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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最新的东西。大部分的人都满喜欢这种方
式的。
我只是想问你十个小问题﹐就你的答案给你一
个总分﹐并加以分析﹐然后在六分半钟左右的时
间内﹐给你一个你未曾听过的﹐最好的基督徒的
定义。这是第一个题目。
我捐赠给慈善机构﹐7 是一定会﹐0 是一定不
会。你会给自已几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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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利用你的总分来跟你讲说圣经对像你这么好的
人有什么看法
这也是一个圣经内容的大纲﹐把整本圣经的信
息浓缩到六分钟半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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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上帝是圣洁的﹐天堂也是圣洁的
圣洁就是完美的意思。
上帝不能让任何不完美的东西进入天堂﹐知道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2.
3.

圣经也说…
4.
5.
6.
7.
8.

圣经说…上帝是圣洁的﹐天堂也是圣洁的
圣洁就是完美的意思。
上帝不能让任何不完美的东西进入天堂﹐知道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圣经也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和灵魂。
当人死的时候﹐身体可能会被埋葬或火葬
但灵魂﹐
就是真正的你
会永远地活着﹐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没有
其它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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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圣经说﹐如果我们触犯过上帝的律…
10. 撒过一次谎﹐作过一次弊﹐或怀恨过一次﹐就
算只有一次的话﹐
11. 那么﹐我们的灵魂就变得不完美﹐而无法进天
堂了。
12. 你知不知道有谁从来都没有触犯过上帝的律
呢﹖〔没有〕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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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有的人都犯过罪。所以所有的人的灵魂都不完
美。
14. 请你想想看这个逻辑︰如果你死的时候﹐你的
灵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15. 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16. 要上天堂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
17. 但没有人是完美的﹐
18. 所以很不幸的﹐
19. 我们都会去…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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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地狱是一个用来处罚触犯上帝的法律的人的地
方。
21. 这无疑是个坏消息﹐但为了公义﹐就必须要有
地狱

20. 地狱是一个用来处罚触犯上帝的法律的人的地
方。
21. 这无疑是个坏消息﹐但为了公义﹐就必须要有
地狱

但是好消息是…
上帝不想让任何人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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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想让任何人下地狱

〔进阶版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有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为
什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进阶版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有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为
什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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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
23. 〔公元前后是由耶稣的诞生分划的﹔而圣诞节
和复活节等节日都是因他而定的﹐但是许多人都
不知道为什么。〕
24. 你留意到我们的灵魂和耶稣的灵魂有什么不同
吗﹖
25. 我们的灵魂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触犯过上帝
的法律﹐但耶稣的灵魂却是完美的。
26. 想像一下﹐在耶稣来到这世上之前﹐他已经看
到了你﹐于是
27. 他对他的父亲说﹕
28. 「父亲﹐我真的很爱……他/她是一位好人
29. 我不想要让他/她因为犯了祢的法律而下地狱。
30.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上天堂呢﹖」
31. 他的父亲对他说﹕「有﹐但只有一个方法。
32. 耶稣﹐如果你降生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
33. 保持你完美的记录
34. 承受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酷刑﹐而为……承担
他/她因为触犯了我的法律而应该受的惩罚﹐
35. 然后﹐……就可以把他/她不完美的记录转换成
你完美的记录﹐这样﹐……就可以上天堂了。」
36. 耶稣说︰「好﹐我愿意。」那正是他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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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需要做一件事情﹐才能够让这个转换发生在你个人
的身上。
〔请你注意听下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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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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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根据圣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应该要有
三个重大事件。
38. 有生﹐有死。
39. 至终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两大事件。
40. 第三大事件应当是当我们请上帝把我们的记录
转换成祂的记录的时候。
41. 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
徒而我们的罪受到完全的赦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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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洗﹐祷告﹐去教会﹐或相信上帝存在等等。
43. 虽然这些都是好事﹐但没有一项能够带给我们
一个完美的记录。
44. 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事件。首
先﹐我们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如
偷东西﹐撒谎﹐作弊﹐和婚前性行为等等。这并
不代表说我们必须是完美的人﹐因为那是不可能
的。这是一个内心的改变﹐乐意诚恳地按上帝的
道路行事。
45. 第二﹐我们需要降服于耶稣。让我解释这句
话。如果耶稣创造了你和这整个世界﹐你不觉得
祂应该有权力做你生命的中心吗﹖｛有｝降服于
耶稣其实就是让祂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主。
46. 〔请你记住这两个字﹐因为我等一下会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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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候你经历了这第三大事件
的发生﹐这就会是你死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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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这就会是你死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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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当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你会来到上帝的面
前
48. 同样人人都会。祂会看着你﹐对你说︰「欢迎你
来到天堂﹐我亲爱的儿子/女儿﹐我爱你﹗」
49. 你会说︰「但我触犯过你的法律﹐我不是应该受
处罚而去地狱吗﹖」
50. 耶稣会笑着说︰「我在十字架上帮你受了你应受
的惩罚。当你经历了这第三大事件的时候﹐我就
把我完美的记录给了你。所以欢迎到天堂﹗」
51. 这真是太棒了。
52. 换句话说﹐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件我们自己永远
做不到的事情。
53. 这就是为什么祂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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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内容会比较严肃。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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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假设你一生之中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个第三大
事件﹐
55. 那你死后情形便会是这样的︰
56. 在审判的日子﹐你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祂会看着
你﹐并开始哭。
57. 祂会说︰「对不起……我真的很爱你﹐但我没有
办法让你进天堂﹐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记录﹐
58. 我只能让你下地狱。
59. 我爱你爱到曾用了六种方法感动你。
60. 第一﹐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61. 第二﹐我派了……在（时间／日期／地点）来告
诉你为什么我死在十字架上﹐以及你如何能够得
到赦免。
62. 第三﹐我给了你一颗良心﹐来让你区分好与坏。
63. 第四﹐你所住的城市有许多教会。有些是好的﹐
也有些是让我感到很丢脸的﹐但你当时是可以找
到一间好的。
64. 第五﹐我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没有人能够
否认我的存在。
65. 最后﹐我由死里复活来证明我是上帝﹐而所有
我在圣经里说过和做过的事情都是真的。可你就
是什么也没做。
66. 所以很对不起﹐我没办法让你进天堂－只得送
你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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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圣经内容的摘要。
我现在想要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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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让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
68. 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都是真的﹐因为这些都是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而且﹐两千多年来﹐没有人
能证明这本书是错的。
69. 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70. 请诚实回答。

