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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度无罪的生活？ 

作者:乔·克鲁斯 

 

最近，我惊奇的看到一份关于对人进行催眠的实验报告。这个人被催眠后进入轻微昏睡状态，然

后命令他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杯。虽然他身强力壮，但竟然不能将玻璃杯稍作移动。他似乎用尽全

力，但却不能移动一个轻得连小孩都可以移动的杯子。 

原因何在？因为当他被催眠后，在昏睡状态下被告知，说他是不可能拿起一个杯子的。因为在被

催眠的状态下，他的内心相信，拿起杯子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身体就无法执行命令来将一个小小

的杯子挪动。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不可思议事实，那就是：没有人可以遵守他认为不可能遵守

的诫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有如此多的基督徒在度一种软弱失败的生活的原因。毫无疑问，“没有

人可以度一种无罪的生活”——这种流行的现代神学，正在毒害着成千上万的人。十诫已经被人们描

述成（或是在内心深处认为）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法典，只不过是用来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需要罢了。 

许多现代的基督徒在遵守律法方面越来越倾向于温和、宽大的态度。他们认为，上帝的慈爱与他

严厉的诫命和对违犯者的刑罚之间是矛盾的。 

这是一个令人舒服的教义，但却与圣经的教导大相径庭。成千上万的人正习惯于违背宇宙间伟大

的道德律法，而没有任何负罪感。上帝的话没有给人任何借口，使他感到犯罪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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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已成为世人的严重问题，就像一种高危传染病一样，如同致命的病菌感染了每一个人，而且，在这

个地球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阻止这种致命疾病侵袭的方法和良药。 

自从罪恶在伊甸园最初出现开始，它就对每一件善事进行破坏。在每一件事上，它都与公义圣洁

势不两立。上帝圣洁的要求，是不能允许罪以及悖逆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的，对罪的宽容，绝不

会是任何一句圣经话语的含义。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就是要毁灭罪恶。罪决不能进入天

国。我们对待罪恶的态度必须是坚决的。减少犯罪或改变犯罪的方式都毫无用处，那绝不能使罪被上

帝的公义所接受，它必须被毁灭。而摧毁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耶稣基督的完全和他的恩典接入我们

的生活。 

令人惊奇的是，许多教友总是为所犯的罪恶寻找借口，好像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罪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怎能对福音中上帝恩典的大能做出错误的阐释呢！基督已经打败了撒旦，基督徒不应被一个失败

的敌人所恐吓。我们绝不应对任何违背诫命的行为做任何辩护。 

故意犯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而辩解说犯罪是件不可避免的事，则更为致命。认为得胜罪恶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乃是对福音大能的弃绝，也是对圣经话语的否定。而且，这正是在支持撒旦最

初对上帝的控告，并给相信这一观点的人以一种错误的、虚假的安全感。 

对于罪，人们常常是采取守势，因为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不犯罪。例如，当人们戒不掉烟

时，他们就会使吸烟在生活中显得合理化。他们没有懊悔自己不能胜过它，反倒为此辩解说：其实吸

烟对他们并没有伤害，或者说其实世界上本没有完全人。这种倍受欢迎的、给人以便利的教义就是：

无论如何没有人可以度无罪的生活。 

人们可能会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达到道德律法的要求。事实上，他们非常自满自足的认为，

