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课  基督徒经历有效吗？ 

 

著名的瑞士医生和精神病专家保罗·图尔尼尔博士

（Dr. Paul Tournier）在他的《人的医治》（The Healing of 
Persons，第 42-43 页）一书中，记述了一个男病人，这
个病人存在很多个人问题。在他的诸多问题当中，其中

包括他是一位酗酒的父亲，抗拒为他安排好的职业，他

结婚后仅仅一年死了妻子，第二次婚姻矛盾重重，还有

不少财务问题。 

在接受图尔尼尔医生的治疗过程中，这位年轻人被

“带到了耶稣基督面前”。他打开了他的生命，开始披露

他最深层次的需要。图尔尼尔医生说，“这一宗教经历，

使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这一经历并没

有立刻解决他的所有困难，因为“宗教经历不会一下子

解决一个人的所有问题，虽然这种经历是意义深远的。”

只有经过若干年反复的成长之后，这个人才能借助于对

基督的信心而建立他的家庭，找到真正的幸福。图尔尼

尔医生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作出了下面具有现实意义

的忠告：“经历并不是认可某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好像

是只需要灵的运行就可以确保道德的生活，免除各种困

难，确保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完全健康。但是经历仍然表

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多么地依赖于得胜，而

这种得胜，只有在属灵的国度中才能赢得。”在同一本书

的后面（第 240 页），图尔尼尔医生指出，“……宗教经
历不只是一个精神亢奋的问题。一旦最初的热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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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仍然会继续结出有益于一个人的精神平衡的果子，

在他的生命中产生各种具体的结果。当这些结果，包括

了承认严重错误、和好以及建立道德约束的时候，把他

们的果效，归因于自我暗示所带来的某种振奋状态是幼

稚的。” 

当今的很多人，试图把个人的宗教经历，阐释为不

过是一种帮助、软弱的标志或者是逃避现实的手段。然

而，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正好相反：

面对现实生活，而且是带着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心和委

身来面对现实生活。一个人经历耶稣会拓展他的生命，

因为神与人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充满意义的关系。

这种经历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已，而是开始了一种持续

的相交。有了这种相交，便开始了朝着更好的方向产生

巨大改变；通过这种相交，藉着圣灵的大能，会不断地

发生改变。我们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便开始减弱，变得可

以处理了，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神的灵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开始缓慢而又千真万确地变成我们潜在的样子——

神的儿女。 

课文大纲 

 光有经历并不够 
 信仰的四个层次 
 宗教转变 
 关于归主的若干个杰出例子 
 意志型的人 
 一个挑战 
 经历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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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你如何评价个人的宗教经历？ 
2、主观经历与客观现实有什么关系？ 
3、你认为可能存在不同层次的信仰或信心吗？ 
4、大多数宗教所认为的“宗教转变”与基督教所认为的
“宗教转变”之间有着什么根本的不同？ 

5、你可以对与宗教经历有关的转变做出自己的定义
吗？ 

6、“潜意识孵化”这个术语，关于宗教转变对你而言是
什么？ 

7、你认识某个人，在我们所探讨的意义上来说，会认为
他是一位基督徒吗？如果是的话，对你而言，这个人

的信仰生活的特点是什么？ 
8、你是否达到了正在认真思考自己，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的程度？ 

词汇学习 

叛教（apostasy）——放弃某种宗教信仰。 

归主（Christian conversion）——与明确和决定性地接受
基督教密切相关的经历。 

客观的（objective）——强调或体现现实本质，排除个
人的反映或情感。 

更新（regeneration）——再次塑造的行为；属灵上的重
新恢复；向着更好的方向的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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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subjective）——属于个人所认为的现实，或具
有个人所认为的现实特点；与个人的心理特点或状态有

关的经历或知识。 

课文进程 

有一位重要官吏，正在两个大城市之间的主干道上

旅行。他手上有一封授权他搜捕基督徒的信件，无论在

哪里发现有基督徒，都要把他们带回来交给耶路撒冷当

局。几乎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毫无防备地突然被

一道亮光所围绕。这位官吏跪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停了

下来。他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感到震惊，问道，“主啊！你是

谁？”那个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

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扫罗踉踉跄跄地从地上起来。虽然他睁着

眼睛，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在其后的旅程中，他只好让

人拉着他的手前行。这一经历从根本上动摇了扫罗个人。

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把这段时间一直用

来祷告，直到有一位自愿的使者，来向他揭示了来自神

的超自然教导，这位使者是他受遣前去捉拿的基督徒之

一（参阅使徒行传 9：1-25）。 

眼睛看不见和禁食都是暂时的，但是他在去大马士

革的路上与基督的相遇，永久和完全地改变了他的生命。

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他生命的整个主旨发生了根本性

的改变。扫罗后来成了名闻遐迩的使徒保罗（A）。除了
主耶稣基督本人之外，对基督教的贡献没有人能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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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这种无与伦比的宗教经历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

常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效力。保罗由此而

导致的对基督的事奉，以及他后来因为基督的事业而遭

受的苦难，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

这正是因为他个人与神人——耶稣基督的激动人心的相

遇。 

还有另外一位官吏，在访问了耶路撒冷之后正在回

家的路上。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追求真理的人，曾经希

望在耶路撒冷能够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但是，随着追

求的进一步深入，他在皱着眉头阅读各种经卷。宗教专

家们并不能向他阐释他们自己的经卷，他又怎么能够明

白呢？神在哪里？他所阅读的关于“受苦的仆人”这个

预言的含义是什么？难道没有答案吗？ 

一个孤单的过路人打断了他的思想。他实际上是要

帮助那位官吏，解决他的各种问题！随着他们交谈的进

行，显然这个人，掌握着打开那些令他如此困惑的经节

的钥匙。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当这个陌生

人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与他的个人情

况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位官吏在非常认真和渴望地聆听。

那些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此，真理存在于此。 

我们不知道这位官吏的名字，只是知道他是埃塞俄

比亚政府的一位部长，并不像保罗那样有经历耶稣基督

的异象。然而，他也确实有一次真正地遇见了耶稣。从

智力上的理解，转变为一种意志的行动：他在离自己最

近的那个绿洲接受了洗礼，以此来表明自己完全信靠耶

稣。当他离开那个陌生人即传道人腓利的时候，我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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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他是一位转变了的人，满怀喜悦地回了家。他的理

