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的联系

给每个人
的希望!

以不同的视野看我国的历史， 
以新的眼光憧憬未来。



我是那会维持
你的那一位。
我造了你也会
带领你; 我会维
持你也会救你
以赛亚书46：4

这册子由全新西兰众多不同的教会一起赠予每一个家
庭，列举我国早期双文化历史上某些了不起的故事，并分
享两个世纪以来仍不断改变人心和生命的信息,而这是希
望的故事！

基督教信仰有卓越的能力，能帮助常人过非凡的生活。

在这第三也是最后的册子，我们将分享一些过去和现在
的故事，以及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

告诉你一些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故事，还有那些通过自
己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 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么做， 唯一的方
法就是看谁激发了他们。 耶稣!

在这最后的册子， 我们会思考耶稣是谁。 他为何要站
出来， 和他今天为何仍在世界各地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册子里的故事能激发人们的希望!



希望的故事— 
从以前和现在

庆祝基督教信息在奥特阿罗200周年

耶稣和奥特阿罗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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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勒姆.京吉(Wiremu Kingi) 的图像由普科最高酋长提供。霍大维•哈
德菲尔德 (Octavius Hadfield)的图像由亚历山大•特恩布尔(Alexander 
Turnbull)图书馆提供。特.卫第（Te Whiti）和斗户(Tohu)的图像得到派利
哈卡村（Parihaka Pā）信托的许可使用。

你知道这些英雄吗？
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超出了
许多人的想象。 我们本国旳历史中
就出现了汻多因认耶稣，受其教导而
被激发行了伟大事迹的人 。
霍大维‧哈德菲尔德 (Octavius Hadfield) (左上) 健康 
状况 曾经很差，看来将英年早逝。 他在1838年成为
一名传教士， 以便能够在活着时行善， 但他多活了66
年，并在这期间与不公义的新西兰土地战争展开斗争。 
他被归功为 “国家的良心”， 被人们所敬仰。 他还鼓励
毛利人投票， 并在1890年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主教。

威勒姆‧京吉(Wiremu Kingi) (右上) ，特‧阿第阿瓦 
(Te Atiawa)部落的最高族长 ， 跟随耶稣后就成了调解
人 。 但是 ， 当他在威塔拉 (Waitara) 的土地在未经
他许可就被出售时， 他不得不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
的土地。这引发了我们的第一个土地战争。  失去土地
后，京吉(Kingi)很有风度地回去与那些生活在塔拉纳基
(Taranaki)的言和，不制造麻烦。 在面对个人巨大的损
失时， 还有什么更好的例子能彰显基督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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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些英雄吗？
碲‧卫第 (Te Whiti)  (左下) 和斗户(Tohu)  (右下) ， 新
西兰的 “马丁.路德金”， 在塔拉纳基(Taranaki) 帕利哈
卡 (Parihaka) 的居处带领了和平的抗争运动。  他们

以勇气， 远见和
谦卑带领面对了
土地战争期间的
不公义。 派利哈
卡 (Parihaka) 沦
陷后，它的居民选 
择静坐 ，丝毫没
有反抗。 在监禁
两年获释后，特‧
卫第 (Te Whiti)  
和斗户(Tohu)回
到了各自的工作
岗位——成为了许
多仍因土地战争
而悲痛万分的毛
利人的上帝的声
音。

而这些都是
因耶稣所激
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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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耶稣
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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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其特出 
的宣称
耶稣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主要是因为他声称自己不只
是人。

佛祖声称指引方向，穆罕默德说他是上帝的先知，达尔
文则说，他和你是偶然的事故。 但是，唯有耶稣基督
是曾经自称为神的主要宗教领导人!* 

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但这说法的合理性正令耶稣
与众不同。

对保守的犹太人，一个人是上帝的想法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不是那种相信神话的人。是什么说服他们——也在
今天说服了许多人？

*他还自称为 “神的儿子”。 在他们的文化中一个儿子和他父亲有相等的地
位。 “为此，他们越发想要杀他……  (因为) …… 他甚至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约翰福音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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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耶稣无与伦比？

耶稣和他非凡神
奇的大能
在耶稣时代持怀疑态度的宗教领袖承认，“…… 我们知
道你是那从神而来的老师。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
人能完成你所行的神迹”。(i) 

当时好些不信耶稣宣称的人曾留笔确认他创造了奇
迹——像约瑟夫 (Josephus)，当时为罗马人执笔的历史
学家 (主后93年出版) (ii)  ，或犹太法典，证实耶稣为奇迹
的工人 (虽然他们说这大能并不来自上帝) 。 (iii) 