67. 让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
68. 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都是真的﹐因为这些都是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而且﹐两千多年来﹐没有人
能证明这本书是错的。
69. 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70. 请诚实回答。

回答地狱
1. ……你好勇敢﹐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你在上帝面
前的现状。你亲口告诉我说﹐如果你今天死的
话﹐你会直接下地狱。
2. 你介意我带领你简短地复习一下吗﹖因为知道
你为什么会给我那个答案很重要。
回答天堂
1.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天堂﹖
2. （把他/她的答案重复说一遍）但请你让我带你做
一个简短的复习。（如果他/她是基督徒﹐直接跳
到“如何结束”）
不知道
没关系﹐让我带你做一个简短的复习。（跳到回答天
堂）
其他答案
我尊重你的看法也许和我今天讲的有所不同﹐但是
如果圣经说的是真的﹐而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

回答地狱
1. ……你好勇敢﹐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你在上帝面
前的现状。你亲口告诉我说﹐如果你今天死的
话﹐你会直接下地狱。
2. 你介意我带领你简短地复习一下吗﹖因为知道
你为什么会给我那个答案很重要。
回答天堂
1.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天堂﹖
2. （把他/她的答案重复说一遍）但请你让我带你做
一个简短的复习。（如果他/她是基督徒﹐直接跳
到“如何结束”）
不知道
没关系﹐让我带你做一个简短的复习。（跳到回答天
堂）
其他答案
我尊重你的看法也许和我今天讲的有所不同﹐但是
如果圣经说的是真的﹐而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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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让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
68. 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都是真的﹐因为这些都是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而且﹐两千多年来﹐没有人
能证明这本书是错的。
69. 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70. 请诚实回答。

67. 让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
68. 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都是真的﹐因为这些都是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而且﹐两千多年来﹐没有人
能证明这本书是错的。
69. 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70. 请诚实回答。