智得到了满足；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理由（参阅使徒

行传 8：26-40）。（B） 

这位埃塞俄比亚官吏遇见耶稣，并没有什么戏剧性。

然而，这次相遇正如保罗的相遇一样，具有超自然和强

烈的果效，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来

说，其果效恰到好处。 

光有经历并不够 

所有的宗教经历都是有效的吗？宗教经历本身并不

是我们所倡导的。有一位基督徒作家坦率地说：“仅仅把

经历作为基础来建立基督教体系，是太站不住脚了……
宗教感觉本身只能证明其自身”（皮诺克，第 69页）。如
果我声言只是在我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存在神，那么，我

的声言就会没有任何客观依据。所能声称的只能是我已

经有了某种经历。其焦点将会是我所能观察到的发生在

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神所言所行的客观事实。在主观

经历的背后，必须有客观事实的支持。 

当然，基督徒们相信主观经历的有效性。基督教存

在着大量独特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只追求经历，或

者是为了经历本身而追求经历。有效的宗教经历必须建

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必须得到神的话语的支持。正如

圣经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的独特性在于耶稣基督其人

和他的作为。 

虽然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多缺点，但是它也有一个非

常有说服力的观点：“被视为真理的东西，都必须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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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历直接相关。”（拉姆 Ramm，第 208 页）。“与生活
直接相关”指的是它必须涉及到、关系到生活与经历。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非常一般的情况。如果我有过宗

教经历，它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经历，也可能不是一个有

效的经历。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经历——几乎所有的宗教

都能指出一些经历。关于经历的论据可以用来为任何东

西辩护，可以为吸食毒品辩护，为参与巫术辩护，为禅

宗辩护。正如之前已经阐述的那样，基督教并不是为了

经历本身而追求经历。基督教把它融进了一个检验和平

衡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起到了防止它走向极端的作用。

个人的宗教经历（本质上是主观的），必须得到圣经阐述

的证明、证实、支持和检验，以及得到神的认可。 

评价宗教经历的证据是什么？或许，最好问问你自

己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这一主观经历相一

致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当你能够用“圣经中所阐述的

耶稣”来回答这第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有多少人有与同样的客观事实有关的相同或相似的

经历？”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个证据，运用于保罗在大

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和那位埃塞俄比亚官吏的经历。 

首先，保罗的经历与客观事实相符吗？是的，是相

符的。对他来说，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此后，当他讲述

那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的经历，与复活

的基督以及主呼吁悔改和顺服联系在一起（C）。至于那
位埃塞俄比亚官吏，他既没有看见异象，也没有听到声

音，而是腓利把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使徒

行传 8：35）。可是，当他接受了这一教导的时候，他要
求受洗，并郑重地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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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 8：37）。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这次相遇的
全部情况。传统信仰表明，当他回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

他分享了耶稣的信息；其结果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

基督教教会。 

其次，是否有其他人具有与耶稣有关的相同或相似

经历？是的，有很多其他人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不要

忘记，前面所提到的那两次相遇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就

是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被改变了的生命，

都为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事实增添了证据，在历史的篇幅

中，充满了那些与耶稣相遇后而改变了生命方向的人的

例子。伴随着保罗的相遇的物质现象是独特的，也是暂

时的。而他生命的改变则是永远的。与耶稣基督的个人

相遇，可能会伴随着这样独特的外在感觉，也可能不会

有这样的外在感觉。与那位埃塞俄比亚官吏的经历相似

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尽管如此，这种经历永远都是一

种改变生命的经历。这些见证是无法抗拒的，我们还将

在后面继续探讨若干这样的见证。 

信仰的四个层次 

在讨论宗教转变的具体事例和进一步分享这些事例

之前，我必须首先强调我们试图确定为事实的那类转变。

美国心理学教授沃尔特·休斯敦·克拉克博士（Dr. Walter 
Houston Clark）说，宗教信仰（D）是“宗教发展过程中，
最为细微和重要的问题之一”（克拉克，第 219 页）。它
不仅仅只是坐下来思考，得出某些可以接受的结论，并

以此来建立你的信仰。理性具有其自身的作用，但是，

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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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要发现一个人是否有宗教信仰，似乎显得

很容易，问问他就是了。研究人员、学者和民意调查者

常常这样做，发现大多数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信

徒”，相信神和死后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更加深入仔

细地研究宗教信仰问题，“我们会发现情况更为复杂”（同

上，第 220页）。因此，探讨克拉克博士所谓的信仰的四
个层次，对于我们的学习颇为重要。（E） 

第一个层次：口头信仰 

信仰的第一个层次，术语上称为“刺激反应之言语

表达”，热衷于言语的力量和言语的使用。许多人的信心

是建立在这个言语的层面上。宗教只不过是一个词汇表，

是利他主义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是先验主义的象

征符号。这个层次上的信仰、信心或宗教经历，对于一

个人的生命和品行，并非至关重要。他可以接受它，也

可以放弃它，而无论是接受，还是放弃，几乎没有什么

不同。 

第二个层次：理性信仰 

信仰的第二个层次，克拉克称之为“理性理解力，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操作层次。进入了这个层次，各种各

样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据（记住我们在第二课中，把这些

证据称为“指示物”）都失去了效力。理性和逻辑才是主

要工具。然而，如果只依赖于它们的话，理性和逻辑是

不完全的。这种信仰很可能会“与生活毫无关系，也对

它没有丝毫影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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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理性在信仰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

但是其中还必须涉及到意志和情感。圣经强调了我们可

以也必须明白神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很多经节明

确地阐述了神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神赐给所罗门极大

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列王纪上 4：29）“因为耶和
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 2：6）
圣经中确实有很多这样激励人的经节，表明了在我们认