耶稣的神迹是非凡的!瞎眼，聋哑，瘫痪和患麻疯的得
着治愈。门徒也因叹为观此而宣称：“你真是神的 
儿子”。(iv) 

神迹因无人能行而引发注意。为什么这个人能做出这样
的事情？他到底是谁？

(i) 约 3:2
(ii) 请注意我们指的是在十世纪发现的第四世纪的阿拉伯文字，而非教会

历史里尤西比乌斯 (Eusebius)引用的第四世纪约瑟夫著作的副本1.11
(iii) 巴比伦塔木德 , 公会43a。 
(iv) 马太福音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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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耶稣无与伦比？

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世界里的耶稣和他 
迥然不同的教导
耶稣的教导由始至今都是迥然不同的。我们相信今天
照顾穷苦人是正常的——但在耶稣的影响前我们很难
找到任何类似今天这种喂养穷苦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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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罗马帝国虽然确有一些时候喂养穷苦的人，但这
是为了延续这些人的生命以便将他们征入军队。

还有谁曾建议，我们应该爱那些恨我们的；原谅错待了
我们的；还有施舍给那偷窃了我们的？耶稣如此无瑕疵
的话，让敌人都无法成功指责他。他无畏地站出来对抗

虚伪的领袖们。

然而，在谴责恶行的同
时，他依然还是那么多 
“罪人的朋友”,使这几
乎变成了一个绰号。他
留意到穷人和病人;他
感动了麻风病人; 他打
破了礼俗与异族女子说
话——而这期间，他所
拥有的只是身上穿着的
衣服。

威廉.莱基 (William 
Lecky)，一位英国著名
历史学家，也是一名献身
反对有组织性的基督教
的学者，说， “现在只剩基
督教呈现给世界一个经
历了十八世纪各样变迁
后，仍激发人们心中无私
的爱的理想品格。 这信
仰……不仅是好生活的
最高典范， 也提供了实
践它的最强动力……” (i) 

(i)  转述——威廉E.H.莱基(William Lecky)，从奥古斯都 (Augustus) 
到查理曼 (Charlemagne) 的欧洲人道德的历史 (纽约：D. 阿普尔顿 
(Appleton) 和Co.，1903)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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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耶稣无与伦比？

耶稣和他非凡改
变人们的大能
结合了这些教导，我们新西兰本土英雄之一的故事就说
明了信仰上帝那极度的力量。

希尼‧特.基里‧卡拉姆 (Heeni Te Kiri Karamu) 1840年
在凯塔亚 (Kaitaia) 出生。 当传教士到来向她的族人传
扬上帝时，这些人就彻底摒弃了他们生活和战斗中野蛮
和残忍的做法。秉持着基督的信仰，希尼 (Heeni) 接着
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非正义战争的规则 (希纳雷‧塔拉托亚) (Henare 
Taratoa)

在支持毛利王的运动下，她和家人参与了怀卡托 
(Waikato) 的土地战争。 其中一个战斗发生在陶朗加 
(Tauranga) 的帕门 (Gate Pa)。官方决定占领这片土
地——但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的毛利人觉得这是不公
平的。身为基督徒的他们不想战斗，但却没别无选择。
为了荣耀上帝，另一位毛利基督徒，希纳雷‧塔拉托亚 
(Henare Taratoa) 在战斗前制定了规则，包括不杀害手
无寸铁或受伤的士兵，不洗劫死去的士兵，并承诺将他
们的教会作为避难所，即使政府军士进了去，也不会被
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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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f Hēni Te Kiri Karamū provided by the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女战士以手持水弹突破敌人防线
希尼 (Heeni) 是一名熟练的女战士。当族长下令所有妇
女和孩童离开时，她依然被允许留在战场。

她在第一轮枪炮下险些丧命，侥幸的是有人及时看到炮
火将她拉下战壕。

在战斗中，她听到一个士兵大声呼救。但那是一个英国
士兵，他们之间还需要跨越一段宽广的土地，随时会 
被子弹击中。她该怎么办？或更明确地说——耶稣会怎
么做？

抓住了她的盛水罐，她冒着生命危险跑向HJP 布什
(HJP Booth) 上校，然后捧着她的手轻轻将水倒进他的
嘴里。听到了其他五六个政府士兵的呼喊，她也以同样
的方式继续帮助他们，才返回自己的战壕。[i]

耶稣曾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们很难再找到比这
更突出的例子!

