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徒信经》 

视频单元讲座 
 

 

 
 

13 集系列讲座 

 

主讲:   Rev. Cornelis Harinck 

 

 

 

 

 

 

 

 

    

  传承改教精神 交托普世教会 

 

 



 
 

 

John Kno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ntrusting our Reformed Inheritance to the Church Worldwide 

 

©  2019 by John Kno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quot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review, comment, or scholarship,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John 

Knox Institute, P.O. Box 19398, Kalamazoo, MI 49019-19398, USA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Visit our website: www.johnknoxinstitute.org 

 

 

Rev. Cornelis Harinck, born in 1933, is minister of the gospel in the Netherlands since 1962. Currently 

as emeritus minister, he still preaches every Lord’s Day in the Netherlands Reformed Congregations.  

 

 

 

 

 

 

 

 

 

 

 

 

 

 

 

 

 

 

 

 

 

 

 

 

 

 

 

 

http://www.johnknoxinstitute.org/


 
 

 

目    录 
 

 

《使徒信经》 
 

13 集系列讲座 

 

主讲:  Rev. Cornelis Harinck 

 

 

第一讲：《使徒信经》介绍 

第二讲：圣父上帝和创造 

第三讲：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 

第四讲：圣灵感孕、救主由童贞女所生 

第五讲：基督的受难 

第六讲：基督的复活 

第七讲：基督的升天 

第八讲：基督审判活人死人 

第九讲：圣灵上帝 

第十讲：基督的普世教会 

第十一讲：罪得赦免 

第十二讲：身体复活 

第十三讲：永生 

 



2 
 

第三讲 

《使徒信经》第二条   

 

在《使徒信经》第二条中我们读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

生子。”基督徒凭着这些话，不仅宣告耶稣是上帝之子，也宣告说耶稣是

自己的主。《马太福音》第 22章提到一群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夫

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们想要知道，十诫当中哪一

条诫命最重要。 

 

由于法利赛人和文士一心关注在这类问题上，因此他们对着耶稣提问，

要求祂指定十条诫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耶稣对此的回答是：“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

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这是何等绝妙的回答！表达出圣经无比的智慧与非凡的知识。耶稣并

不是说：第一条诫命或是第十条诫命最重要。祂指出律法的核心，也就是：

对上帝与对邻舍的爱。爱实现了律法。他们本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摩西已

经教导说，律法要求了对上帝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上帝。”（申 6:5） 

 

接下来，耶稣反过来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祂问：论到基督，你们的

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的答

案耳熟能详。每个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耶稣随后又问法利

赛人一个两难的问题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些话可



3 
 

以在诗篇第 110 篇中找到。大卫在那儿谈论弥赛亚，既是他的子孙，也是

他的主。鉴于大卫提到弥赛亚，耶稣接着问法利赛人：“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不知如何回答。 

 

我们也无法理解弥赛亚怎么能同时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上帝与

主。只有一种回答能够满足此问：弥赛亚兼具二者身份。他的人性是大卫

的子孙，他的神性是上帝之子。耶稣既是上帝，也是人。 

 

早期教会面对异端攻击，后者否认耶稣是永生上帝的永生之子；于是

教会在 325 年的《尼西亚信经》宣告说：“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

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上

帝而为真上帝，受生而非被造，与父本质为一，万物经由祂被创造。”耶

稣是真正的上帝并真正的人。在人性里，耶稣的肉体与血来自童贞女马利

亚。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样，耶稣从女人出生，由孩童长大成人。耶稣经历

了饥渴，经历了悲喜，经历了疲乏与痛苦，经历了试探、患难与死亡。耶

稣是真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祂都与我们一样：“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来 2:17） 

 

有一件事耶稣与我们不同：祂对犯罪一无所知。《希伯来书》第 4

章 15 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

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曾经挑战祂的敌对者：

你们当中谁能定我的罪？他们若是能控告祂是小偷、是通奸者或是撒谎

者，他们该是多么幸灾乐祸！然而，他们却无法在任何一样罪上指控祂。 

 

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论到这位历史性的耶稣，

这位有血有肉的人物，祂出生于我们日历上的公元元年；早期基督教会



4 
 

在《使徒信经》宣告祂是：上帝的独生子。孩童时期的耶稣成长于拿撒

勒。成人耶稣——祂传讲上帝天国的福音，祂行善、治愈患者，祂叫死

人复活，祂死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是上帝之子。祂是上帝与人联合

于同一位格——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 

 