识神的过程中，理性能力的重要性。使徒保罗也强调了

理性的重要性，他在要求哥林多信徒们的时候这样说：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

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哥林多前书 14：20） 

理性理解力脱离了意志和情感是软弱无力的，这样

的理解力，不可能与具有人格的神联系起来，也不可能

提供改变生命的经历。 

第三个层次：行为信仰 

信仰的这个层次被称为“行为体现”：把理性理解与

行为结合在一起。克拉克说，“一个人的行为，远远比他

的言语，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真实信仰”（克拉克，第

233页）。耶稣所讲述的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阐
述了这类信仰的一个经典例子（路加福音 10：25-37）。
这个故事中的那个人，不仅从智力上承认人的尊严，而

且以他仁慈的行为表明了这样的信仰。对于基督教而言，

这已经非常接近于真理。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活出信心，

是有效基督徒经历的一种明确表示。 

与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层次的主要问

题是，它对于体现了一套受到尊敬的道德或人道主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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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任何信仰，都是有效的，无论它们与对主耶稣基督

的个人信仰是否有关。“即使是产生德行的时候，我们也

无从确定它是根据某种积极的宗教信仰”（克拉克，第

223页）。 

第四个层次：完全信仰 

第四个层次称为“全面融合”：是“理性信仰”和“行

为信仰”的一种结合，是把个人信仰，与对耶稣基督所

揭示的真理的委身结合起来。前面三种层次是片面的。

如果只取其一，它们都不能令人满意。 

“只有当用言语表达的信仰，通过批判性和创造性

的思想体现出来，并很好地与行为融合为一个整体，形

成一种甚至于能让愤世嫉俗的观察者信服的完美的格式

塔心理（又称完形心理，是现代欧美心理学主要派别之

一。——译者注。）那么，信仰会变得完全有益和令人爱

慕。真正的圣人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同上） 

一个具有成熟信仰并根据他所明白的真理来行动的

人，他坚持寻求关于各种令人困惑和头疼的问题的答案。

他把理想与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出一种方式，使他所相

信的东西，与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保持一致。正如

奥尔路·斯（Dr·Orlo Strunk ）所说的那样：“我们的
神学必须成为我们的心理”（斯特鲁恩克，第 140 页）。
这体现了一种成熟的信仰，体现了一种不断长进的信仰，

体现了一种建立在实施基础上的信仰。这是一种以历史

为中心、以现实为根基的信仰。它关注生命的现实，同

时体现了完全相信神，成就他在地上之旨意的大能，也

体现了完全相信神，将在每一个给他机会的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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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就其旨意的大能。这种信仰具有一种关于现实的

大概念，这一大概念超越看得见和暂时的东西，而进入

看不见和永恒的领域。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进入信仰的

这个层次，现在我们必须对其作为宗教转变，来做更加

详细地探讨。 

宗教转变 

本课所阐述的宗教经历，总的来说指的是转变。有

些心理学家认为，宗教转变只是过渡性的。一个寻求的

人，发现与他所持有的观念相比，会更加喜欢某一套新

的思想观念，因此，他接受了新观念。这可能是一个突

然的决定，也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转变

可以像放弃宗教那样容易地归向它。叛教或弃绝信仰，

可能会像转变归主那样为人所认同。实际上，这个词语

也可以应用于非宗教领域。例如，一个人可以从右翼政

党转向左翼政党，一个人可以从致力于无政府主义和革

命，渐渐地改变他的态度，转而接受外交手段与和平妥

协，在每一种情况中，都包含了某种转变经历。 

属灵上的转变则更加复杂。它不只是过渡性的，虽

然也存在着从一套价值观念，向另一套价值观念的转变。

转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

活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过程有着若干个可以识别的阶

段。最初的两个阶段，很难分开列举出来，因为这两个

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会首先发生。因此，我

们可以说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包括了一个躁动过程，也就

是有些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孵化”。 

在躁动时期，有一种没有价值或不完全的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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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某个人的生命中，缺失了某样东西的奇怪感觉，

可能还有一种毫无意义或悲观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的

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心灵中起作用，缓慢

而又确定地使一个人认识到，充满活力的宗教信心才是

生命中各种重要问题的答案。在这两种情况中，接受耶

稣基督，被认为是必须采取的合乎逻辑、适当和必要的

一步。 

或许这也是你现在所处于的状态。阅读本课程正是

为了试图找到某些答案。如果你给神机会进入你生命之

中的话，你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

课程是我写作的，而是因为这里所探讨的内容，将会对

你有所帮助。 

第三个阶段是危机阶段或者说是决定阶段。无论躁

动和孵化时期是长还是短，“在终极关怀的危机中，转变

都会成为焦点”（约翰森 Johnson，第 117页）。当个人接
受了问题的答案和脱离了躁动的时候，就是发生转变的

时候。回过头来看就会认识到神一直同在。面对未来就

会相信神也在那里。最后还会认识到神事实上现在也与

我们同在。我们停止奔跑，终止了智力上的捉迷藏游戏。

我们停止了从道德和属灵困境中，使我们的方式合理化。

我们愿意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救赎我们、爱

我们和使我们改变。 

保罗·图尔尼尔讲述了他的一位犹太朋友的故事，

他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与那位犹太朋友有过多次交

谈。这位朋友在追求属灵的真实性。他们长时间海阔天

空地交谈。有一天，这位朋友来到图尔尼尔博士那里，

并告诉他发现基督正是自己所寻找的事实。这个人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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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位基督徒，那位基督徒说他是一位“智力上的贪婪

者”。这使得他深刻地反省自己，认识到自己只需要简单

地委身于基督，然后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图尔尼尔用这

样的话，概括了他朋友的经历：“检查他的良知，突然明

白到他没有穷尽的宗教讨论，虽然可能很有趣，但是只

不过是一种放纵，毫无意义可言，这些讨论反而阻碍了

他转变归主”（图尔尼尔，第 114页）。 

认识和接受的时刻，对每一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于

某些人来说，这个时刻可能会伴随着某种物质现象。伟

大的英国牧师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
把他的转变归主，描述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其

他人可能会有某种心理体现。有一个人这样描述这个时

刻：“好像有一种强大的生命流，突然浇灌到我身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会在他们的情感上有某种改变。