上帝没有期望他们完全遵守律法，无论是在肉体方面，还是在心灵方面。 

这种教导的影响恰恰是那恶者撒但所期望的——让许多乐于不顺从上帝的教友感到遵守律法乃

是律法主义，是吹毛求疵。此乃撒旦的欺骗之举！作为这一教义的发明者，撒旦正是在支持他最初对

上帝的控告：“上帝的要求太过分了”。他控告上帝是不公义的，因为他向受造之物要求了一件不可

能达到的事。 

撒旦能够使三分之一的天使相信，上帝要求他们遵守律法是不合情理的，而且从那时起，他就开

始致力于使每一个人相信这一对上帝的控告。我们稍加考虑就会发现，撒但控告的整个阴谋，会带来

许多可怕的思想。撒旦知道，罪是唯一能使人与天国隔离的东西。既然罪是“违背律法”（约一3：4），

那么他就不得不完善他的阴谋，使人们轻看违背律法的行为，并使违背律法显得不令人讨厌。为使基

督徒接受这一观念，撒旦已经将这一阴谋伪装成一种教义，并使之混入了妥协的基督教之中。  

在每一次改革福音的运动中，我们都会在上帝的律法以及安息日问题上，遇到撒但所发明的这一

教义的不同形式。人们声称难以顺从律法：“哦，无论如何，没有人能遵守上帝的十条诫命”。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那些认为需要遵守“十诫”这一道德律法的基督徒，也没有认真的考虑

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们已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被普遍流行的观念所影响，他们

认为，过多的考虑顺从律法，就是靠行为得救。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人竟然担心，怕自己过于严格

的遵守律法，因而有意的去违背律法。借此他们就可以感到安慰，自己并不是律法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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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应当顺从律法的人，怎么会使自己陷入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呢。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因

信称义”持有错误的观念。而主要的原因则是人们肉体的软弱和失败。 

因为他们在努力使自己变得完全的过程中总是失败跌倒，于是就得出结论：不犯罪是一件不可能

的事。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便很容易去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们软弱的感受。撒旦利用了人类具有“自

行合理化”的心理倾向，不久他们便发展了一种令人得安慰的教义：偶尔的偏离律法是可以被容忍的。

结果，大多数的基督徒现今过着一种成功与失败相交替的反反复复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乃是正常的

基督教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点是极其严重的错误。首先，教义不应基于人类的感觉或经验。它必须基于上帝话语明确

的、毫不含糊的教导。的确，圣经经文能够被拼凑起来，以使之看上去似乎支持这种虚假的教义。虽

然圣经告诉我们，所人都犯了罪；圣经中也记述了无数失败的例证；圣经也说明，人所行的义乃是破

碎的不能遮体的衣服。但是，圣经中所有关于失败，犯罪与跌倒的经文，都是与一个人的顽梗不化密

切相关。同时，在其它的经文中，则更多的描述了与此相反的经历，即度完全得胜、毫无罪恶的生活。

同样，在每一处有这样的记录的地方，都显明那是被圣灵充满的、悔改归向上帝之人所度的生活。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认出这种区别。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上帝拯救的大能。他的恩典比

一切罪恶力量的总和更强。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所有读了罗马书第六章的聪明的

读者，都不会相信基督徒可以自由的犯罪。保罗完全否定了这种认为基督徒可以继续不断犯罪的教

义。 

虽然我们已经犯了罪，但上帝提供了洁净的方法，上帝完美的计划乃是使人可以借着基督，胜过

每一项罪恶，并度一种完全顺服的生活。事实上，圣经上的应许是如此的清晰明确，以至于没有人会

误解它。在无数描述重生的上帝的儿女的得胜经历的经文中，皆是非常清晰明了的，并没有什么秘密

的或隐藏的含义。 

难道就因为我们没信心、没有因完全的信心而使自己不断得胜，所以我们就要否定基督的能力，

并作出“上帝的律法是不能遵守的、人不能停止犯罪”这样与圣经明确教导完全相悖的诠释吗？ 

当彼得在加利利海上开始下沉的时候，你认为那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或能力失败了吗？彼得很可以

像现代的许多基督徒一样，使事情显得合理化，说：“上帝不想让我在水上继续走了，并且毕竟没有

人能做这样的事。”就像我们的始祖一样，当我们没有顺从上帝的计划而度一种圣洁的生活时，我们

便倾向于把最后的责任推给上帝。（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

我，我就吃了。”创3：12） 

完全得胜的应许 

上帝的圣灵所期望的较力，乃是任何人可以借着接受圣经上完全得胜的应许而得胜的。因此圣经

作者在受感描述得胜罪恶的可能性时，其所用的语言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所用最精美的表达使我们感