回答地狱
1. ……你好勇敢﹐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你在上帝面
前的现状。你亲口告诉我说﹐如果你今天死的
话﹐你会直接下地狱。
2. 你介意我带领你简短地复习一下吗﹖因为知道
你为什么会给我那个答案很重要。
回答天堂
1.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天堂﹖
2. （把他/她的答案重复说一遍）但请你让我带你做
一个简短的复习。（如果他/她是基督徒﹐直接跳
到“如何结束”）
不知道
没关系﹐让我带你做一个简短的复习。（跳到回答天
堂）
其他答案
我尊重你的看法也许和我今天讲的有所不同﹐但是
如果圣经说的是真的﹐而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

回答地狱
1. ……你好勇敢﹐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你在上帝面
前的现状。你亲口告诉我说﹐如果你今天死的
话﹐你会直接下地狱。
2. 你介意我带领你简短地复习一下吗﹖因为知道
你为什么会给我那个答案很重要。
回答天堂
1.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天堂﹖
2. （把他/她的答案重复说一遍）但请你让我带你做
一个简短的复习。（如果他/她是基督徒﹐直接跳
到“如何结束”）
不知道
没关系﹐让我带你做一个简短的复习。（跳到回答天
堂）
其他答案
我尊重你的看法也许和我今天讲的有所不同﹐但是
如果圣经说的是真的﹐而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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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所了解的吗﹖

这是你所了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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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个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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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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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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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1

完美

2

耶稣

死
你

生

完美

2

死
你

天堂
灵

天堂
灵

地狱

地狱

这是你所了解的吗﹖

这是你所了解的吗﹖

回答地狱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当你回答“地狱”的时候﹐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是｝
3. 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
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回答地狱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当你回答“地狱”的时候﹐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是｝
3. 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
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跳到第 25 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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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地狱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当你回答“地狱”的时候﹐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是｝
3. 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
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回答地狱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当你回答“地狱”的时候﹐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是｝
3. 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
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跳到第 25 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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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地狱﹖
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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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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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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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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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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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你

生

完美

2

死
你

天堂﹖
灵

地狱﹖
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天堂﹖
灵

地狱﹖
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回答天堂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所以再让我问你一次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死
的话﹐你会去哪里﹖
3. ｛地狱｝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
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回答天堂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所以再让我问你一次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死
的话﹐你会去哪里﹖
3. ｛地狱｝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
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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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天堂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所以再让我问你一次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死
的话﹐你会去哪里﹖
3. ｛地狱｝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
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回答天堂
1. 根据圣经﹐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记录才能上天
堂﹖｛完美｝
a. 要有一个完美的记录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完美
的人。但记住﹐我们都使这个选择告吹了。
b. 另一个方法就是请耶稣把祂的完美记录给我们。
c. 而这个转换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大事件中。
d. 你记得我们要做哪两件事情才能经历这第三大
事件吗﹖｛悔改并且远离任何不对的事情和降服
于上帝｝
e.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他实际
上就不可能进天堂。
2. 所以再让我问你一次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死
的话﹐你会去哪里﹖
3. ｛地狱｝上帝不想要让你或任何人下地狱﹐我们
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人…