他们感到平安；感到了爱；充满了喜乐。这些个人经历

都是好的。但是，只有当它们与某种客观事实相符的时

候，才是有效的。每一个生命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圣经

应许这样的改变，虽然它没有应许，这种改变会有任何

特别的体现。这种改变是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圣经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描述了这一点：新生、
得着儿子的名份、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新生命的恩赐、

自由，等等。 

所有这些词语都表明，转变这件事既是结束也是开

始。潜意识的孵化和躁动，使新生（这个事件）成为可

能，而新生则反过来导致长大成熟。因此，“持续性”是

转变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是终生的。有些基督徒们的

转变，经历了一种玫瑰红的余辉：在若干天时间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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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美好的。然而，请记住图尔尼尔的忠告，宗教经历

不会使我们的所有问题自动消失。 

那么这种经历有什么好呢？首先，基督徒的生活融

合在一起，开始变得有意义，而不是各种支离破碎的喜

乐和痛苦的汇集。其次，可以向神诉说我们的各种痛苦

和问题，他有能力和智慧医治和解决它们，或者是帮助

我们应对它们。第三，尽管有各种问题，仍然有内在的

平安感，因为神在那里，也因为有了生活的理由。第四，

孤独感已经消失，因为耶稣是永不离开的朋友，也因为

有其他基督徒的交往。第五，神的话语提供了持续一致

的生活标准（F），而不是油嘴滑舌的答案。最后，基督
徒的时间观包括了永生，因此，在面对莫名其妙的挫折

和不公义的时候，用不着逃避现实，也能消除紧张。 

我所说的转变并不是某种宗教经历，在宗教经历中

你的情况如何，或者是你感觉如何是最终的权威。但是，

转变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宗教经历回避了神学

要求，回避了智力追求的要求，成了一种短暂的时髦，

而如果这种时髦符合人们的兴趣，他们就会接受它。诺

克斯（R.A.Knox）在《热情》（Enthusiasm）中，雄辩地
表明了只过度依赖于经历之信仰的陷阱，但是并不简单

地因为某种信仰，包括了经历而拒绝它。 

关于转变归主的若干个杰出例子（G） 

基督徒转变归主的有效性的一个证据是，所有不同

国籍、文化和时代的人，都有着这同样的经历。另一个

证据是，它起作用！可以引述成千上万的事例和文献资

料，来说明和证明基督徒转变归主的影响。这里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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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出发

点和不同的个性。他们转变归主所经历的过程也不一样，

但是其果效是一样的：一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

界观和新的生活方式。 

挪威的哈列斯比教授 

已故的哈列斯比（Dr. Hallesby）博士写了一本书，
题目叫《我为什么是一位基督徒》（Why I am a Christian）。
这本书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他从怀疑一切，到具有坚定的

基督教信心的属灵传奇故事。由于他的受教育程度，他

像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疑惑。他相

信，如果一个人不能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明白基督徒生

活，理解上的困难，很快就会使他成为一位怀疑主义者。 

他认为抱怀疑态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怀

疑当中，因为他们的怀疑主义，可以保护他们免受良心

的谴责。”他认为，这种怀疑，永远都无法通过逻辑论证

来克服，因为它是建立在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只有个人经历，可以使这样的怀疑者得到信心。根据哈

列斯比的著述，第二种怀疑者，因为他的怀疑和对不确

定的厌倦而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他感到这就是他所处的

地位。他真诚地希望从理智上确实明白。哈列斯比博士

对真诚的怀疑者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会说，“我

自己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怀疑状态，体验过其中的极度

痛苦。但是，我也知道走出怀疑而进入信心的道路，这

条道路向所有的怀疑者敞开着，不会有损于人类的任何

能力，即使是对于我们的推理能力，也不会有任何损害。” 

哈列斯比博士找到了走出怀疑的道路，因为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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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地希望明白真理。圣经教导我们说，真诚地希望明

白的任何人，都将会明白。“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

翰福音 7：17）在这里，耶稣应许在经历的基础上赐予
个人的确据。唯一的条件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 

耶稣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关于怀疑的某些事情非常

重要，这不是因为教育或智力上的重要成就，也不是由

于感到如此缺乏知识而无法认识真理的谦恭，这是另一

个极端。“导致你怀疑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某样东西，”

哈列斯比说，“你缺乏一定的经历。这就是你发现自己处

于怀疑和不确定当中的原因所在。” 

这个人的转变归主，不像使徒保罗那样引人注目，

但是他的转变，却是同样的明确和完全。正如那位埃塞

俄比亚官吏一样，他真诚地渴望明白真理，而这种知识，

以一种平常而又明确的方式赐予了他。他的生活，体现

了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的改变。由于所经历的转变，他找

到了生命的意义，也找到了各种问题的答案，他还有能

力，帮助其他真诚地寻求真理的人。 

印度的圣人桑德·辛 

圣人桑德·辛（Sadhu Sundar Singh）是近来藉着耶
稣的异象而改变生命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印度青年基

督徒，曾经遭到极其痛苦的逼迫，桑德·辛成了二十世

纪最为杰出的布道家之一。 

作为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锡克教徒，桑德·辛极

其敬虔，但是他的宗教并不能满足他对事实的寻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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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生活，为各种悲观失望所困扰。他母亲的生病和

去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失望。他决定呆在自己的房间

里三天三夜，等待某种真理的启示。如果在这个特定的

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启示，他决定到飞速前进的火车

前面的轨道上自尽。 

过了三天两夜也没有得到任何启示，距离他与死亡

的约会，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的心灵极其痛苦，他呼

喊，“神啊，请在我死之前把你自己启示。” 

那天晚上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在梦里耶稣基督

向他显现，并用兴都斯坦语对他说：“你正在祈求明白正

确的道路，为什么不接受这条道路。我就是道路。”那天

夜里，桑德成了一位基督徒。他说：“我只能事奉耶稣，

而不能事奉其他任何一位！” 