到震惊： 

圣经不是说我们或许能被拯救，而是说我们能被“拯救到底”（来7：25）。不是说我们或许能

得胜，而是保证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罗8：37）。不是说我们可以仅仅得胜这一次，而是告诉我

们可以“胜了又胜”（林后2：14）所应许于我们的，不是或许上帝会给予我们属灵战争中一切所求于

他的帮助，而是他必将给予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3：20）。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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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节经文之前，有更清晰的保证给予我们，就是“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3：

19）。 

诚然，许多应许的内涵是如此的深广，以至我们人类的思想不能充分的理解，但是上帝要给我们

的深刻印象乃是，他已经为了我们的利益预备了充足的资源。如果这些语言听起来非常夸大，那仅仅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太渺小，肉体太软弱，以至很难相信这种圣洁和成圣的能力可以充满并实现在我们

身上。我们往往更乐于相信我们的感觉，而不是上帝的话。 

相信我们所读到的上帝确切的应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借着这些应许才能被拯救。“因

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

分。”（彼后1：4） 

我们注意到一个词“借着这些”我们才能够脱离罪恶的腐化。“这些”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应许。在

这节不可思议的经文中描述了一连串的得胜。借着对这些应许的信心，我们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而借着这种性情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就能脱离罪恶的腐化。换句话说，一切都取决于住在我们

里面的基督的灵。“离了我”，耶稣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 

保罗受圣灵感动所作出的论述同样重要，“我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

这里所用到的词“凡事”乃是我们每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这种能力能使我们得胜情欲、毒品、污秽、

贪食、骄傲、苦毒、自私，以及一切夺走我们永生的罪恶。 

可享用的一切 

重要的是，当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得着基督的能力后，你还得着了其他你所能想到的一切： 

“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罗

8：32）这里再一次提到这个词“一切”。另外在彼得后书1章3节你同样能发现这个词： 

“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

们的主。” 

当你把这些经文连在一起，一副不可思议的画面将呈现在你的面前。当基督进入你的生活中

时，基督所拥有的一切也是属于你的。保罗这样描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

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林前1:30） 

这里的“一切”被分解为非常具体的、单独的体验，我们也开始明白，彼得所说基督已经将一切

关乎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些怀疑自己能完全得胜罪恶的基督徒，应该仔细的阅读这

些经文。“公义”，“救赎”，“圣洁”这些词有什么内涵呢？这三个词所应许于我们的，不止是将

我们从自己以前的罪过中拯救出来。“救赎”的含义不止限于将我们从罪所造成的死亡中拯救出来，

更是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公义”字面的含义是做事正直，其内涵还指不断顺服上帝的旨

意。它们都是比较宽泛的词语，但它们都有将我们从犯罪及其所应受的死亡中释放出来的含义。 

亚当的每一个儿女都极其需要两件事情：对过去的饶恕以及面对将来的能力。拯救包括这两点，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也包括在内，但若理解为只是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那么这种观点则是对福音

的曲解。耶稣来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恶果，而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本身。拯救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

并不是单单除去某些东西。它来不只是要除去我们的罪，还要赐予我们得胜罪恶的能力。对上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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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了我们但继续让我们留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的实质，乃是让上帝成为罪的帮凶。他不仅借着他的替

罪受死而称我们为义，还通过将他无罪的一生赐予我们使我们成为义。 

  在仔细的阅读了罗马书第六章以后，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保证使这些成功属于你，就请读下面的

经文： 

林前15：17——“感谢上帝，使我们藉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约一5：4——“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腓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林后5：21——“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约一3：6——“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我们回顾一下开始所讲的被催眠的那个人的例子。他不能移动桌子上的小玻璃杯，是因为他的思

想完全相信那是不能做到的。撒旦已经利用他催眠的能力，使我们的教会不能向前移动，他谎称顺从

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得逞了。 

当一个人相信这件事不可能时，他是不会付出认真的努力去做它的。很明显，那些相信自己不

能度无罪的生活的人也不会尝试去度这样的生活。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浪费无谓的时间和精力

去努力实现他认为不可能的事。 

这带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一个人相信没有办法能使自己停止犯罪时，还会制定计划或去

立志不去犯罪吗？从逻辑上讲，绝对不可能。但圣经命令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

排，去放纵私欲。”（罗3：14） 

现在，我们还为犯罪找借口说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吗? 