(跳到第 25 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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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也回答天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并且悔改
和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的话就不可能进天堂。如
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有｝
所以你已经将你的生命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把生命降服于耶稣的话就不可能进天
堂。如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
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天堂｝
（跳到下面｛有｝的答案）
｛有｝
那真是太棒了。让我把这本手册给你。如果你真的
经历过了这第三大事件的话﹐这本手册能更坚定
你的信心并鼓励你。如果你没有的话﹐它会跟你讲
说你要做些什么才能经历这第三大事件。
(跳到第下一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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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也回答天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并且悔改
和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的话就不可能进天堂。如
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有｝
所以你已经将你的生命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把生命降服于耶稣的话就不可能进天
堂。如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
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天堂｝
（跳到下面｛有｝的答案）
｛有｝
那真是太棒了。让我把这本手册给你。如果你真的
经历过了这第三大事件的话﹐这本手册能更坚定
你的信心并鼓励你。如果你没有的话﹐它会跟你讲
说你要做些什么才能经历这第三大事件。
(跳到第下一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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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也回答天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并且悔改
和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的话就不可能进天堂。如
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有｝
所以你已经将你的生命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把生命降服于耶稣的话就不可能进天
堂。如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
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天堂｝
（跳到下面｛有｝的答案）
｛有｝
那真是太棒了。让我把这本手册给你。如果你真的
经历过了这第三大事件的话﹐这本手册能更坚定
你的信心并鼓励你。如果你没有的话﹐它会跟你讲
说你要做些什么才能经历这第三大事件。
(跳到第下一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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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也回答天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并且悔改
和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第三大事件的话就不可能进天堂。如
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有｝
所以你已经将你的生命降服于耶稣了吗﹖
｛没有｝
如果没有把生命降服于耶稣的话就不可能进天
堂。如果不能进天堂的话﹐你只有什么地方可以
去﹖
｛地狱｝我真高兴能够遇见你…上帝不想要让你或
任何人下地狱﹐我们制作了这本手册来帮助别
人。（跳到“如何结束”）
｛天堂｝
（跳到下面｛有｝的答案）
｛有｝
那真是太棒了。让我把这本手册给你。如果你真的
经历过了这第三大事件的话﹐这本手册能更坚定
你的信心并鼓励你。如果你没有的话﹐它会跟你讲
说你要做些什么才能经历这第三大事件。
(跳到第下一页“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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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结束
（把跟进手册拿出来）这叫做「为什么有些好人上不了
天堂」﹐因为有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好人﹐他们就自动
能上天堂－就像有了一张免费的门票一样－但事实并不
是这样的。
第一部分就是我今天跟你讲的﹐还有一些更多的例
证。自己温习一下保证你真的完全明白了。
第二部分是教你如何经历第三大事件。这里列出四种态
度﹐然后还有另外三种在这里。这些态度就像是灵命上
的汽车合格检验证一样。你知道你的车子不是需要通过
合格验证才能上路的吗﹖上帝说我们需要做到这些﹐才
能上天堂。如果你同意全部七种态度的话…
（第三部分）并且用这个祈祷文来做一个祷告﹐再通过
这个真诚测试﹐那么你就能完全确定你死后会上天堂
了﹗上帝和我都想要你上天堂。
（第四部分）这部分会跟你讲说如果你成为一名基督徒
的话﹐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事会发生在
你身上﹖上帝会为你做些什么﹖这也能让我们了解我们
到底是谁﹐和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我们做的事。
（后面）我把我的名字写在后面﹐我很乐意回答你任何
的问题或着是听取你对这本书的看法。这里也有一些很
棒的网站来回答一些问题像是“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真
的﹖”和“那其他的宗教又是怎样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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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那其他的宗教又是怎样呢﹖”等等…

（一个乐观的结束的建议）…你有问题吗﹖怎么样﹖对
你有帮助吗﹖你有感想吗﹖如果我到天堂的时候找不到
你的话﹐我会觉得非常伤心﹗我回去会继续为你祷
告。真高兴能够和你谈这些…谢谢你﹗

（一个乐观的结束的建议）…你有问题吗﹖怎么样﹖对
你有帮助吗﹖你有感想吗﹖如果我到天堂的时候找不到
你的话﹐我会觉得非常伤心﹗我回去会继续为你祷
告。真高兴能够和你谈这些…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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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有时间﹐可以使用以下的故事来加深上帝的权柄
和人的意见的比较）
1.
2.
3.
4.
5.

6.

（如你有时间﹐可以使用以下的故事来加深上帝的权柄
和人的意见的比较）

我认识的一个人最近跟一位女士谈起这个。
这位女士的名子叫玛莉 (Mary)。约四十五岁。
当她发现自己会下地狱时﹐她害怕极了。
之前她一直觉得她只要做一个好人﹐就能上天堂。
当我的朋友正要离开的时候﹐玛莉抓住我朋友的手
说︰「等一等﹐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我品性很美﹐死
后一定上天堂。」
我的朋友说︰「玛莉﹐你的确是很美。你得的分数
非常高。但是想想看汽车的合格检验。当你把你的
车开去检查的时候﹐是你的朋友给你合格证﹐还是
检查人员呢﹖」你看﹐到最后别人再怎么想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上帝怎么认为。

1.
2.
3.
4.
5.

6.