为何基督徒相信这些？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理解，而是因为，

这是圣经的教导。《旧约》包含讲论弥赛亚神性的预言。《弥迦书》有

一句著名的预言，说到弥赛亚是亘古长存的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

古，从太初就有。以赛亚先知论到弥赛亚，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

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 9:6）这些名都仅适用于上帝。 

 

《新约》为耶稣的神性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当耶稣受完施洗约翰洗

礼的时候，圣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 3:17）

使徒约翰为耶稣作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

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保罗

如此宣告耶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

子。（罗 1:4） 

 

耶稣自己也常常公开见证，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当耶稣站在犹太

公会面前时，大祭司让耶稣起誓，并对祂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

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

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

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太 26:63-64）大祭司听到这个

回答，立即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

呢？”（太 26:65）他清楚地明白，耶稣宣告自己是人子，是弥赛亚，是

永生的上帝之子，就是但以理所说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



5 
 

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但 7:13）耶稣

说了那些话之后，犹太公会判祂死罪，因为祂公开声明自己是上帝之子。

最终，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并所行的事见证了祂的神性；祂所作的是唯

独上帝能做的。当祂用大能的话语斥责风和海，令其平静，门徒惊叹道：

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可 4:41）他们深信耶稣的神性，

因此宣告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约 6:69） 

 

使徒们在他们的事工中遭遇许多挣扎、怀疑与恐惧。他们常不得不与

保罗同说：外有争战，内有惧怕。（林后 7:5）但是他们从未怀疑耶稣的

神性。他们知道祂是上帝之子。耶稣确实是上帝，也是人。早期教会如此

宣告这一点：Vere Deo, vere homo （拉丁语（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

真正的人） 

 

圣经一再提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爱向这个失落的世界清楚

地显明，就是藉着将祂的独生子赐下，成为失丧之人的拯救者与救赎主。

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16 节，我们听到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

《使徒信经》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尽管信徒也被称为上帝的孩子和上帝的儿

女，但信徒与耶稣的儿子身份却迥然不同。信徒是因着基督的缘故，通过

被收养而成为上帝的儿子。然而，耶稣是上帝的亲生之子。他与上帝同等，

是唯一受生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只有这一位儿子。因此，耶稣总

是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也因此，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之子，与圣父上

帝有着独一无二的关系。祂向犹太人宣告：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

祂由此宣告自己与父同等。耶稣说起上帝是自己的父时，是带着一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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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意味。祂称上帝为阿爸父——这是亚兰语中，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

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称上帝为自己的阿爸。 

 

法利赛人、文士并以色列的长者们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我们

读《约翰福音》第 5 章 18 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

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耶稣称上帝为自己

的父；也就是说，上帝是祂个人生身的父。 

 

圣经用了“生”这个词。作为子，耶稣受生于父。祂并不是受造的上

帝之子，而是受生的上帝之子；祂从未被造，却是在永恒中受生于父。这

些都是重要的表达方式与限定条件。 

 

天与地，人与天使，动物与植物，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是上

帝所造的。然而，圣子却并非是受造的。因此，永生的上帝之子尚未存在，

故而不与父同在——难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吗？人们很容易有这样的

念头。然而，圣经描述圣子受生却是使用了现在时态；也就是与上帝永恒

的存在有关。 

 

圣父在永恒中生了祂的子；没有开始，不随时间而演变，也没有终结。

是一种永恒且没有终止的受生。耶稣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因为父怎样

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约 5:26）因此，

在永恒里父将自己的本质完全地传递给子。 

 

耶稣宣告自己与祂的父原为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祂们在神性、

永恒、权能和荣耀上都是一体的。圣子与圣父、圣灵一起才是真正的上帝。 



7 
 

因此，基于圣经，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

够明白，圣子的这种永恒地受生于圣父。这仅仅意味着，我们相信圣经的

教导，即耶稣是圣父亲生的独生子。上帝有许多收养的儿女，但是只有一

位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尽管我们对圣子永恒地受生于圣父

无法测透，却不影响这一宣告的重要性：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此处的关键是救赎。因为，若基督不是真正的上帝，我们就无法得

救，因为只有是真上帝的救主才能拯救我们。在使徒时代，异端就开始

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试图以一种合乎理性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圣经将

耶稣称为上帝的独生子。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哲学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既

是上帝又是人；因此，他们就不想接受耶稣是真正的上帝与真正的人。 

 

我们已经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看到这一现象。那些否认耶稣是上帝

之子或否认耶稣——上帝之子道成肉身者，都被约翰认定为敌基督。他

在《约翰一书》第 4 章 3 节说道：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

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基督教早期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异端叫作阿里乌(Arius) (大约出生于主

