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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将阅读问题35，然后我

们将一起阅读答案。

問35：既然我們單靠恩典，單靠信⼼得到救恩，這信⼼從
哪裡來？

我们从基督那⾥得到的所有赐福都是通过圣灵⽽接受的，包括信⼼本⾝。

这个问题和答案是关于信心的奥秘。 我们必须选择信靠耶稣，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身上。 但是，我们从哪里得到这

种信心呢？ 这是一份礼物，由圣灵赐下。 所以，只有神配为我们的得救而获得荣耀。 父差遣圣子代替我们牺牲。

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并相信耶稣。 当我们这样做时，天父就认为我们是圣洁的，圣灵也帮助过圣洁的生活。

换句话说，救恩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圣经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关于神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身上所做的奇

妙工作。 我们将会见一位叙利亚将军。 他是以色列的仇敌，但神把他带进了圣约的群体。 我们要看看神是怎么做

到的，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细节：

第1点.乃缦的骄傲在三个⽅⾯成了他得救的障碍;

第2点.神⽤三种⽅式教导乃缦谦卑，使他能领受恩典。



让我们读一读上帝的话语，在列王纪下5章： 

1 亚兰王的元帅乃缦，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

2 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缦的妻。

3 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4 乃缦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5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达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缦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6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缦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7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8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9 于是，乃缦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10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缦说：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11 乃缦却发怒走了，说： 

“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12 大马士革的河亚罢拿和法珥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忿忿地转身去了。

13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14 于是乃缦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15 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

17 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满有怜悯和爱。 圣灵啊，请你

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第1点.乃缦的骄傲在三个方面成了他得救的障碍。 

乃缦将军“为大”。 他才华横溢，富有，人脉广阔，成功。

但乃缦并不认识他的造物主，虽然祂给了他这么多的祝福。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1节中，是神使乃缦得胜？ 乃缦

不认识、不敬拜应该为叙利亚的成功而受到赞扬的那一位。 乃缦最终确实信了，但有三件事阻碍了他：

1. 地位;2）财产;和3）权力。

想想那些拥有有影响⼒的地位、许多财产和相当⼤的权⼒的成功⼈⼠。

你知道他们也可以有很深的需求吗？ 事實上，有時候上帝是仁慈的，允許問題進入活得很舒適的人的生活中，好喚

醒他們。 在马可福音10：25中，耶稣说：

25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耶稣的意思是神已经对富人关上了天堂的大门吗？ 当然不是。 我认为，对于富人来说，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看不到

现实情况。 人类不想承认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我不想承认这一点，因为我太骄傲了。 人类的骄傲总是真正的问题

所在。 但富人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那就是舒适。 没有了很多物质上的缺乏，他们就不会感到有什么需要。

物质的舒适和尘世的成功就像包装里的填充物一样，可以保护我们不受 现实的重击。 启示录3：17对舒适的人有一

个强烈的警告：

17 “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乃缦是富有的，成功的。 但他缺少一件事：让他的麻风病被治好。 他生命中的这种需要是福音进入乃缦心扉的契

机。 但首先，上帝必须拿走乃缦的骄傲。 麻风病使乃缦的手指和脚趾麻木，但乃缦的骄傲麻木了他的心。 当乃缦

得到去找以利沙的消息时，他反而去找了两位国王。 为了得到一个强大的治疗方法，他去找有权势的人。

乃缦利用他比较有影响力的地位，拿到了一个国王写给另一个国王的一封信。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能走进白

宫，要求总统给你们写一封信，但乃缦可以做到。 他想确保自己在以色列得到应有的关注。 其次，乃缦用他的财产

来治愈他。 他带来了400万美元——这就是他带来的白银和黄金在今天的价值。 乃缦将花费一切必要的钱财来治疗

麻风病。 他可能需要付钱给以利沙或贿赂某个人，他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第三，乃缦用他的权力来治愈他。 他带着他的马和战车来到以利沙的家，要求被治愈。 当以利沙派出一个仆人，而



不是亲自出现在乃缦面前时，这位伟大的将军非常愤怒。 乃缦说：“我以为他一定会走出来见我。” 乃缦说，“这

个小角色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以利沙怎么敢只派个送信的到像我这样厉害的人面前来！“乃缦用他的愤怒和军

事力量的展示来欺负以利沙，并要求他医治他。

但神希望乃缦单单靠恩典得医治。 这就是为什么乃缦的每一个 策略都失败了。 这封信只会让以色列王处于以自我

为中心的恐慌状态。 乃缦的钱被以利沙拒绝了。 将军的叫嚣和要求使他无处可退。 在过去，乃缦的地位、财产和

权力足以使他得到想要的东西。 在像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城市，许多人依靠地位，财产和权力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

西，不是吗？ 这一次对乃缦不起作用。 想想看，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

但神在这里爱乃缦。 你看，上帝不会允许这个成功、骄傲的人用他自己的资源得到医治。 乃缦的身体和灵魂只有靠

恩典才能得到恢复。 这是神医治人的唯一方式。 神的恩典是奇妙的，因为它是自由的，不能被赢得。 这就是为什

么只有谦卑的人才能领受恩典。

第2点.神以三种方式教导乃缦谦卑，使他能领受恩典。 

使乃缦谦卑的第一课是他的疾病。 当生活中的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正在享受成功时，我们往往会忘记祝福我们的上

帝。 相反，我们致力于享受他的祝福。 但是，当你的孩子生病了，或者你失去了工作，或者类似的事情发生时，你

会发现一台大电视和漂亮的汽车并不会带来太多的舒适感，不是吗？ 突然之间，这场危机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所有

那些以前满足你并俘获你心的事情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然后你呼求上帝寻求祂的帮助。