你可以选择使用下列方式来看最后一部分

你可以选择使用下列方式来看最后一部分

这最后一部分要告诉你如果你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你
的生命将会有什么改变。你记得梅尔吉布森/米路吉逊
(Mel Gibson) 演的「勇敢的心/惊世未了缘」(Braveheart)
吗﹖在那部电影里﹐梅尔吉布森说︰「所有的人都会
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活着。」有许多人虽然活着﹐
但没有真正的在生活。我知道你不想白费一生﹐对吗﹖
这四页告诉你耶稣教我们的一些秘密﹐让你知道如何在
这世界上享受生活……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会有什
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上帝会帮你做些什么。这也能够让
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做我们所
做的事。

这最后一部分要告诉你如果你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你
的生命将会有什么改变。你记得梅尔吉布森/米路吉逊
(Mel Gibson) 演的「勇敢的心/惊世未了缘」(Braveheart)
吗﹖在那部电影里﹐梅尔吉布森说︰「所有的人都会
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活着。」有许多人虽然活着﹐
但没有真正的在生活。我知道你不想白费一生﹐对吗﹖
这四页告诉你耶稣教我们的一些秘密﹐让你知道如何在
这世界上享受生活……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会有什
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上帝会帮你做些什么。这也能够让
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做我们所
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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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版
第 7 页﹕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有很多人都没办法接
受为什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会创造像地狱这种地方﹐更
不用说把人送到那种地方。这个例证能解释为什么需要
有地狱。叙述一个最近发生的犯罪事件。指出这样的恶
劣事件多么可怕。问对方他这一生最爱的人是谁。把这
个人当作这次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描述一个法庭的场
面。然后用下列的话来结束︰「令你惊恐的是﹐那位法
官说︰『喔﹐你这次所犯的罪让你在你的记录里加上了
一个污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算是个好人。所以
我想我这次就原谅你吧。』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感到很
生气吧﹖为什么你会觉得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有
人触犯了法律﹐他就应该受到惩罚﹐否则这就太不公正
了﹐对吧﹖」
我可以问你几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吗﹖
我撒过谎﹐你呢﹖这让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骗
子﹗｝你有没有拿过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如︰一枚回
纹针﹐一枝笔﹐一张纸﹐或在老板付钱请你工作的时间
里偷打私人电话﹖这些事情让你成了什么呢﹖｛小偷﹗
｝跟我一样。你认为骗子和小偷能够不受到惩罚就上天
堂吗﹖当我们死后﹐上帝需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触犯
了上帝的法律。否则﹐上帝就与那个不公正的法官一样
了。你可能会觉得骗人和偷东西跟那个歹徒伤害你所爱
的人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没错﹐但你知道吗﹖耶稣说
过﹐如果我们在心里恨一个人﹐我们就是在心里谋杀那
个人了。我恨过人﹐你呢﹖在上帝眼里﹐我们就是小
偷﹐骗子﹐和杀人犯。
骗人﹐偷东西﹐和杀人的处罚就是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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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样。你认为骗子和小偷能够不受到惩罚就上天
堂吗﹖当我们死后﹐上帝需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触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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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可能会觉得骗人和偷东西跟那个歹徒伤害你所爱
的人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没错﹐但你知道吗﹖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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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事件多么可怕。问对方他这一生最爱的人是谁。把这
个人当作这次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描述一个法庭的场
面。然后用下列的话来结束︰「令你惊恐的是﹐那位法
官说︰『喔﹐你这次所犯的罪让你在你的记录里加上了
一个污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算是个好人。所以
我想我这次就原谅你吧。』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感到很
生气吧﹖为什么你会觉得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有
人触犯了法律﹐他就应该受到惩罚﹐否则这就太不公正
了﹐对吧﹖」
我可以问你几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吗﹖
我撒过谎﹐你呢﹖这让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骗
子﹗｝你有没有拿过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如︰一枚回
纹针﹐一枝笔﹐一张纸﹐或在老板付钱请你工作的时间
里偷打私人电话﹖这些事情让你成了什么呢﹖｛小偷﹗
｝跟我一样。你认为骗子和小偷能够不受到惩罚就上天
堂吗﹖当我们死后﹐上帝需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触犯
了上帝的法律。否则﹐上帝就与那个不公正的法官一样
了。你可能会觉得骗人和偷东西跟那个歹徒伤害你所爱
的人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没错﹐但你知道吗﹖耶稣说
过﹐如果我们在心里恨一个人﹐我们就是在心里谋杀那
个人了。我恨过人﹐你呢﹖在上帝眼里﹐我们就是小
偷﹐骗子﹐和杀人犯。
骗人﹐偷东西﹐和杀人的处罚就是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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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页﹕电椅的比喻
在美国的一些地方﹐罪犯是可能受极刑处决的〔使用电
椅或注射死刑〕。想像一下﹐你现在坐在电椅上﹐旁边的
人已经把你锁在上面了。当他们要把电源接通时﹐耶稣
突然跑到你受刑的房间里﹐大声说︰「等等﹐我要取代
你的位子。
」你会说︰「真的吗﹗你当真吗﹖﹗」……现
在耶稣想要取代你的位子﹐但你得先从那把电椅上走
开。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走开。