[i] http://www.teara.govt.nz/en/biographies/1t43/1

10



11



在患难中有盼望
杰米(Jamie)和嘉莉(Carrie)的故事
当嘉莉罹患癌时只有九岁。初阶段的疗程后，她光秃了
头、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但存活了下来。就在这时
候她一家，因她父亲杰米成为了塔拉纳基 (Taranaki) 
大教堂的主管，从她故乡英格兰搬去了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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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喜欢嘉莉——而她也喜欢新西兰。她很快地茁
壮成长，甚至赤着脚到处跑动 –她的英格兰口音也消失
了。但在大约十八个月以后，她的癌症
复发，这次来到了嘉莉的肺部，她只
剩下了一年的生命。

嘉莉不想死，勇敢地奋斗到最后。她
对上帝的信靠并未让她免受患难；但
却让她有力量去度过，甚至鼓励了其
他在哀痛中的人。杰米回想起这些时
刻，“在许多方面，她癌症的经验牵动
了周围的人。对她而言，她从未有一刻
不清楚地知道神与她同在。”

一天下午，嘉莉经过一场可怕的挣扎
后，在杰米的怀抱中去世了。然而，即使面对苦难，她依
然坚持着她在白板上写给自己与其他家人的信息，“微
笑，保持坚强，相信!”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这个信息，仍
继续向她的家人说话。

杰米的信念因他女儿的苦难而深受挑战，但和嘉莉一
样，他也因此学到了同样的功课并在信念上得到了更
新：“神没有从我们当中取走患难。神进入患难中与我
们同在。”

耶稣也曾经历了痛苦的死亡。有谁能更完全适合在嘉
莉的痛苦中安慰她？透过耶稣的复活，祂给予了她还有
所有的人同样的盼望：那就是死亡并非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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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给予盼望
超越痛苦
吴南茜 (Nancy Wu) 的故事

基督城大地震当天很晚的时候，吴南茜 (Nancy 
Wu)回到家，被女婿的父母轻轻地接走。在他们的
家, 她欲哭无泪，看着倒塌的CTV 大楼处疯狂的
现场救援工作——那是她丈夫保罗工作的大楼。
结婚了35年，她说，自己和保罗之间的友情正开始
重新绽放——所以这分离的痛苦尤其深切。然而，
她从没有问过一次 '为什么?' 不知何故，从保罗并
没在一般时间回家的那一刻，她感受到一种莫名
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一天耶稣在那里？她相信上帝走在她身旁，并且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每当她哭时，祂与她同哭。透
过信靠上帝，她找到了平安。她相信祂能在最深的
痛苦中带出美好。尽管南茜说她渴望在天堂再次
见到她的丈夫，但同时她的生活也有了新的目标
和意义。诗篇39:4写着 “耶和华啊! 求你使我知道
我的结局，我的寿数有多少，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
么短促。”。她曾经期待 “退休” 和 “放缓”，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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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在一位慈爱的神的伴随中更加冒险地生
活。尽管地震造成破坏并使她失去丈夫，但当她
透过神的眼光看待时，生活仍然具有意义。她的
希望也有助于激发他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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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耶稣无与伦比？

耶稣—— 
战胜死亡的战士
能令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就是他所声称 (神的儿子) 的关
键，是他在第三天又复活过来 (复活节) 的事。没有他的
复活，即使圣经记载，基督教也无法存在 (哥林多前书
15：13-20)。

许多历史学家都研究了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因为这对
基督教深具意义。

根据记录：当耶稣周四被捕后，他的追随者纷纷逃命。
周五他被杀害，他们便躲在人群中。即使在周日，他们
也被发现躲在上锁的门后——当他们在这里首次看到
耶稣复活后，便有了彻底的转变!

现今关于复活的学识
学者NT赖特 (N. T. Wright) 推测，证明复活的历
史证据，跟奥古斯都恺撒 (Augustus Caesar) 公
元14年的离世以及耶路撒冷 (Jerusalem) 公元
70年的沦陷可说一样的确凿无疑。[ 1 ]

[1] NT赖特 (N. T. Wright)，神的儿子的复活  
(明尼阿波利斯：丰泽，2003)，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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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有超过500人见闻了耶稣——所以这并不是 
幻觉。

各处男女都开始谈论耶稣。最初见到耶稣的是如此地
坚信，以致在五年后仍愿意因这说法而牺牲 (圣经使徒
行传7章) 。历史已证明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为着他们
知道不是真实的事而死!

