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欲望难填 
 

在本课你将学习到: 
    什么是你 大的需要？ 
    祂如何满足你的需要？ 
    耶稣真是你的救主吗？ 
    你其它的需要又如何？ 
 

一、 什么是你 大的需要？ 
 

是属于身体呢还是属于灵魂的 
 
    一个在沙漠或森林迷途，或是漂流在茫茫大海的人，
他的需要就是能被人发现，被拯救。一个饥饿的人所需要
的是食物；一个被定罪的囚犯所需要的是宽恕；一个中毒
的人所需要的是医治。 
    不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一切之上，你有一
个需要更是急不容缓的。你的身体将来有一天会死去，但
你的灵魂若不在永远的快乐里，就会在无尽的黑暗，死亡
和痛苦之中。因此，你灵魂的生命远比你身体 大的需要
来得重要了。 
    罗马书 5：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
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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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大的需要是一位救赎主 
 
    圣经告诉我们，人丧失了灵魂，就像陷于饥饿，奄奄
一息，并且已经被定了罪，就是死亡。人需要有一位救主
能寻找他，喂养他，医治他，并饶恕他。因为你不能自救，
所以救主就是你 大的需要。 
＊有一对作基督徒的爸爸妈妈不会叫你得救。 
＊做教友不会叫你得救。 
＊努力为善不会叫你得救。 
＊没有救主，你根本不可能得救。 
 
习题 
1.身子与灵魂哪一样重要呢？ 
2.我“ 写下妳姓名”  _____可能有很多需要，但我 大
的需要是_____，因为我不能_____自己脱离罪与死亡。 
3.假如你已经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本课程对你仍是非常
重要，因为它会告诉你耶稣是怎样每天都在帮助你。 
 

二、 耶稣如何满足你的需要？ 
 

耶稣是神特意为你差来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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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差遣祂的爱子来，特要寻找，喂养，并医治你的灵
魂，因为你的灵魂迷失在罪中，饥饿贫弱，病入膏肓。祂
成为人的样子，以至能站在你的位置替你死，使你罪得赦
免，得着生命。祂的名字就是耶稣，意思就是救赎主，只
有祂能拯救你。 
 
背熟它 
    使徒行传 4：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
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 
 
耶稣向你指出那真理与道路 
 
    撒但用错误与不信弄瞎我们的心眼，蒙蔽我们的思
想，以至我们远离神，迷失了方向，魔鬼也用尽各种办法
让我们怀疑神的说话、能力、智慧、良善与爱。有些人甚
至怀疑到底有没有神。 
    哥林多后书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
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 
    撒但也用各种假宗教来迷惑人，有些人便敬拜邪灵和
偶像了。 
    罗马书 1：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
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 
    撒但常欺骗我们，告诉我们错误的知识，我们在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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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上寻找快乐，结果得到的是死亡。 
    耶稣却非如此，祂来寻找我们，引领我们走回神那里，
那是快乐与永生之所，在祂和祂的教训里面，你会明白真
理，脱离错误与不信。 
 
背熟它 
    约翰福音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 
    路加福音 19：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
人” 。 
    约翰福音 8：12“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
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 
    约翰福音 8：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
以自由” 。 
    若有人真心真意来到神面前，要明白真理，又愿意照
着去行，神一定指示他，叫他明白。用一个敞开的心来思
想圣经并祷告，随时愿意行祂所喜悦的事。 
    约翰福音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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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马书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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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 撒但” 或“ 耶稣” 填在下面的空格上。 
谁弄瞎我们心眼，使我们以恶当善。_____ 
谁告诉我们神的真理？_____ 
谁释放我们脱离错缪与不信？_____ 
谁使我们怀疑神的话语？_____ 
谁引导人陷入假宗教里？_____ 
 
             
祷告 
   神啊！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来教导我真理，无论任
何代价，都求你叫我明白真理，并愿意跟随它。 
 
耶稣能医治你心灵的绝症 
 
    你已经知道，罪就是不服神的律法，因此， 大的罪
就是不服从神 重要的命令，是吗？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

重要的命令。 
    马太福音 22：37-39“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 
    我们全都破坏了神两条 重要的诫命。自私是一切罪
恶之根，已充塞着我们的心，窒息了我们残余的爱，神的
爱已被我们的冷酷无情和忘恩负义所代替，一天到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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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到自己，很少想到神或别人，我们真是何等的罪人啊！
一切个人间与国际间的问题都是从我们自私自利的心里
出来的，我们就是居住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 
    提摩太后书 3：2-4“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
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
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 。 
    耶稣来，就是要医治我们心灵里自私的绝症，并用神
的爱来充满你。 
    约翰壹书 1：7，9“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
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
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 
    罗马书 5：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 
 
习题 
5.你违犯神两条 重要的诫命了吗？ 
6.再把提摩太后书 3：2-4 读一遍，然后把那些你一生中
至少犯过一次的罪划一条线。 
7.求神用祂的爱充满你的心。 
耶稣粉碎罪恶与撒但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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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消耗我们意志，以至我们不能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
事。 
    约翰福音 8：34“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 
    罗马书 7：14-15，18“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
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
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因为立志为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 
    耶稣已断开罪的锁链，祂能拯救你脱离不良的习惯、
丑恶的脾气、赌博、咒骂、不道德的行为、烟酒之恶习，
以及毒瘾等，因为祂已粉碎了撒但和邪灵的权势。 
 
背熟它 
    约翰福音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
们就真自由了” 。 
 
耶稣担当你的罪─ ─ 保证你蒙赦免 
 
    因为神是公义的，祂不能忽视罪。罪要受死亡的刑罚，
但祂是那样爱你，以至差祂的独生子来担当你的罪，为你
死。当耶稣死的时候，就仿佛是你死一样；后来祂复活了，
升到天上，你也要如此。 
    彼得前书 2：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
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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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书 2：19-20“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
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 
    当你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你是接受祂的死作你的
死，祂的生命作你的生命，就在那一剎那间，你成了神的
儿女，罪把你与神之间隔绝，但藉着耶稣，你得到赦免，
得着新生命，与神恢复交通，就像你从没有犯过罪一样。 
 
习题 
8.你若有什么陋习想要戒掉，在祷告中告诉神，求祂救你
脱离。 
 

三、 耶稣真是你的救主吗？ 
 

这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耶稣当然愿意作你的救主，但祂决不强迫你接受祂。 
 
现今就是接纳祂的时间 
 
    倘若你仍未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现今就接受吧，现
在就是 好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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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会可能会太迟了。再者，你也想每天都享受在祂
里面那奇妙的新生命吧；今天，祂就在你心门外叩门，让
祂进来吧! 
    启示录 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 
    希伯来书 3：15“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
心” 。 
    哥林多后书 6：2“ 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
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 
  
请注意 
    耶稣就在你身边，祂能听见你的祷告，现在用你自己
的话感谢祂，因为祂为你的罪死了，求祂作你的救主。假
如你已经做了，感谢祂解决了你 大的需要。 
 

四、 你其它的需要又如何？ 
 

天父关怀你 
 
    马太福音 6：31-33“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
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
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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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把你的需要告诉神 
 
    腓立比书 4：6“ 应当一无挂虑，重要凡事藉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 
 
耶稣医治你 
 
   今天祂仍会听我们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 
   使徒行传 10：38“ 耶稣……周流四方……医……人” 。 
   希伯来书 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
一样的” 。 
 
请注意 
   为着神的看顾而感谢祂，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
求祂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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