第 9 页﹕电椅的比喻
在美国的一些地方﹐罪犯是可能受极刑处决的〔使用电
椅或注射死刑〕。想像一下﹐你现在坐在电椅上﹐旁边的
人已经把你锁在上面了。当他们要把电源接通时﹐耶稣
突然跑到你受刑的房间里﹐大声说︰「等等﹐我要取代
你的位子。
」你会说︰「真的吗﹗你当真吗﹖﹗」……现
在耶稣想要取代你的位子﹐但你得先从那把电椅上走
开。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走开。

第 15 页﹕生命书的故事
当你出生的时候﹐上帝就打开了一本关于你生命的
书。祂对人人都这么做。上帝从来不睡觉。祂看得见你
每一个心思﹐意念﹐动机﹐和行为。每次你犯了上帝的
法律﹐祂就会把它记下来。你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流
逝﹐我们就会有一图书馆的书页记载我们的罪行﹗
只有当你经历了这第三大事件﹐上帝才会把所有书里记
载你不好行为的旧记录全部撕掉﹐把它们丢到最深的海
里面﹐从此不再见天日。然后他会把耶稣完美的记录放
到你的书里面。即使你有可能会在世上仍然触犯神的法
律﹐但这本载有你名字的书从这个事件以后﹐直到你死
之前﹐都不会再被挪动一次。当你死的时候﹐到了审判
那日﹐你会来到上帝的面前﹐人人都会。祂会看着你﹐
叫天使去拿你的书。他们会打开那本书说︰「……﹐你
是完美的。
」但你会说︰「不﹐我不是﹐我触犯过你的法
律﹐我不是应该被处罚而下地狱吗﹖」耶稣会笑着说︰
「我帮你受了你应受的惩罚。现在你有了我完美的记
录。当你经历了这第三大事件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记录
给了你。所以欢迎到天堂﹗」这真是太棒了。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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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为了我们做了一件我们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事情。这
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好像是我们犯法﹐他
坐牢一样。
接下来的内容会比较严肃。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跳回第 5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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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好像是我们犯法﹐他
坐牢一样。
接下来的内容会比较严肃。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跳回第 54 行）

第 19 页﹕表达你的动机－我做这件事唯一的动机是出
于爱。我并不是要钱或任何东西。我只想要让你认识上
帝﹐能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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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一位异教徒（像是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会﹐
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回教徒等等）开始对话﹖
你是回教徒吗﹖（他们回答︰「是的」
）。我尊重你的信
仰。我们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我预料你和我的信仰在
我要跟你讲的事情上会有所不同。但如果你能给我几分
钟的话﹐我会很感激你。我想带你看一遍这本书﹐或许
你能跟我讲这与你的信仰有什么不同。
结果﹕在他们听了福音以后﹐他们通常会承认他们会下
地狱﹐你也没有因为和他们争论﹐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宗
教而冒犯到他们。在他们听了福音以后﹐让圣灵说服他
们真理所在。如﹐根据穆罕默德﹐他们会上天堂。但根
据耶稣基督和圣经﹐他们会下地狱。到底谁对﹐谁错﹐
就请唯一的真神作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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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请唯一的真神作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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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一位异教徒结束话题﹖
以下是一个可能和一名回教徒对话的例子︰
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去哪里﹖
回教徒﹕我还是觉得我会上天堂。
基督徒﹕我知道﹐根据可兰经你会上天堂。但如果我今
天对你讲的事情是真的﹐你会去哪里（用笔把那六个图
片圈起来）。
回教徒﹕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会下地狱。
基督徒﹕我尊重你是回教徒。你和我之间不同的地方太
多﹐但我们之间只能有一个才是对的。不是穆罕默德所
说的是真的﹐就是耶稣说的是真的。不妨做了测试﹐你
可以读过这本手册﹐真诚地对耶稣做一个祷告﹐问祂是
不是真的存在。如果祂不存在﹐你也不会吃什么亏﹐反
而能够让你对可兰经的信心更加坚强。如果耶稣真的存
在﹐你就会找到唯一的真神。你是不会吃亏的。真高兴
能够和你谈这些……我很感谢你给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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