早期基督徒经验的历史证据是如此的有力，在汇集学
者意见的研究中——包括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几乎 
都一致 认为耶稣有 ‘死后’ 的再现[2]

问题不再是门徒与其他人是否看到东西——而是他们
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什么？如果是耶稣，那意义将是深重且令人兴
奋的!

现今关于复活的学识
格尔德路德曼 (Gert L’demann)，一位著名的德国
籍复活评论家说，“历史几乎可以肯定，彼得和门徒们
曾有过耶稣死后再次以复活的基督出现在他们面前
的经历。”[3]

[2] 加里.哈贝马斯 (Gary Habermas)，“复活耶稣的经验：早期复活宣言根
本的历史问题，” 对话45 (2006) ：292。

[3] 格尔德路德曼 (Gert L’demann)，耶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约翰.鲍
登 (路易斯维尔，肯特：威斯敏斯特，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95年) ，80
页，网址： (John Bowden， Louisville， Kent: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http://www.reasonablefaith.org/the-resurrection-
of-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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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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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 
生命的关键
基督徒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张开祂爱的手给我们。我们
因蒙召而信耶稣是谁——但不是盲信。基督徒相信这是
一个'思考过'的信仰——考虑了实际(客观) 和经验(主观) 
的跟据，通过寻找生活的解释，为现实做最好的解释。

 ━ 生命是数以百万计偶然的事故？

 ━ 或是源自一位遥不可及又没有
爱心或不可知的上帝？

 ━ 或是源自一位亲密又慈爱，并给
了我们自由选择的上帝？

下一页为你解释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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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的神是怎样的？
基督徒理解中的宇宙创造者，是属个人的，永恒的，有
难以想象的能力，道德完美，并可以用完美的爱来形容
祂的属性。

基督教信仰中伟大的邀请到底 
是什么？
令这信仰独特的地方，是在圣经中，上帝不只是邀请我
们遵照一套规则，就像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赢得祂的
认同。祂乃是要与我们有个人的关系。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有某些事拦阻了我们与上帝有那个人的关系。这
就是罪。上帝在道德上是完美的。祂对我们的标准是
相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未能达到。我们的过错将我们与
上帝隔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正如圣经准确地指
出，“一切都犯了罪” 。
我们甚至达不到自己
想成为的，更何况是
完美。

只要看一看十条定罪的诫命，就
是偶像的崇拜，不服从父母，滥用
神的名字，不守每个星期的安息
日，对婚姻不忠，撒谎，嫉妒，偷
盗和谋杀，就知道故事了。我们都
犯了错而与上帝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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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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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能做什么？
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选择而措手不及才计划拯救。祂
来是要以神人的身份生活在我们中间，耶稣。祂在法律
上承担了我们的死刑而被钉死。正如圣经所说，祂  
“为我们的罪而死” (哥林多前书15：3) 。

通过复活，祂显明了祂确实是祂所声称的，也同时给了
我们一个保证，死后确实还有生命，天堂是真实的 (如果
上帝能设计和建造一个宇宙，他就能设计并建造另一个
叫天堂) 。

终极保险
大多数的宗教告诉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以获得上帝的认
可。这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好事。但基督教是不同的。上
帝的宽恕和批准是不能买到或赢得的礼物。事实上，上
帝也不会允许我们任何的贡献——而只要求我们以谦卑
和信心来接受它。正如圣经所说，“我们是因信上帝而被
祂的错爱所救。这是上帝的礼物” (以弗所书2：8) 。

结果
基督徒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感激而跟随耶稣的教诲 (不
是惧怕) ，因神先爱我们，并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肯定的未
来的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息被称为福音，意思就是好消
息。它带来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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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现在的结果
在这段生命后能期望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世界有上帝，
没有我们目前与罪恶和痛苦的挣扎。这不是一般 “手指
交叉” 的希望。这是一个因着神的应许和能力而有信心
的希望。

那么，你如何接受礼物？
就像任何你接受礼物的方式：伸手接它，拥抱它，同时
感谢送礼者。

偶然的事故？一个遥远又不可知的上帝？还是一
个透过基督耶稣显示了属个人和慈爱的上帝？

在接下来几页会有一个你能选择的祈祷（还有
一些关于这系列有趣的总结）。如果你同意这祷
告，并真诚对待所讲述的承诺，上帝会垂听你！

我们期望这一系列已激发了思想和希望。谢谢阅
读。

你有什么结论？

那有了神兒子的就有生命  
(约翰福音5:12，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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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的祷告

