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道：如此我信

方友義牧師

約翰福音 11:40



John 约翰福音 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Jesus said toher,

“Did I not tell you that  

if you believedyou

would see theglory  

ofGod”



John 约翰福音 20:25-27 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

决不相信。耶稣来了，站在

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

安。 ” 然后对多马说： “

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 看

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

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只要信！”



Luke路 1:3-4『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查过，认为也

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

确实的。』

Having carefully investigated  

everything from thebeginning,

I also have decided to write

an accurateaccount for you,  

most honorableTheophilus,

so you can be certain of the truth  

of everything you weretaught.



如此我信 So I Believe

从何说起呢？Where do we begin?

History



1.客观的历史论证：根植历史的事实

Objective Historical Argument : Rooted in History



1．客观的历史论证：根植历史的事实

Objective Historical Argument : Rooted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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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历史论证：根植历史的事实

Objective Historical Argument : Rooted in History



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历史的客观论证：历史时空下发生的真实事件

The bible’snarratives are real historical events

圣经路加福音 2章1节

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士督颁发下来，叫普天

下的人登记户口。At that time the Roman emperor,  

Augustus, decreed that a census should be taken

throughout the Roman Empire (Luke 2:1)



Roman Emperor-Augustus

Ruled from 27BC to AD14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公元前27-主后14



Luke路加福音 2:4-7 约瑟本是大卫家族的人，也从加

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与所

聘之妻马利亚一同登记户

口。那时马利亚的身孕

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

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

到了，生了头胎儿子，

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Luke路加福音 3:1-2

凯撒提庇留执政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总督，希律
作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
的分封王，吕撒尼亚作亚比利尼的分封王，亚那和该亚法作
大祭司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的儿子，在旷野的约翰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Tiberius Caesar, Pontius Pilate  

being governor of Judea,and Herod being tetrarchofGalilee, and his  

brother Philip tetrarch of the region of Ituraea and Trachonitis, and  

Lysanias tetrarch ofAbilene, during the high priesthood ofAnnas

andCaiaphas, the word ofGod came to John the son ofZechariah in  

the wilderness.



客观的历史论证：根植历史的事实

罗马总督彼拉多

Roman Governor-Pontius Pilate

罗马第二任皇帝提庇流

Roman 2nd Emperor-Tiberius



客观与真实的历史事件 Real historical events

*唐宋元明清

*中国建国70周年（1949-2019）

*南京大屠杀

*奥古斯都及提庇流（罗马第一任及第二任皇帝）

*耶稣降生（公元前后的历史分水岭）

*耶稣被钉（彼拉多）

*耶稣复活（目击证人；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埋葬了

*复活了

*向不同的人公开显现

*见证人还活著

1 Cor哥林多前书15:3-6

我从前领受了又传交给你们

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

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

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

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并

且曾经向矶法显现，然后向

十二使徒显现。以后又有一

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他

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也有些已经睡了。



耶稣复活後十二次向人显现的记载

1 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约20:11）

2 向其他的妇女显现（太28:9-10）

3）向彼得显现（路24:34）

4）向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显现（路24:13-32）

5）向十位使徒显现（路24:33-49）

6 向多马和其他使徒显现（约20:26-30）

7 向七位使徒显现（约 21章）

8）向全部使徒显现（太28:16-20）

9 向全部使徒显现（徒1:4-9）

10 向五百位弟兄显现（林前15:6）

11 向雅各显现（林前15:7）

12 向保罗显现（林前15:7）



基督复活后，最先向谁显现？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saw the  

resurrectedJesuson EasterSunday?

Luke 8:2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

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

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

上赶出来。Mary, called Magdalene,

from whom seven demons had gone out.

