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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救赎与拯救 
福音投影使用手册 

诗歌: 731 首  永久盘石为我开 

95 首  这个何等甘美的故事 
 

中心负担: 让人认识基督的救赎与拯救，并接受基督作救主 

 

纲要简介： 一 人的二重难题 

 外面行为的难处 

 里面意念的难处 

 

二 人的自救之法 

 行善 

 忏悔 

 遗忘 

 

三 圣经的启示 
 神创造 

 撒但破坏 

 人堕落 

 基督来救赎与拯救 

 

四 基督的救赎 
 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来作救赎主， 

     对付人外面的地位、律法、罪案的问题 

 

五 基督的拯救 
 借着主耶稣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 

   来作拯救主，对付人里面的生命和罪性的 

   问题 

 

六 接受的路 
 悔改 

 认罪 

 相信—接受 

 承认—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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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投影片 1 基督的救赎与拯救 

和大家一同探讨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投影片 2 人之初，性本善？ 

 先问：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

恶？”人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还是二者都有？ 

 让听众稍微说一下。 

 再问：人的善与恶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外面的行为？还

是里面的意念？还是二者都有？ 

 正确的答案是：善与恶不仅是行为的，也是意念的。 

 再举例说：1.小孩子有时善，看起来天真无邪,但有时又恶（如

不用教就会撒谎）2.同一个成年人也许看见有人摔倒会大笑，

而看见另一人讨饭却会同情他。 

 可见，人性善性恶二者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善与恶这两面。 

 大家是愿意为善？还是愿意为恶呢？ 

 人都愿意为善，也就是做好人好事。但是，你做得到吗？ 

 看圣经怎么说？ 

 圣经在罗马书七章 18 节告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来由不得我”。 

 

投影片 3 人有二重难题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二重难题，就是：人外面的行为达不

到良心的标准，而人里面的善心也无法战胜恶念。外面行为

是善恶相争，里面意念也是善恶相争，也就是所谓的理欲之

争。 

 

投影片 4 古今中外贤人智者… 

 历世历代、古今中外贤人智者，对此难题无不莫衷一是，都想

寻求找出自救的办法。比如，老子、孔子、孟子、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都想出了很多办法。我们把这

些办法归纳起来，不外有三: 靠行善、忏悔或遗忘。 

 

投影片 5 人的自救之法－行善 

 人愿意行善是好事，我们也赞成，也愿意。 

 但是，人行善不能除去过去的罪案。（举例：杀人犯不能因为

行善而除去以往的罪案的刑罚） 

 而且，人行善也无法达到神公义的标准。 

 人的标准，有较低的标准—法律或较高的标准—道德，但神

的标准是 高的 

 人得称义…与行律法无关。（罗三 28） 

 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罗三 20)  

 我们一切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赛六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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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 人的自救之法－忏悔 

 人另一个自救之法是忏悔。 

 当然，人对过犯感到愧疚是应该的。 

 而愧疚的原因是良心的责备。 

 苦待自己，但罪案还在。 

 人对自己的过犯感到愧疚，以为苦待己身就能蒙神赦罪，认为

神是一位乐于见人受苦的神，这是错谬的思想。 

 人的忏悔只是一种贿赂良心的手段。 

 

投影片 7 人的自救之法－遗忘 

 再就是遗忘。 

 罪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等于从神的记录中消  

失，有如鸵鸟掩头入土，也有如小偷掩耳盗铃。 

 

投影片 8 所以，人无法自救！！！ 

 所以，人无法自救！！！而人仍有这二重难题， 

 再重复强调：“人外面的行为达不到良心的标准，人里面  

的善心无法战性恶念”。 

 怎么办呢？ 

 

投影片 9 请看：圣经的启示 

 请看圣经的启示。 

 圣经告诉我们人二重难题的来源与解决的办法，即：神创 

造，撒但破坏，人堕落，基督来施行救赎与拯救。 

 

投影片 10 神的创造 

 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创造，也就是人起初的光景。 

 神照着自己的形像和样式造人，将祂自己作到人里面，作人

的生命和一切，目的是要人彰显祂、代表祂。 

 圣经创世记一章二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

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

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小结：神起初造的人是好的、善的。 

 

投影片 11 撒但的破坏 

 人被造是好的，很可惜，撒但却来破坏了。 

 撒但引诱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结果撒但就进到人里面，成为

人里面的罪，把人破坏了。 

 所以，人里面就有了罪，这就是恶的来源。 

 举例：小孩子在地上滚了一身泥，还容易办，洗个澡就干净了。

但如果他喝了毒药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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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2 人的堕落 