他已经得胜 

整本启示录书都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在每个教会，都有一班人得到崇的荣耀和属天

奖赏的应许。毫无疑问，这福分是赐给那“得胜的人”的。这七个教会代表了从使徒时代到世界末了

各个时期的基督教会。如果得胜罪恶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些时期就不会有人得救了。 

否认得胜罪恶的可能性，乃是掠夺了上帝之使命的荣耀。圣经说，他来是要败坏魔鬼的工作，也

就是罪的工作。如果无人宣称他有能力完全得胜罪恶，魔鬼的控告就要被实。上帝的诫命将被看作是

过于艰难而无法顺从的。 

耶稣论到自己时说，他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路19：10）这里他宣称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

某个人，“失丧的”还包括那无罪的品格。他的使命就是，要使撒旦通过引入罪恶来对玷污人类的整

个过程失效。在人类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此乃是永恒福音的重要部分。福音的果效必要在耶稣再来

之前完成，而不是通过主再来后的某些神迹而达成。 

启示录书中所描述的被拯救之人的最大特点就是顺从：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

命，和耶稣真道的。” （启14:12）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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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启12:17）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启22:14） 

重要的是，始祖可以一直留在伊甸园中的条件，也是人类归回伊甸园的条件。那些认为顺从无关

紧要的人，应该再次阅读亚当夏娃的故事。一个很小的在物质上的犯罪，导致了人类后来6000年的巨

大悲剧。那些最后再次归回伊甸园的人，将显明他们是配得永生的。借着在死亡面前仍然忠贞的顺从，

他们证明了撒旦对上帝的控告是何等的荒谬。他们不变的忠诚，将作为上帝夺回人类统治权的永远安

全的保证。 

那么，对于这些如此重看顺从的果效的人，我们当怎样看待呢？真实悔改之人的最荣耀的见证乃

是：打破并得胜放纵与犯罪的自我。在上帝圣灵的管理之下，属肉体的习惯被战胜、并被从生活中除

去。借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不可思议的能力将进入那些愿意放弃罪中之乐的人的生活。 

上帝渴望我们照着他的话接纳他，并向他求取他所应许的能力。这是真正得胜的唯一路径。但那

些不相信会成功的人，将永远不能经历成功。请再读圣经中的应许，不要试图将它与人类软弱和失败

的经历掺杂以至歪曲它们。要照经文本身所说的去理解它们。救恩属于那些相信且呼求的人。 

现在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总是阻止人相信这种完全得胜的可能性。事情似乎是这

样：“如果你相信度无罪的生活是可能的，那你敢说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无罪的吗？”（这常是那反对

度无罪生活之人所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 

尽管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答，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个争议与本题并无关联。如果“人可以度无罪

的生活”是圣经中的真理，那么就应当因它属灵的权威被接受，而不是基于传讲信息者的经历而被否

定。如果借着基督可能得胜罪恶，那么，不管传道人是否宣扬它，它都是真理。 

另外，成圣乃是一个不断的、一生的进程，它从来没有止境，即使他确定自己没有犯已知的罪，

那他也不能自夸说自己已经完全了。事实上，越接近完全的人，将越能认出自己极微小的一点点的不

像基督的地方，因为他越靠近基督，就越能够发现自己的不完全。（这也就是上面问题的答案所在。） 

人们可能会宣称，得胜罪恶这种教义是太理想化，太复杂化的神学，是很难实现的。但它却是

实实在在的真理。即使小孩子也能理解如何借着信心去抓住圣经中的应许。在人类所知道的任何恶习

和罪恶中，没有一样是不能借着信心而胜过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你将欣赏到上帝所定的得胜计划是何等的优美。你将学会如何停止自私、