从他与耶稣相遇的那个时刻开始，他成了另外一个

人。他悲观失望的情绪消失了，他的生命里有了一个目

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放弃对事奉基督的渴望。

无论是请求，还是提供财富，甚至于逼迫，都不能使他

放弃。他的家庭不认他，还试图毒死他，但是他康复了，

并逃离了这个家庭。他受了洗，把他的余生，都用来事

奉基督和帮助他人。作为一位独身主义和神秘主义者，

他被其他基督徒视为行为古怪的人。然而，实际上他是

一个改变了的人，因着那种最为残酷的逼迫，他见证了

耶稣基督的大能。他什么时候去世没人知晓；最后看见

和听到他的消息是在 1929年，那时他试图进入西藏，目
的是为了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那方禁地。印度政府于

1933年宣告认定他已经死亡。他坚定事奉的一生，仍然
是基督在个人生命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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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倪柝声 

倪柝声 1903年出生于中国，他母亲是一位被迫结婚
的女仆。他的童年非常艰苦，在十八岁的时候，他面对

了耶稣基督。倪柝声以一种非常直接、平常的方式接受

了他。通过这一意志的决定，他完全委身于基督，终生

顺服地跟从他。他奉献和自我牺牲的人生，充分体现了

他的委身。 

尽管由于他的信仰而遭受了逼迫之苦和牢狱之灾，

他仍然向他的人民传播福音。当他不能继续布道和教导

的时候，便开始写作。倪柝声最为当今非亚裔基督徒社

会所认知的名字是倪更夫（Watchman Nee），这是很多关
于属灵生命、教会、个人灵修和其他属灵主题书籍的作

者名称。 

他 1972年死于监狱中，终年六十九岁。除了他所经
受的许多艰难困苦，他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几乎没有什

么为人所知。对于自己，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自己

一无所求，我所求的一切都是为了主。”毫无疑问，这位

东方殉道者的一生，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激励；它表

明了作为一位完全委身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请不要忘

记，倪更夫的转变归主，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外在标

志来证实它，然而，这一改变了的生命和冲破重重困难

而付诸实践的崇高理想，充分表明了他经历耶稣基督的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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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鲁益师 

鲁益师（Lewis 1898-1963）是本世纪拥有最多读者
的基督徒作家之一。他在大不列颠出生和长大，是牛津

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后来他成了牛津大学Magdalen学院
的一位校董和剑桥大学教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的教授。 

鲁益师教授在把基督教信仰，作了最为艰难的智力

试验之后，成了一位基督徒。他开始相信神存在的时候

已经四十岁了。他的属灵自传《令人惊奇的喜乐》（1955）
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回答我如何从无神论转归基督教的

各种问题”。首先他变成了一位有神论者，接着是经历了

一个时期的寻求，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滥用圣殿、

各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残暴的举动。他认识到没有任何

宗教，像基督教这样具有历史性的宣告。然而，鲁益师

仍然认为神是不具有人格的，他也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

的旨意和必然性。他开始参加礼拜，虽然这个主意并不

吸引他。不过，他很快就明白到如果有神，那么他就必

须是这样一位神，有关爱、感受和拯救人的能力。只有

这样，基督教的整个信息，包括基督的道成肉身，才有

意义。他这样表达这种认识：“此时此刻神话一定已经永

远变成了事实；道，肉身；神，人。这不是‘宗教’，也

不是‘哲学’。这是他们全部的实际情况和总结。” 

他以非常个人的词语，描述了自己与基督的相遇。

它既不是一次强烈的情感经历，也不是在其发生之前，

自己所认为的重要事情。事实上，他说，“我所找到的是

我不想要的东西”。然而，无论如何“已经迈出了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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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步”， 鲁益师成了一位基督徒。 

在晚年，他仍然在文学批评领域声名卓著，还写了

很多基督教“经典著作”，其中包括《令人惊奇的喜乐》

(Surprised  by  Joy)。我们已经在第三课中，推荐了他
的论述基督教思想若干方面的系列著作之一《纯粹的基

督教》(His Mere Christianty)；他的 (Screwtape Letter )
和《太空三部曲》(Space trilogy)[超越沉默的行星(Out of 
the Silent Planet)、皮尔兰德拉（Perelandra）和那可怕的
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闻名于世；即使是为孩子们
写作的系列著作，现代纳尼尔神话（the modern Narnia 
mythology），也让成年读者心醉神迷。鲁益师以及他的
诸多朋友，如托尔基恩（J·R·R·Tolkien）和多罗西·塞
耶斯（Dorothy·L·Sayers），表明了学者和艺术家，也
可以成为基督徒，并且这还会提升，而不是摧毁他们的

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 

鲁益师是真诚地寻求真理的典型。他深信，在神掌

管的宇宙中，真诚的寻求者将会找到真理。“我喜欢经历

是因为这种事情是如此的诚实。你可能会多次拐错弯，

但是，只要你保持睁开眼睛，就不会在警告牌出现之前，

让自己走得太远。你可能会欺骗自己，但是，经历不会

欺骗你。宇宙听上去是真实的，只要你公正地测验它。” 

上述关于经历转变归主的例子表明，有些人与耶稣

基督的相遇是突然的，是由情感所主导的；而另一些人

的经历耶稣基督，是逐渐温和地承认。有些人在听到耶

稣基督宣告的时候，很容易相信；有些人是有了超自然

证据的帮助，才做出决定，而还有一些人，必须借助理

性推动力才能得到信心。重要的是，这些具有广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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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全部都经历了耶稣基督，并发现他满足了他们