 罪的后果是使人堕落。那么，人堕落的结果是什么呢？ 

 罪叫人的灵死亡 

 罪叫人的心思背叛 

 罪叫人的身体犯罪 

 谁敢说自己从未犯罪呢？ 

 此时可加入一些个人的见证 

 

投影片 13 人的堕落 

 带读圣经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罗六 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九 27) 

 小结：神造人时是好的、善的，撒但进来破坏，使人堕落了。

所以，人就有了二重难题，而人又没有办法自救。要解决人

外面的罪行与人里面之罪性，就需要神的救法，这就是我今

天要讲的题目：基督的救赎与拯救 

 

投影片 14 基督的救赎与拯救解决了人的二重难题 

 一方面：基督对付了人外面的地位、律法、罪案的问题，借

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了救赎。 

 另一方面：基督对付人里面的生命和罪性的问题，借着主耶稣

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来作拯救主。 

 这就是基督的救赎与拯救，也就是神的救法。 

 

投影片 15 基督的救赎 (一) 

 首先，我们来看基督的救赎。 

 解释这四句话：无瑕疵，被察验，被宰杀，流血。 

 无瑕疵─旧约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的记载告诉我们，要为逾

越节预备一只羊羔，这只羊羔必须是无残疾的，也就是无瑕

疵的。 

 被察验─这只羊羔要在逾越节前四天被察验。 

 被宰杀─犹太历正月之第十四日，要把羊羔钉在十字形的木棍

上，这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写照。 

 流血─预表基督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救赎了人的罪。 

 

投影片 16 基督的救赎 (二)  

 基督是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基督是人子，穿上血肉之体，与人联合，为要救拔世人。 

 基督是神子，够资格代替所有世人的罪，祂的宝血有永远的

功效。 

 

投影片 17 基督的救赎 (三)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取了罪人的地位，担当神对罪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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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对付了肉体、罪、魔鬼、世界、旧人、

旧造、规条。 

  三个“了”：取了、满足了、对付了，就带进了第四个“了”

－“成了”。 

  小结：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如唱诗歌九十五

首说的) 

 

投影片 18 基督的救赎 (四)  

 基督救赎的结果是：使罪人在神面前得着赦罪、洗净、称义、

与神和好、在地位上成圣归神。 

 

投影片 19 基督的救赎… 

 总结说明基督的救赎：基督对付了人外面的地位、律法、罪案

的问题，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了救赎。 

 

投影片 20 基督的拯救 (一)  

 人光有外面的赎罪还不够，人里面还有罪性的问题。基督在十

字架上流出血与水，解决了人双重的问题。 

 惟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约十九

34) 

 血是救赎的表征，水是生命的表征。 

 

投影片 21 基督的拯救 (二) 

 人外面地位、律法、罪等问题需要宝血来救赎。人里面罪性的

问题需要另一个超越的生命来拯救。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

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罗五 9) 

 

投影片 22 基督的拯救 (三)  

 基督经过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并

在人里面施行拯救。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六 7) 

 

投影片 23 基督的拯救 (四) 

 这位耶稣基督之灵，就是那赐生命的灵，具有全备的供应：神

性、人性、人生经历、死的功效、复活的大能，全都在这灵

里，是我们每天可经历的。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

应，终必叫我得救。(腓一 19) 

 

投影片 24 基督的救赎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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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说明基督的拯救：基督对付了人里面的生命和罪性的问

题，借着主耶稣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来作拯救主。 

 

投影片 25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有赎也有救，有血也有灵。 

 赎是宝血的功效，是一次永远的。 

 救是那灵的能力，是一生天天的。 

 

投影片 26 现在你该作什么? 

 一：悔改—心转向神。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近了。 

 二：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须

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投影片 27 现在你该作什么? 

 三：相信—接受。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

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相信不是同意，不是欣赏。人若

送你一块手表，你点头、同意、欣赏都不够。你需要接受。

相信就是接受。） 

 四：承认—求告。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

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主耶稣已经完成神完整的救恩，人只要取用享受就可以了。 

 

投影片 28 宇宙中 奥秘的问题… 

 宇宙中 奥秘的问题，答案竟是如此的简单！ 

 愿你得享永远的生命 

 

投影片 29 愿神祝福你！ 

 带领福音朋友呼求与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赎主，阿们！ 

主耶稣，我也接受你做我的拯救主，阿们！ 

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了我的罪。 

主耶稣，你如今成了赐生命的灵，分赐生命给我。 

主耶稣，我现在向你悔改，认我一切的罪。  

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全备的救恩，阿们！ 

 

投影片 30 无字幕 

 带唱诗歌九五首 这个何等甘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