. 人又说: 除非有一个受圣灵启示的解说者，要不然人自己不能了解

圣经. 

4. 这些理论都让人觉得:  不必遵守圣经 ~ 神的话. 

C. 来 4:12; 雃 1:21. 

1. 这两个经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圣经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也

就是能救我们的. 

2. 非常可惜，人继续故意曲解神的话，因此他们会继续错下去，而且

使别的人不了解，不遵守神的话. 

 

III.  因为人传自己 (林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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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常常盲从信仰的领袖.  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如果你问一个天主教徒他们，为什么相信天主教的道理，他们会回

答说:  因为我们的神父这么说; 或是，我们的教皇这么说. 

2. 如果你问一个摩门教的监督，你为什么相信摩门教的道理?  他们

会回答说:  因为摩门教会的创始人 ~ 史密斯这么说; 或是，他的

继承者这么说. 

3. 结果怎么样呢? (太 15:14). 

B. 庇哩亚人的例子 (徒 17:11). 

1. 保罗传福音给他们听. 

2. 保罗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使徒，但是他们不盲从保罗. 

3. 他们每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4. 今天我不愿意您盲从我的话.  我鼓励您们自己查圣经. 

5. 只要人盲从信仰的领袖，就不能了解圣经，也不能遵守神的旨意. 

C. 传道士的工作是『务要传道』，不是传自己; 他的工作是传福音不是自

己的理论. 

1. 彼前 4:11. 

2. 人停止传自己时，人停止盲从信仰的领袖时，就可能了解和遵守福

音. 

 

IV.  这世界的神 (撒旦) 弄瞎了世人的心眼 (林后 4:4). 

 

A. 请注意看:  神的福音指引人的心眼. 

1. 所以，我们必须听及学福音 (约 6:45). 

2. 罗 10:17. 

(1) 目前很多信仰的领袖太过于强调 “感觉” 了，甚至于以 “感

觉” 作为是否得救的根据. 

(2) 因此，人觉得有感觉就好了，不必去考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

觉.” 

B. 我们知道撒旦用罪中的喜乐来捆绑人. 

1. 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拒绝让撒旦弄瞎了他的眼睛. 

2. 再看 来 11:25,26. 

C. 注意: 不能因为你觉得某些东西是对的，就是对的. 

1. 在旧约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耶稣的祖先，雃各，有 12 个男孩. 那

些男孩成为以色列的 12 个支派. 

2. 雃各偏爱约瑟.  雃各送给他一件彩衣; 所以，约瑟的兄弟都嫉妒，

恨他 (创 37:18-36). 

3. 创 37:31-33.  雃各觉得约瑟一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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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死了没有?  没有. 

(2) 但是，因为雃各以为约瑟一定死了，所以他的反应是约瑟死

了. 

(3) 他的感觉是从一个错误的根据来的. 

4. 有人说，我觉得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旨意，

就还没有得救. 

 

结论 

 

1. 如果人拒绝听福音，他们不能了解神的旨意 (太 13:15). 

2. 复习. 

3. 我们希望你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但是您必须自己决定 (帖后 1:7-9). 

4. 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