骄傲、吸烟、诅咒、情欲、贪食、说闲话，以及所犯的任何罪。当你进入下面一段时，一定不要分心。

它可能成为你人生的转折，胜过你得到世界上所有的金钱。既然许多人在为戒烟而挣扎，我就拿得胜

这种嗜好作为例证来进行阐述。带着你自己的问题进入下面的文章，然后采取那四个步骤，你就会取

得辉煌的胜利。 

得胜的秘诀 

你是否听说过，在得胜烟瘾烟以及其他罪恶方面，所要采取的乃是渐进的方式。它有时候被称为

“渐进法”，但一般它不会奏效。当然它会起到部分效果，因为年老了会抵消某些试探和罪恶，并且

当死亡临近时，其余的试探与罪恶也会被解决掉。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努力”在胜过罪恶方

面不会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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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与撒旦数月的持续战斗，而最终将他驱逐呢？因为撒旦比我们任何人都强

大！我们可能与他争战一年，但到年终他依然比我们强大。“努力”永远不能让你在任何一件小事上

打破罪恶的权势，因为我们面对的仇敌，是一个永远都比我们强大的对手。那么，对于我们的软弱与

失败，我们该如何解决呢？这个问题将引导我们进入最甜蜜、最不可思议的秘诀——上帝的圣言。 

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仔细的研究它。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切属天的恩赐都可以借着圣经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借着信心才能得到

它。彼得这样描述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

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后1:4） 

无限的能力储存在这应许之中，为要成就在那些借着信心呼求之人的身上。很少人会相信所应许

的福分会在他们相信的那一刻赐给他们。为什么深信上帝必实现他所发的应许是如此的艰难呢！ 

现在我们研究胜利的核心，并考虑这四个简单的属灵步骤，好使每一个相信的人都能求得上帝的

能力。四节经文将向我们阐明这个不可思议的交易。 

首先，“感谢上帝，使我们藉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林前15:57） 

让你的思想尽情享受这句话所包含的不可思议的信息吧。胜利是一个礼物！我们不能靠自己的

努力赚取它或得到它，因为所得到的都是假象。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去索要，这个胜利就会被基督

免费的赐给我们。他是唯一曾经战胜撒旦的一位，我们若曾得胜利，那必然是他所赐予的礼物。 

接下来我问你，你需要在你的生活中得胜一些束缚你、让你感到痛苦的恶习吗？一些人可能是烟、

酒或贪食的奴隶；一些人可能挣扎于内心的污秽、易怒或贪爱世界。圣经告诉你，耶稣基督可以将胜

利作为礼物赐给你。你相信如果你呼求他，他就会赐给你这种能力吗？你在多大程度上确定上帝会立

即答应你求取胜利的祷告呢？下面这节经文会告诉你，该有多确定——就像确信基督的话是真实的一

样！ 

我们的第二个经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

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 （太7:11） 

当你呼求胜过烟酒、或其他肉体的、或道德的罪恶时，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当然是！你甚至不

必问这是否是上帝的旨意？他已经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来是为要败坏罪恶的权势与魔鬼的工作。如

果我们所求的是更多的钱或更好的工作，那么，我们需要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但是对于得胜罪恶，那

是他所应许给每一个凭着信心而求之人的，你不完全可以不假思索的向上帝发出心底的呼求！ 

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胜利吗？耶稣说他所赐予我们的，胜过儿女在饥饿时父母所喂

养给他们的（路11:13）。他正等着答复我们的信心 “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4:19）”  

这些应许是如此的无可限量以至我们的思想难以琢磨。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愿呼求这要提供给我

们的恩典呢。为什么人们很难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本身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旨意——他必实现他每一个

承诺。 

信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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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在自己呼求以后就会得到了这个胜利呢？很简单，因为他

曾说过我们会得到！因为上帝是那样说的，我们知道上帝是不撒谎的，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应许。当我