的各种期望。 

意志型的人 

鲁益师深信，我也同样深信，寻求真理（鲁益师所

谓的“经历”）将会最终导致耶稣基督的相遇。这个问题

常常伴随着理性上的不诚实。但是我相信，你能够学习

本课程到目前这个程度，表明你是真诚地愿意接受真理

的，无论你在哪里发现了真理。而且，我还相信，你同

样真诚地准备好，把你所接受的真理付诸实践。 

在课程简介中，我提到了三种人：智力型的人、情

感型的人和意志型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具有这些

特点。前面两种类型人的毛病，在于他们忽视或拒绝承

认他人的重要性。智力型的人不认可情感的效力，也不

接受宗教经历的有效性，因为宗教经历可能会包含一些

非理性因素。情感型的人不愿意约束自己，以便透彻地

思考事情，同时也不能忍受理性的方法，因为不能明白

与之相应的客观事实，以至于自己的宗教经历也有所欠

缺。 

我们把意志型的人，视为明达和委身的基督徒，那

么意志型的人又怎么样呢？意志型的人把智力和情感两

个方面结合起来，又超越智力和情感而做出自觉的决定。

如果他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处于情感阶段（像保罗那样），

那么，他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经历，面对缜密的智力质

询。正如皮诺克（Pinnock）所说的，“对于理智上认为
错误的东西，心不可能喜乐” [引自麦克多维尔
（McDowell），第 3页]。如果他开始于理智阶段（像那

 164



位埃塞俄比亚官吏那样），那么，就会准备好超越口头上

的赞同，光是口头上赞同，就像纯粹的智力上的认识一

样，是最低层次的信仰。意志型的人，会把他所明白的

真理付诸行动。 

耶稣基督最初的门徒们得到了“众民的喜爱”（使徒

行传 2：47）。他们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对耶稣的了解和
对天动地摇的圣灵降临经历的感受（阅读使徒行传 2：
1-42中的详细记述），通过意志结合在一起，并转变为其
他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外在行动。如果这是真的，转变

归主的经历，将会带来一种与真理的涌流相一致的生活

方式。而真理就是所经历的那一位。下面这个图示，表

明了转变归主和行为一致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就是基

督徒们所称为的门徒职责。 

                  真理 

                 耶稣基督 

智力                          情感 

  智力上的认同                      宗教经历 

    抽象概念                       错误 

不相关的神学                      痴迷狂热 

意志 

                      经历相遇 

一致的行为 

门徒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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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既不是依赖于情感经历的天真的热心者，也

不是对无关规则做出口头赞同的智力上的侏儒。基督徒

就是经历了耶稣的人，就是明白和接受他的宣言的人，

就是有了新的不同生活观的人。他不会宣称有了所有的

答案，也不会自动地变得完美。但是，他坚持寻找答案

以解决他的各种问题，并藉着神的帮助，来克服不讨神

喜悦的那些个性特点。基督徒努力把理想与实践结合起

来，开始培养一致的行为方式。对基督徒来说，所相信、

所存在和所付诸行动的真理，都体现于同样的客观事实

——主耶稣基督。和谐一致的生活，也体现在满有他的

样式！ 

一个挑战 

在第一课中，我要求你完成本课程的学习。现在你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第二课和第三课中，我要求你在

寻求真理的时候，祷告和祈求神的帮助，那样基督就可

能会向你显现。第四课则要求你阅读新约圣经。 

现在出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所涉及的内容比其他任何挑战更多。它们是对

你的时间的挑战，对你的骄傲的挑战，对你过去的偏见

的挑战。现在我要求你接受耶稣基督，认同他，经历他

的改变生命的大能，并决定在生活中，实行新的生活方

式和新的生活方向。 

然而，在执行决定的时候，明白这些决定过程的意

义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弗兰克·科尔奎豪恩

（Frank Colquhoun）曾经写了一部很有帮助的著作，书
名叫做《完全的基督教》（Total Christianity）。他在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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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说，作为一位基督徒涉及到四件事情。首先是个人

经历耶稣基督，或者是他所谓的“委身”。我们已经在本

课中，广泛地探讨了基督教的这个方面。其次是交通或

参与。这体现为走出去帮助其他基督徒和其他普通人。

在这方面，当地的基督徒聚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教会

是基督的肢体，尽管教会并不完美。因此，我们应该参

加教会。第三是教义或信仰体系。我们所有的态度和行

为，都必须有完美的理性和属灵基础。教义、神学或具

体的信仰，必须为我们的经历和委身提供内在根据。第

四是品行或道德。作为基督徒，我们事奉一位新主人。

我们对他具有道德和属灵的责任。真诚的基督徒，具有

与他所声称的信仰相一致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道德规范、

行为方式。 

因此，要成为一位“完全”的基督徒，需要委身（个

人的宗教经历）、需要交通（参与教会）、需要教义（建

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信仰体系和运用我们的心智）、需要品

行（生活道德）。这样的信仰并不容易，但是它是最好的

方式。它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是经验性的，也

是理性的。它触及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你是如何接受耶稣基督的？如何才能经历他？如何

才能转变归主和开始与之相一致的生活？这不是一个菜

谱，而是一些建议，你可以把这些建议作为归向神的步

骤。圣经向你保证，神随时准备着与你相见，如果你按

照他的带领而行动的话：“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耶利米书 29：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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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向神的步骤 

1、认识到你自己没有能力，带来内在的和谐与平安。承
认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你是有罪的，你需要帮助（罗

马书 3：23）。 

2、认识到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 14：
6），因此他是唯一能够帮助你和给你带来平安的那一
位。而且，认识到耶稣的生命、死和复活，是你藉以

得到赦免和重生的唯一途径（使徒行传 4：12）。 

3、祈求耶稣临到你，洁净你，赦免你，改变你，更新你，
赐给你新生命（哥林多后书 5：17）。 

4、通过意志的决定，把你整个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让
他可以帮助你，使你的生命，变得比你曾经梦想的还

要更加美丽。决定跟从耶稣，意味着你在一切事情上

愿意顺服他，把他的道放在首位。 

5、通过祷告、读经和找到敬拜聚会的地方，来履行这个
应许。委身之后，要遵守圣经，接受洗礼，与其他委

身的基督徒一起，参加主的晚餐。 

6、最后，作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位新人，要不断地长进，
按照彼得后书 1：5-8 中的教导，过有效的基督徒生
活。 

经历的含义 

如果你慢慢地、真诚地和有目的地采取这些步骤，

神的圣灵将会使其在你的个人经历中，变为现实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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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重要性。 