上帝，我的创造者，感谢您给您的
儿子，耶稣，尤其是祂在十字架上
为我而死。我选择接受你这特别
的新生命。请原谅我的自私和我
做过的错事。我选择相信耶稣，
并从今天起作为您的朋友和跟随
者。
帮助我从圣经了解您的样式。也
帮我寻找一个好的教会，让我可
以学到更多，并找到能鼓励我活
出取悦您样式的朋友。帮助我爱
周围的人，就像您爱我一样——并
传扬您的爱。
谢谢您，在天上的父，接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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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lpful look into
the Christian faith.

This

welcome
›

is your

MENU

你的一些选择：
10DayChallenge.co.nz——了解更多关于基督教的信
仰  (故事，问答，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等等)。

您也可以：
 y 拜访一所教堂——何不拜访一间靠近你的教会？
 y 上网 www.10DayChallenge.co.nz寻找你附近

的教会
 y 上网HopeProject.co.nz——观看不同人故事的影

片，还有更多
 y 上网Facebook.com/HopeProjectNZ——参与平

和的对话，讨论如何激发希望
 y 要一份路加福音的硬拷贝——路加是耶稣的门徒。

这是路加对耶稣的生命，离世与复活的描述 (根据
圣经) 。电邮：admin@hopeprojec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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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概要—— 
在我们历史中 
的希望
在1814年的圣诞节，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在新西兰首
次被传讲开来：有一位充满爱的上帝，还有一条让所有
选择它就能超越痛苦的希望的途径。

这信息在毛利人
的邀请下传讲开
来，影响显著。随
后也在毛利人的
邀请，传教士留了
下来，而在奥特阿
罗  (Aotearoa) 有
了第一个殖民地的
出现。

随着时光飞逝，毛
利人接受并将这基督的信息传遍了整片岛屿，以致毛利
人在1850年代甚至比欧洲人还更信基督。

基督信仰在我们国家刚成立时期的影响，比大部分人
所知道的还要显著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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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若尔塔拉 (Ruatara)，岛
屿湾（Bay of Islands）的一位
族长，力劝他的朋友塞缪尔·
马斯登牧师(Rev. Samuel 
Marsden) 在他自己朗及浩（
Rangihoua）的村旁建立了
新西兰第一个永久性的欧洲
殖民地。马斯登在新西兰的
土地上第一次传讲了基督的
信息。 国王，肯德尔 (Kendall)
和霍尔(Hall)的家人，是最早
受到欢迎的传教士移民家庭
，而毛利与白种人的族落首
次居住在一起。许多新的动
物（如羊，牛和马）以及作物（
如小麦）成了毛利人生活的
一部分。

1816: 一所教导毛利
和白种人儿童的学
校成立了。 后来传
教士建立了许多这
样的学校。

1823：亨利和玛丽安·威廉姆斯 (Henry and 
Marianne Wiliams) 在派希亚 (Paihia) 建立了
一个新的传教站。威廉姆斯，前海军军官， 
提倡的是和平的基督信息。

1825： 第一个毛利
人（一位称为朗及

（Rangi）的族长）
皈依了基督教并
受洗。

1840： 怀唐伊 (Waitangi) 条约。 这是英国政府,在来自英国福音人道主义者担心土著
人民在其他前殖民地所受的遭遇而进行游说后,所发起的条约。 该条约的目的是要
保护毛利人 , 因为不受监管的欧洲殖民化已经在EG韦克菲尔德 (EG Wakefield) 成立

“新西兰公司” 后开始了。 这条约给了毛利人有如英国臣民的的权利和土地的保证。

1840s-1850s 年代： 
许多欧洲移民在这时
发生。移民有的是土地
与更美好生活的承诺。 
他们非常渴望从毛利
人获得更多的土地。  
英国总督只是部分地
履行该条约。

1975年：官方设立了怀唐
伊条约的审判庭，以调查
对毛利人的历史冤情。当
索赔解决后，官方正式对
过去的不公义道歉，并给
于了一些（部分）补偿。

2014年起：许多新
西兰教会已反映
这两百年来我们
的历史，并听闻了
过去关于勇气，成
功，失败，和恩惠
的故事。我们可以
为好的事情感到
骄傲，也需要谦卑
面对做错的事情。
我们需要为和解
而努力，并看到一
个因基督美好信
息而转变的国家
的复合。