后 250 年)；他认为耶稣是受造物中至高的，却不是永生上帝的永生之子。

他的观点在基督教会里引发了诸多动荡与纷争。 

 

另有观点教导说，“上帝之子”必须被视作一种尊荣的称号，而并

非是按字面意思理解。伊斯兰教相信耶稣确实是一位先知，却否认祂就

是上帝之子。他们相信安拉是独一的，没有任何同等的位格与之同在—

—因此，安拉没有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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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是耶和华至高的代表与见证，但是他们不承

认耶稣是上帝。他们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位传递上帝话语之人。然而，在

耶稣受洗之时，上帝从天上明明地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路 3:22）。 

 

当代神学家亦否认耶稣是上帝之子。他们认为祂是最伟大的犹太人，

一位高尚的人，一位人文主义者，或是彼此相爱的典范，却并非上帝之

子。也有不少宗教派别否认圣经中的见证，即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为何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承认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意义重大？

答案是，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就不存在以马内利，上帝与我

们同在。 

 

那么上帝之子道成肉身就没有发生，耶稣也不过是个纯粹的人而已。

尽管他可能是一个非凡的人，然而倘若耶稣并非真正的上帝，那么他就

不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16 节的宣告。 

 

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 5 章 19 节所写的也不是真的：“这

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如果耶稣不是上帝）那么我

们根本不能与上帝和好，也不会被上帝拯救。 

 

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复活就仅仅是人的复活，而非耶稣

基督——神圣的救赎主的复活，那就不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

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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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如果耶稣不是上帝之子：替我们受难且受死，又从死里

复活，现在坐在上帝右边——那我们的盼望不过是一场幻象。 

 

那么，我们为救赎所信靠的就只是一个人。我们对耶稣的敬拜也就

成为了拜偶像，因为我们将应该献给上帝的敬拜给了人。然而感谢上帝！

上帝亲自在祂的子耶稣基督里来到世上，将罪人从永久的毁灭中拯救出

来。 

 

耶稣是父所差来的。祂是上帝的独生子。若上帝没有一位子，圣经

为何要说祂是一位父？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徒也宣告

说，他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在此宣告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有三

个不凡的名字：耶稣，基督和主。救主作为人的名字是耶稣，也就是拯

救者。天使加百列对马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路 1:31）耶稣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稣的名字显示了耶稣是

谁，即救世主，祂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 19:10）

耶稣也被称为基督，也就是：受膏者。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安得烈告

诉自己的兄弟西门：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约 1:41）当我们宣告耶稣是

基督，我们就把旧约所预言上帝弥赛亚的一切归于祂。 

 

使徒们在传道之时，不断从旧约中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应许的弥赛

亚。《使徒行传》第 17 章告诉我们，使徒们在犹太会堂讲道时所遵循的

传统：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

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

位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基督的意思是：祂是受膏者。在旧约时期，

先知、祭司和君王都被圣油膏抹。这表明着上帝呼召他们担任他们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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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意味着上帝应许会为着他们的工作来装备他们。耶稣受上帝的膏

抹，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为此，他被圣灵膏了。 

 

马太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后的看见：耶稣受了洗，随即

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

他身上。（太 3:16） 

 

有预言说，弥赛亚会被圣灵膏抹。《以赛亚书》第 61 章中，弥赛亚

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

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

告耶和华的恩年。当耶稣在拿撒勒会堂读《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他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 4:21）借此，耶稣宣告自己就是

那位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得到圣灵的恩赐与权柄，可以传道并行神迹—

—但不是像过去先知那样的程度，例如以利亚。耶稣拥有无限量的圣灵。

《约翰福音》第 3 章 34 节说：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在百夫长哥尼流家中的时候，彼得宣告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徒 10:38）耶稣是上帝的受膏者，

是弥赛亚；这一切在祂身上得到应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

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赛 11:2）耶稣也被称为主，即“拥有者，所有者，或主人”。这个头

衔在圣经时代是用来称呼奴隶主的。它与 "主人 "一词同义，因此是一个

表达占有和权威的头衔。 

 

上帝称自己是以色列的主和拥有者。当摩西向法老要求释放以色列

人时，他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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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野向我守节。’”（出 5:1）上帝称自己为以色列的主，宣告自己对

以色列百姓独一的主权。 

 

在耶稣诞生之际，天使已经宣告祂是基督和主。天使对牧羊人说：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 2:11）尤其

在祂复活之后，耶稣被称为主。彼得在五旬节之时说：故此，以色列全

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徒 2:36）上帝使耶稣死里复活，证明了耶稣的身份，也就