如果你已经决定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之中，

我鼓励你继续坚持你的新信仰。一段时间以前，我指导

大学生们的圣经学习。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举

手提问，她向我提出了一个个人问题。仅仅几个星期之

前，她决定成为一位委身的基督徒，而不仅仅只是“文

化上的基督徒”。现在，由于最近的委身而导致她面对着

好些问题。她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你曾经对圣经、对耶

稣或对基督教，有过任何怀疑或问题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当然有。但是，作为

一位基督徒，我根据住在我里面那位的观点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根据外面的某个人的观点，来解决问题。我对圣

灵会保守他的话语有着极大的信心，因为耶稣说圣灵将

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不会等到每一个问题都解决了

的时候，才有信心。对基督徒来说，首先是要有信心，

之后才会有理解。” 

我有一位神学院里的教授，他说：“一个问题得到了

适当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从本质意义上

说，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正确地提出问题。本课程尝试

提出各种问题，至少其中的一些问题，向你指出正确的

方向。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可以告诉你做一个基督徒满了

喜乐。这不仅仅是一个周末旅程，而是一个终生的天路

历程；这不是阅读小说，而是经历事实；这不仅仅在一

个单调乏味的世界中的存在，而是一种攀登山峰的心旷

神怡；这不是逃避世界遁入幻想，而是坚定地面对生活；

这不是坐在体育场里，而是进入竞技场亲自参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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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接受了经历耶稣基督的邀请，这就是你的生活。 

提示： 

请不要忘记按照本课程信息中所作的说明，完成学生

互动练习。请记住，互动练习 A是对复习本课程内容的
一种指导。如果你要参加考试，应该做好这部分的练习，

特别是要注意“自测检查”中所包含的内容。完成了互

动练习 A之后，请按照说明将它邮寄。 

你已经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你在互动练习 B中所
发表的意见，显得特别宝贵。请坦诚和完整地填写这部

分练习。这将帮助我们注意到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样我

们才能提供补充材料来帮助你们。 

你可能会注意到互动练习 C，要求记录你对经历耶
稣基督的看法或者是要求你进行私人联系。我们不希望

你感到有压力，我们要说的是，欢迎你回答互动练习 C
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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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A   圣经中的人名具有重要意义。“圣经中的人名是对
个人、他的地位、影响、环境以及他的盼望等等的总体

描述，因此‘一个人的名字’常常代表了这个人”（新国

际版圣经百科全书，“名字”）。当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

产生了巨大变化或与神相遇，他通常会得到一个新名字。

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应该在第三课的学习中，

记住耶稣把西门的名字改为彼得。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名字是人本身的一种象征，一

个好名字会激发人的信心和自尊，而一个不好的、尴尬

的或者是奇怪的名字，会增加一个人与自我价值有关的

各种心理问题。 

B   请注意紧接着这个记载的是对使徒保罗的记述。因
此，在使徒行传中，你可以并列地看到两个非常清楚明

确而又颇为不同的归信主的经历。 

C   保罗的归主经历已经引述过。后来在他成了一名基
督徒而被捉拿之后，他又讲述了他的这一经历来为自己

辩护。参阅使徒行传 22：1-21和 26：1-23，并把它们与
使徒行传 9：1-25作对比，你就会对保罗与耶稣的相遇，
以及这次相遇对他的生命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 

D   克拉克所使用的“信心”一词，与我们曾经阐述的
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宗教经历”颇为相似。最近，我用

“归信主”这个词，来描述信靠耶稣基督的宗教经历，

这种经历包括了成为一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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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克拉克在他书中的第 220-224 页，阐述了这四个层
次。虽然在这本书中，我使用了他关于信仰的心理学方

面的基本观点，但是我用自己的思想，对其作了补充。 

F   记得第一课中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或许，翻回
到阐述“一致性”的那几页内容，会不无好处。 

G   下面的见证，引自哈列斯比·路易斯的自传或圣人
桑德·辛 和倪柝声传记中的记述。每一个例子只从一本
书中引述，我们已经在课文后面的“参考书目”中，列

出了其出处，但是没有指出所引述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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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参考书目 

1、沃尔特·休斯敦·克拉克（Clark，Walter Houston）
所著的《宗教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美国纽约Macmillian 公司 1958出版。 

2、弗兰克·科尔奎豪恩（Colquhoun，Frank）所著的《完
全的基督教》（Total Christianity），美国伊利诺斯州芝
加哥Moody 出版社 1965年出版。 

3、西里尔·戴维（Davey，Cyril J.）所著的《圣人桑德·辛
传》（Sadhu Sundar Singh）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Moody出版社 1963年出版。 

4、哈列斯比（Hallesby，O）所著的《我为什么是一位
基督徒》（Why I Am a Christian），英格兰伦敦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68年出版。 

5、保罗·约翰森（Johnson，Paul E）所著的《宗教心理
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美国纽约 Abingdon出
版社 1959年出版。 

6、安格斯·基尼尔（Kinnear，Angus I.）所著的《反潮
流》（Against the Tide ），英格兰伊斯特本的胜利
（Victory）出版社 1973年出版。 

7、诺克斯（Knox，R. A.）所著的《热情：宗教历史的
一个重要章节》（Enthusiasm: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英格兰牛津 Clarendon出版社 1973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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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易斯（Lewis，C. S.）所著的《令人惊奇的喜乐》
(Surprised by Joy)，英国伦敦 Collins Fontana图书公
司 1973年出版。 

9、乔斯·麦克多维尔（McDowell，Josh）的《需要裁定
的证据》（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美国加
利福利亚州 San Bernadino 的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公司出版，1972年版。 

10、 克拉克·皮诺克（Pinnock，Clark）所著的《公
开你的病症》（Set Forth Your Case），美国伊利诺斯州
芝加哥Moody出版社 1973年出版。 

11、 伯纳德·拉姆（Ramm，Bernard）所著的《新基
督教徒证据》（Protestant Christian Evidences），美国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Moody 出版社 1966年出版。 

12、 奥尔路·小斯特鲁恩克（Strunk，Orlo，Jr.）的
《所谓的无神论抉择》（The Choice Called Atheism），
美国田纳西 Nashville 的 Abingdon出版社 1968年出
版。 