为了让乃缦理解他的无助，他需要有一些他根本无力解决的难题。 上帝使用乃缦的麻风病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会死的

人。 这个似乎拥有一切的人有一个问题，是他的地位，财产和权力都无法解决的。 我们都讨厌有缺乏，但上帝只拯

救那些看到他们需要他的人。 通过我们的缺乏，神将他自己显给我们看。

雅威和耶和华是称呼上帝名字的两种方式，也是“我是”的同义词。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名字，一个未完成的句子。

我是像一张空白支票，上帝将我们的需要填上去。 我们的需要就像眼镜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品格。

耶和华-沙龙的意思是：我是你的平安。 耶和华-以勒：我是供应你的那一位。 乃缦不需要和平，也不需要供应他

的。 乃缦是一个麻风病人，患有一种使人足够谦卑的疾病，因此上帝可以向他揭示自己是耶和华-拉法：我是你的医

治者。

让乃缦谦卑的第二课是一个报信的小女子。 第1节中的“为大”与第2节中的“小女子”之间有着明显的对比。 乃缦

是强大而富有的。 她却无能为力，身无分文。 乃缦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由的人，他不靠上帝自己就能随意生活。 她

却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她完全依赖主。 但她恰恰是神在这个地方和时间选择使用的器皿。 我的朋友们，永远不

要以为你们没有神可以使用的东西，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是谁。 圣灵给了这个女子信心，让她在有风险的时候



依然敢于说些什么。 我们将在下周的讲道中花更多的时间谈论她。

现在，我们应该看看乃缦关于谦卑的第三课：意外的洗澡。 因为乃缦是一个患有大病的大人物，他想要一种昂贵的

了不起的药方。 但上帝却让乃缦做一件简单而又让他谦卑的事。 上帝告诉他要在约旦河里洗净自己。 这对骄傲的

乃缦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纯粹凭着信心接受恩典的医治就意味着我们的地位、财产和权力是无用的。 但必须这样，

因为那样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医治的功劳了。 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

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很难屈膝接受他們的救主。 我们宁愿有一个自己赚取的救恩，因为那样上帝就会欠我们一些东

西。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从而赢得神的爱，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不起那些还没有找到进入神家的道路的

人。 但保罗在以弗所书2：8-9中写道：

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

9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当你决定把你的心放在耶稣里时，那是因为圣灵给了你信心的礼物。 你就像乃缦一样，我的朋友。 你不能治愈自

己，乃缦也不能。 神安排了医治乃缦的一切，这样他和其他人就都能看到，只有耶和华配得着赞美和荣耀。 乃缦必

须完全依靠神的话语才能得医治。 乃缦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为什么他必须去这条泥泞的小河里洗七次。 这对乃缦来

说似乎很荒谬。

当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时，相信一位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犹太人对我来说似乎是愚蠢的。 认为耶稣可以为我

的罪带来饶恕，持久的和平及永生，这似乎也很荒谬。 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是真的！

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25中就福音所说的话。

22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23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24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

25 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上帝使用看似软弱和愚蠢的东西。 他利用一个软弱的女奴来帮助强壮的乃缦。 上帝使用在肮脏的外国河流中沐浴这

种看似愚蠢的做法。 神用这些东西来向乃缦显明他的骄傲，这样他就会谦卑到足以单凭恩典接受救恩。 乃缦终于停

止了挣扎，去洗了个澡。 他的肉体恢复了，他变得洁净了。 这是以利沙在第10节中提到的两件独立的事情。 乃缦

身体恢复，被洗净。 乃缦在外在被治愈，但他也在内在被洁净。 我们怎么知道乃缦的医治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

的？ 我至少看到了三件事。 首先，乃缦回来感谢以利沙。 从以利沙的家，乃缦向东来到约旦河。 痊愈后，他本可

以继续向东返回大马士革。



相反，乃缦专程抽时间回到以利沙身边，感谢他。 它让我们想起了耶稣医治了10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从圣殿回来

感谢耶稣，在路加福音17：16-19。

16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18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

19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乃缦和撒玛利亚人是两个因着恩典，因着信心而被治好麻风病的外国人。 两人都心怀感激地回应了耶稣。 当乃缦回

来感谢以利沙时，我们看到了他归信的第二个迹象。 在第15节中，他对以利沙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那个傲慢的人之前要求以利沙出来跟他打招呼，现在他却称自己为以利沙的仆人。 乃缦在这一章中五次称自己

为“仆人”，因为他一直很谦卑。 乃缦的骄傲以前使他看不清，但现在他可以看清楚了。 现在，乃缦已经准备好敬

拜独一的真神。 你听见他在15和17节中所说的话了吗？

15 乃缦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

17 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这发生在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去哥尼流家里之前几百年，彼得那个时候外邦人接受了圣灵。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上

帝一直把列国带到他自己面前，上帝经常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在One Voice Fellowship所做的

工作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的延续。 神正在使用圣灵向每个国家的罪人启示他们需要一位救主。 圣灵向我们表

明，权力、财产和地位是虚假的偶像，不能拯救我们。 下周我们将继续关注乃缦的故事，重点是这个来自以色列的

年轻女孩。 我认为她是这个故事中安静的英雄，所以我希望你下周能在这里，看看上帝想从她的榜样中教导我们什

么。

请和我⼀起祷告。
天父啊，感谢你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理解神的话语。 当我们想到你想救赎并拯救像乃缦这样的人时，我们感到

很惊讶。 他曾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敌人，但现在他成了你的儿子和心爱的孩子。 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

们的主和救主的话。 圣灵啊，感谢你赐下信心的恩赐，使我们睁开眼睛，使我们得以相信。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祷告，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