是：主，弥赛亚。因此，多马向耶稣承认：我的主，我的上帝！（约

20:28）主这一称号表明权能与主宰。使徒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罗 14:9）耶稣拥有权柄。耶稣对祂的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有一日将到来，届时一切受造物都会向祂屈膝，并认祂为主：叫一

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

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 2:10-11） 

 

最重要的是，耶稣是教会的主。祂已经买赎了祂的教会，将之从撒

旦和罪恶的权势下解救出来，从而成为自己所有的。信徒说：知道你们

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

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 

 

祂用自己的血将祂的百姓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选民是耶稣成就之工

的奖赏。《以赛亚书》第 53 章 11 节有预言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

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

们的罪孽。因此，耶稣成为祂教会的主和拥有者。祂在各各他为救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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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付上代价。祂不仅用自己的宝血救赎了自己的百姓，更是主动藉着

圣灵的更新之工，将他们从撒旦与罪的权势中解救出来。 

 

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奴隶。随着亚当的堕

落，所有人落入撒旦的权势与控制之下。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成了奴隶。

我们更像有毒瘾的人一样被我们的罪奴役。犹太人吹嘘自己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从未做奴仆。然而耶稣回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

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 8:34）罪的奴仆！罪不仅使我们成了奴仆，

且使我们受到魔鬼残酷的捆绑。罪是魔鬼捆绑我们的锁链。罪使我们处

于撒旦的残酷统治之下。 

 

耶稣将人从这样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这是基督教的荣耀；将罪人从

罪与撒旦的控制中释放出来，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上帝的子民已经从

黑暗的权势下被解救出来，他们进入了另一个国度。《歌罗西书》第 1

章 13 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

此，基督徒称耶稣为他们的主。 

 

上帝将他们之中的每一位从罪与撒旦的权势中释放出来，用圣灵重

生并更新他们。祂看到他们经常偏行己路，远离上帝，满足肉体的情欲，

被撒旦所蒙蔽，在这世上活得没有上帝。就像使徒这样写的：然而上帝

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

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弗 2:4-5）当上帝重生

罪人，祂打破了罪的控制，进驻他们里面，将自己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

因此，他们带着敬虔的忧伤，与过往的罪行与恶道告别，并且开始服侍

上帝——按着心灵的新样，就如《罗马书》第 7 章 6 节所说。耶稣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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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并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祂为主和主人。

如此，我们就会有一位新的主和新的主人。 

 

在我们得救以前，魔鬼就是我们的主和主人，但是如今，耶稣是我

们的主和主人。当上帝的百姓从巴比伦被释放归来，他们的整个身心如

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

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赛 26:13）耶稣是一位好牧

人；当他们还不认识祂的时候，从上帝的家中走失，就被耶稣所找寻。

祂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使他们甘心情愿归于祂 

 

这就在基督和信徒的灵魂之间建立了一种蒙福的联系。一个永远不

会被打破的纽带。一个由爱凝聚在一起的身体。这是一种神圣的结合，

一种主权恩典的纽带，永远不会被分开。 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   

 

值得注意的是，《使徒信经》在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并不只是说

是主，而是说我们的主。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徒不仅

承认耶稣是一位主，更承认祂是他或她的主。这表达了惊奇和感激之情。

基督徒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接受了一位新的主和主人。基督徒承认耶稣。

祂是我的主！ 

 

你是怎样看待基督的？ 

 

耶稣将这个问题抛给祂的门徒。当听到人们对祂的看法后，祂非常尖

锐地问门徒：“但你们说我是谁？（太 16:15） 

 

问题是：对你而言，耶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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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否已经成为你不可缺少与宝贵的？你的心是否与祂交织在一起？ 

 

那位救我们的耶稣并非只存在于我们口中的宣告。那位拯救我的耶稣

是藉着信心住在我心里的耶稣。彼得对信徒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

为宝贵。（彼前 2:7） 

 

只有一个真信仰；这个信仰关乎心灵，且与基督联合。接受全部的基

督，就知道这是真正的信仰。不仅接受耶稣是救主，也接受祂为自己的主。

认识到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也欣然以祂为主，这是何等重要！

你若不以基督为你的主，就不能以祂为你的救主。我们必须接受全部的基

督。真信徒不仅接受耶稣将自己从地狱与咒诅中解救出来，也接受祂作王，

为祂所带领，并且在新生命中显明这一点。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

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祂甚至说到自己再来之日的场景：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

啊，主啊……”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当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救主，我们也接受祂作我们的主与王来统治掌管

我们。耶稣教导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太 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