13、 保罗·图尔尼尔（Tournier，Paul）的《人的医
治》(The Healing of Persons)，美国纽约 Harper and 
Row出版公司 196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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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学习的建议 

戈登·奥尔波特（Allport，Gordon W）的《个人与
宗教》（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美国纽约
Macmillan出版公司 1960年出版。（平装本） 

本书对宗教作了心理学阐释，颇为有益。尤其是第

五和第六章，对信心和疑惑的本质作了很好的阐述。 

约翰·贝利（Baillie，John）的《天路历程之邀》
（Invitation to Pilgrimage），英国伦敦 Penguin图书公司
1960年出版。 

这本书是为“基督徒不可知论者”而写作的。所谓

“基督徒不可知论者”就是一个人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而没有信心或没有经历基督。作者针对这种人的阐述，

既清晰又系统。 

弗兰克·科尔奎豪恩（Colquhoun，Frank）所著的
《完全的基督教》（Total Christianity），美国伊利诺斯州
芝加哥Moody出版社 1965年出版。 

英格兰教会的一位牧师，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成为

一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这本书，特别值得向那些希望

明白基督徒生活要求的新基督徒推荐。 

西里尔·戴维（Davey，Cyril J.）所著的《圣人桑德·辛
传》(Sadhu Sundar Singh)，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Moody
出版社 1963年出版。 

这是一本关于一位伟大的印度基督徒神秘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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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本课对他的生活作了概述。 

雷蒙德·艾迪门（Edman，V. Raymond）所编辑的
《危机经历》（Crisis Experiences），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
阿波利斯的 Bethany Fellowship 公司出版，没有出版日
期。 

这本书 96页，记述了九个著名基督徒的生活经历，
这九个基督徒，绝大多数是美国人或英国人。这本书是

对杂志系列文章的重印。 

哈列斯比（Hallesby，O）所著的《我为什么是一位
基督徒》（Why I am a Christian），英国伦敦 InterVarsity
出版社 1968年出版。 

在这本优秀著作中，哈列斯比教授运用他自己生活

中的例子，回应了对于基督教的怀疑和反对。 

安格斯·基尼尔（Kinnear，Angus I.）所著的《反
潮流》 (Against the Tide)，英格兰伊斯特本的胜利
（Victory）出版社 1973年出版。 

 这是一个关于倪更夫（Watchman Nee）的动人故事，
是一本优秀的传记，研究深入细致，文笔优美。 

基特伍德（Kitwood，T. M. ）所著的《人类是什么？》
（What Is Human？），英国伦敦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作者探讨了关于人的三种观念：人道主义者、存在

主义者和基督徒。他简单地评价了前两种哲学，他的著

述适合于任何“还没有找到道路进入完全的基督教信仰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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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益师（Lewis，C. S. ）所著的《令人惊奇的喜乐》
（Surprised by Joy），英国伦敦的 Collins Fontana图书公
司 1973年出版。 

这是上个世纪一位最具创造性和最有争议的基督徒

作家的一本自传，追踪了他寻求属灵意义的过程，表明

了他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属灵意义。鲁益师所写作

的任何一本书，都颇有阅读价值。 

小保罗（Little，Paul E.）所著的《明白你为什么相
信》（Know Why You Believe），美国伊利诺斯州 Downers 
Grove的 Inter-Varsity出版社 1971年出版。 

这是一本优秀书籍。第 12章尤其与我们所阐述的内
容相关。本课的标题《基督徒经历有效吗？》便是从这

一章中摘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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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 

1、阅读下面经节——罗马书 3：21-23，6：23，10：8-13；
约翰福音 1：12；约翰一书 1：9。根据这些经节，简
单地阐述下列关于归信主方面的每一个重要词语。 

罪…………………………………………………………… 

认罪………………………………………………………… 

信心………………………………………………………… 

神的儿女…………………………………………………… 

2、思考本课所阐述的“潜意识孵化”这个概念。你可以
列举出发生在生活中，影响到你对基督教和本课程看

法的一些事情吗？ 

………………………………………………………………
……………………………………………………………… 
你认识某些在我们所描述的方面，成为基督教榜样的人

吗？如果认识的话，请你列举出他们信心生活的主要特

点。 

………………………………………………………………
……………………………………………………………… 

3、如果你现在希望成为一位基督徒，这是可能的。只要
祈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一切过错，使你成为在他眼里

是可以接受的人就行。像与某个朋友交谈那样祷告，

你就会成为一位基督徒。在下面的空白处，阐述你为

什么愿意接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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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如果你希望得到帮助，来开始作悔改和认罪祷告，可
以运用下面的祷告文，然后在这篇祷告文的最后，加

上你自己的话。 

“主耶稣，我承认我需要你，渴望把我的生命和

未来交托给你。请赦免我的一切过错，并洁净我的生

命。使我成为神的孩子，帮助我每天都为了你的荣耀

而生活。我诚邀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存在的中

心。请赐下圣灵来带领我，坚固我，赋予我能力。我

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写下你祷告时的印象，及其对你的生命有哪些影响。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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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习答题指南 

1、 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可
以得到赦免。 

认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认识并悔改），耶

稣就会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认识和公

开表明，这是这个词的第二层含义），我们将会从罪

的后果中得到拯救。 

信心——信心是心灵（意志）方面的事情，信心使

得我们可以无羞无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在神

面前保持平等，信心也是我们领受能力，以变得更加

像神（他的孩子）的途径。 

神的儿女——随着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主和相

信他所说的身份，我们便成了神的儿女。然而，这也

是他的大能，把我们变成他的样式的一个过程，这样

我们才能具有“家庭成员的相像”。 

2、你的答案，应该包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你的个人需要
的各种事情（友谊、生活的方向、赦免，等等），以

及与博学和忠心的基督徒保持接触。 

3、你的答案；或许这些基督徒们，已经体现出了关心、
一致性和委身之类的品质。 

4、你的答案；或许你现在已经认识到赦免的需要，以及
只有基督的大能，才能满足这一需要。或许你已经厌

倦毫无意义的生存，渴望耶稣所赐予的新生命和旨

意。或许你已经认识到，神已经慢慢地对你显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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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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