们呼求的那一刻，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个事实——他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应该感谢他的礼物并起身行

动，就像那已经被解决了一样。不要再寻求任何感觉或标志作为证明。应许中的能力的实现，只对我

们的信心做回应。（在们我们全然相信之前，不会有任何感觉或标志，记住，感觉和标志只能在你相

信之后，而不是在摇疑之前）。 

这样，我们进入第三节经文：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

看自己是活的。” （罗6:11） 

这里的“看”即是相信或认为“已经”的意思。每一点信心都应集中在对胜利的请求上，然后相

信已经得到了。你还记得彼得如何在水面上行走吗？他问耶稣自己是否可以离开船在翻腾的大海上

行走时，耶稣叫彼得：“来！”。但是，彼得在行走于水面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上，他持续了多久呢？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著说，主啊，救我。”（太14:30） 

彼得害怕什么呢？他怕沉到海中淹死，尽管基督已经应许他可以安全的在水上行走，但就在彼得

开始怀疑主的话时，他开始下沉了。只要他相信耶稣的应许，并且出于信心去行，他就是安全的。，

他一旦怀疑时，他就开始下沉了。 

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应该不会是在水上行走，而是戒烟！基督说 “到我这里

来，我就赐给你们胜利”。只要你相信自己已经被拯救，你就已经得到了这个胜利，就是这样简单！

当你祈求胜利的那一刻，胜利就已经作为一种能力进入了你的生活。你可能感觉不到，但它确实在那

儿。只要你凭着信心接受它，它就一直在那里。 

对于一些人来说，被释放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他们不再有犯罪的欲望。烟瘾有时候被完全拿

去，但这不是上帝通常所采用的方式。通常我们的欲望还在，但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得胜试探的能力

也必从内向外释放出来。信心乃是接受得救的事实，并不断呼求胜利，这胜利乃是一切相信的人所牢

牢握紧的。 

通向胜利的最后一步在第四节经文中：“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罗13:14） 

对上帝大能的强有力的信心表现在：不再忧虑自己会再次陷入罪的权势之下。以前，我们在自我

的“努力”而没有基督进入的情况下，多数的结果都是失败。烟被束之高阁，但吸烟者对自己说“我

要努力永不再吸烟，但是如果我做不到，我还可以找到它。”但在“信心”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再惧

怕因人的软弱而导致的失败，信心之下没有“但是”这一假设。因为胜利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力量，而

在于上帝的大能。我们可能会失败，但上帝绝不会失败。 

小吉姆处在麻烦之中，因为他违背母亲的命令去游泳了，当问到为什么违背母亲的命令时，他说：

“因为我陷入试探了”。然后母亲说：“我注意到今天早上你是带着泳衣出去的，为什么要那样做？”

吉姆回答说：“因为我渴望被试探！”对于那些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得胜的人，这是多么典型的例子啊。！

们为失败预备了机会，因他们随身带着泳衣，但有上帝同在的人，绝不为失败提供机会。 

一些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会使人气馁。假如某人失败了，就像彼得一样开始下沉。如果

这个胜利没有保持住，会不会动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呢？不会！彼得的下沉并不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失

败了，也并非基督不愿意继续让他在水上行走。这里向我们指出，彼得需要更大的信心，使他能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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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的命令。我们的信心可能会减弱，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去完全依靠他的力量。但这并没有丝毫减

弱上帝完美的计划——即借着圣经中“极其伟大而又宝贵的应许”赐予我们能力及胜利。 

对于接受这一计划的人，如果没有信心，上帝的任何应许都不会生效。在耶稣的话中清楚的表明

了这个界限， “照著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罢。”（太9:29） 

朋友，真理就是这样正直，就是这样生效。如果你愿意被拯救，它就会奏效。对于不愿意戒烟的

人，没有什么能帮助他们。但如果你愿意，应许就在这里。胜利、大能、拯救——借着信心就能获得，

成为自己的。现在就相信它，求取它吧！上帝渴望你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