姐妹们，主耶稣何等爱你，关心你！



复活，难道只是将来的事吗？

复活，带给信徒能力与盼望，是可以具体体验的。

孔子-论语（儒家思想代表作）

佛家-看透世间的虚幻（看破）

老庄-道家思想-顺其自然；生命要潇洒；不造作强求。

不是怎样作和知道如何去作，而是有没能力作得到？

道理 -知道，但作不到！真理-使你得自由，作得到！



2. 主观的生命经历：我与耶稣的相遇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 Encounter with Jesus

*死亡 -安然面对 Assurance of eternal life

*如果你生命濒临死亡，你会呼喊谁？

孔子？佛祖？观音？爸妈？医生？关公？

耶稣？（耶稣的名字是“救主/拯救者”之意）



2. 主观的生命经历：我与耶稣的相遇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 Encounter with Jesus

*谦卑 -放下自己 Humility

腓立比书2:6-8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

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

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1 Peter彼得前书 5:5『神敌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God opposes the proud  

but givesgrace to

the humble.



葛培里牧师：感谢上帝，你使用我这“烂泥”

Billy Graham- Father, Thank you for using Clay



*价值 -意义导向 Success or Significance

一辈子赚来的金条放在？？里，

最终把盆栽当垃圾丢了！

妻子选择……..；丈夫心灰意冷……

*价值：老师把屋子卖了，帮助年青人去读书。



*影响力与震撼力 Stunning Influence

选择宽恕

46岁 - 72岁

被囚禁 27年

2010 Feb 11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2. 主观的生命经历：我与耶稣的相遇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 Encounter with Jesus

*死亡 -安然面对

* 谦卑 -放下自己

*价值-成功/意义

*影响力与震撼力

Assurance of eternal life  

Humility

Success or Significance  

Stunning Influence



穿越百年的痛与爱 Hudson Taylor 1832-1905

1870年，戴德生经历了人生

中巨大的悲痛。他的两个小

儿子相继去世之后，他的爱

妻玛利亚又因感染霍乱而离

世。经历接二连三的痛苦之

后，他写给母亲一封家书。



亲爱的母亲：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

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

颂的。神知道要结的果子有悲

伤，也有欢乐。神借着慈父一

般的手，安排万事；我在这样

的信息中得到安息。



3.永恒的终极盼望：回归永恒的天家

Eternal Ultimate Hope

John 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生命）』For this is howGod loved the world: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so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 him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真爱何处寻？

Where can I find true love?



John 约翰福音 3:16 永恒的真爱 Eternal Love

最伟大的爱：神爱世人

最高超的爱：甚至

最彻底的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最深广的爱：叫一切信他的

最大的救赎：不至灭亡

最好的礼物：反得永生（生命）真实的盼望



真盼望：建立在真实与有把握的事实上！

True hope: Built on reality and assurance

没有未来，何必上学！ Syria 叙利亚



真盼望：建立在真实与有把握的事实上

“降降还小，他还不明白离

开的真正含义，在他心里

爸爸只是又一次出任务，

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母亲：孩子，爸爸死了！他不会再醒来，你以后

都不会再有爸爸了！

母亲：孩子，爸爸是睡了，他已经回到天父上帝

那里，他现在不再痛了，有一天，我们都

会再看到爸爸。

From hopeless end to

绝望的结局 转化成为

endless hope

无尽的希望



四个妻子的寓言故事

1.最疼爱第4的妻子 -吃好的，穿好的，从不亏待她

2.最引以为荣的第3妻子 - 经常炫耀她，担心失去她

3.善解人意的第2妻子 - 红颜知己；开解及帮助他

4.经常被忽略的元配 -忽略妻子的忠诚与忘记了她！

第4个妻子-你的身体

第3个妻子-你的财富和地位

第2个妻子-你的亲朋戚友

第1个妻子-你不朽的生命（灵魂）



真盼望：建立在真实与有把握的事实上



马槽 -为你而生

真正的盼望/福

不是从世界而来

乃是从天上而来

十架 -我死你活

复活-得胜死亡

不是过眼云烟

乃是存到永恒



如此我信 So I believe (Know Why you Believe)

1. 客观的历史论证：根植历史的事实（过去）
Objective Historical Argument : Rooted in History

2. 主观的生命经历：我与耶稣的相遇（现在）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 Encounter with Jesus

3. 永恒的终极盼望：回归永恒的天家（将来）

Eternal Ultimate Hope



如此我信 马槽 Manger 十架 Cross

客观的历史论证

主观的生命经历

永恒的终极盼望 Risen

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