1815: 毛利语开始被写出来。
第一本毛利语的书籍（肯德尔
著）在悉尼被打印了出来。

从1818: 到1830年代初，火枪战
争（各毛利人部落之间）导致成
千上万的人死亡。

1859-1860s：由于移民对土地的饥渴，战争在塔拉纳
基（Taranaki）和怀卡托（Waikato）爆发。当地的毛利
人被认为是反叛者，他们的土地被英国军队入侵。随
着毛利人的战败，数百万英亩的土地被没收。传教士
如霍大维·哈德菲尔德（Octavius Hadfield）表示反对
这种不公义的现象。毛利基督徒如在玛塔玛塔
(Matamata)的威勒姆·塔米哈那（Wiremu Tamihana）
还有在帕门(陶朗加）(Gate Pa)(Tauranga) 的何那雷·
塔拉托亚（Henare Taratoa）表现了非常宽容的态度。
后来，在帕里哈卡(Parihaka)，毛利先知特韦韦(Te 
Whiwhi)采取了一种基督徒的和平抗争的方式。在战
争接下来的几十年，立法再导致数百万英亩的土地
被转让。

1830—1850 年代： 许多毛利人皈依了基督教。
许多毛利人迷上了阅读和写作，并非常渴望
读经（印好的圣经的部分从1820年代末就可
获得）。 释放后的毛利人奴隶以及皈依者，将
基督教带回自己的部落，有的把信息带给部
落之前的敌人。毛利基督徒如納库 (Ngākuku)

（见第二本手册）选择原谅他们的敌人，而不
是寻求报复。到1850年代 ，已有超过一半的毛
利人接受了基督教。

1814 1815 1816 1818 1823 1825 1830 1840 1859 197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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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希望工程协调员”在制作这本册子时做了一切合理的努力，以研究和确认所有内容的准确性和使用权。“希望工程统协调员”不负责可能因依赖本资料所产生的任何损失。

系列概要—— 
通过基督教信仰
的希望
基督教的信仰在过去两千年所带来的贡献是难以估量
的。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对耶稣的信心，跟随他那塑造
了西方文明，并为它们做出极大贡献的教诲。虽然一路
上有一些严重的偏差，速看下可证实这些事情的发生，
皆因那些人没有真正地跟随基督的教导。

基督徒不相信应该盲目地拥有这信仰，因为上帝在创造
时是有意图和次序的。基督徒相信生活的各层面都有
逻辑——物质和精神，而这些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基督
信仰促进了有理有据的信心，考虑了有关客观 (事实) 和
主观 (经验) 的证据——然后尝试它。

给每个人的希望——第一册 (邀请) ：创造后所发现的秩
序和复杂性不断在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
们，高度复杂的事情是不会自己制造出来的。对基督徒
而言, 上帝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

给每个人的希望——第二册 (隐藏的力量) ：这本小册子
提到各样理由为何基督徒会定论说神是可以知道，并
已透过圣经中保留下来的犹太和基督教历史来显明自
己。研究显示文本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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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希望工程协调员”在制作这本册子时做了一切合理的努力，以研究和确认所有内容的准确性和使用权。“希望工程统协调员”不负责可能因依赖本资料所产生的任何损失。

森林之王(Tāne Mahuta)是在新西兰北部地区怀波瓦(Waipoua)森林的一棵巨
型贝壳杉。其年龄不详，但估计将介于1250至2500岁——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
在耶稣传道时已经活着并成长。

第三方来源证实了描述的关键部分。即使是耶稣的复活，现
在也已被确认有一批早期的追随者在耶稣死后三至五年内
坚信祂的死和复活——为了这信念，甚至是死也心甘情愿，
因为他们不能否认他们所知道和看到的。

给每个人的希望——第三册 (耶稣的联系) ：因此我们思考耶
稣所说所声称的。基督徒相信我们与上帝隔开是因为我们
的过错，并看为实耶稣就是上帝为恢复我们与祂之间友谊
的道路!

最终，要证明布丁就要去吃。纵观两千年的历史，许多人声
称通过对耶稣的信仰而与上帝有了真实的连接方式。他们
的生活得到改变，结果世界一次又一次通过他们而有了无
可限量的好转!

你会考虑耶稣所声称的吗？



得到全新西兰各种不同的教会的支持，齐来携手纪念基督
教莅临新西兰200周年以及一个与毛利双文化 “满怀期待”
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始。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使新西兰

成为一个更充满希望的地方。

10DayChallenge.co.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