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在我里面

“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歌罗西书》1章27节下

第2部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加拉太书》2章20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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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故事

但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马太福音》19章14节下）

第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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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约翰福音》10章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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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
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章30节）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14章10节）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
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使徒行传》2章22节）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4章16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
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2章20节）

愿圣灵感动你，这样你才可能会完全地顺服他，
并让圣灵的果子每日每时在你身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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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罗马书》10章9节）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

4、我们如何才能允许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活在一起呢？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作救主时，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并使我们变得像他。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加拉太书》2章20节）耶稣要我们信他的话并且允许他活在我
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5节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
他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全然依靠他才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允许基督
活在我们里面时，我们的儿孙们会看到耶稣实实在在地活在今天。其它能
帮助理解的经文有：《约翰福音》10章10节、17章21节；《罗马书》5章10
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和6章19节；《歌罗西书》3章3节和1章27节。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里，现在就可以请求他。承认你是个

罪人，无法自救，悔改（承认你做不到，但他可以），接着只需祈求

他进入你的生命中，原谅你的罪，并活出他的生命来。然后简单地，

借着信心，相信你已经被原谅，而且他正活在你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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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女儿莱斯丽·巴特尔的爱、支持、会计和电脑技能。感谢芭
芭拉·罗兰和潘·布罗德的建议、鼓励、祷告和友谊。特别的感谢
赠予我的牧师，弗兰克·弗里德曼各样的指导和帮助。也感谢祷告
小组在这个事工中以及后续的祷告支持。

给读者的建议

此书中表达的观点是耶稣不仅为赎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从而给我们生
命，他的生命。这是他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的丰盛的生命。这观点是说我们没法
靠自己的力量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而耶稣渴望通过我们来显出他的生命。即使他渴望活
在我们中间，我们仍需要采取行动，相信上帝所赐的生命。这本书不是解释耶稣做了什么
（如吐唾沫在地上，以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或者其它具体的神迹），而是解释他
怎么以人形活着做了我们的榜样。耶稣完全靠他的父活着，总是等待他的父的引领，让他
的父来领他活出生命。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他曾以人的形式活在这世上，如同你和我一样
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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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方式）复制、存储于检索系统或传播本文的部分及全部内容。

(经文来自中文和合本。经许可。版权所有。)2  



耶稣在我里面
唐·哈马特

于圣灵感动下所著

插图：克里斯汀·安东尼，廷利·帕克 于伊利诺伊斯州

编辑：简·哈尼卡

以爱献给我的孙子女：
阿什丽，香农，约翰·乔治，查尔斯，爱德华，约翰，琳赛和内

德·D.H.
以爱献给我最欢喜的恩赐：
凯拉，爱琳和罗冰·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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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那些正念此书给小孩听的人

耶稣差遣圣灵来，不只是要活在孩子们的心中，而是要运行在所有人的里面。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3章20节）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
的生得救了。”（《罗马书》5章10节）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
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马书》8章10至11节）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
了有荣耀的盼望。”（《歌罗西书》1章27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
证。”（《约翰福音》15章26节）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
音》14章19－20节）

这部分献给那些正在念此书给小孩子听并且想确认
耶稣活在你里面的

1. 神创造了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世纪》1章26节）

2. 撒但，即魔鬼，制造了现今的问题。
在撒但告诉夏娃违背神旨意吃禁果后，撒但说“你们不一定死。”
（《创世纪》3章4节）但是，这不顺服之罪确实导致我们和神关系的瓦
解, 也使人类有了犯罪的欲望。

3. 耶稣基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了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以下的经文也能帮助你更好地理
解。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章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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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罗马书》6章23节）

耶稣的故事
唐·哈马特

于圣灵感动下所著

插图：克里斯汀·安东尼，廷利·帕克 于伊利诺伊斯州

编辑：简·哈尼卡
设计：凯瑟琳·海吉琳

感谢约翰和琳赛的灵感！
谨以此书献给阿什丽、香农、约翰·乔治、查尔斯、爱德华、约翰和琳赛·D.H.。

将爱给予我最喜欢的恩赐：凯拉、爱琳和罗冰·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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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借你去爱，这样你就会听话、友善、并且
爱其它人，这样他们能从你的言行中看到耶稣。

耶稣今天还活着。他活在天堂里，
也活在那些祈求他进来的小孩和大人
的心里。你想不想让耶稣也活在你心里呢？
只要你求他，他今天就能来。

当你祈求耶稣到心里来的时候，他的灵就进来了。
然后你就知道耶稣希望
你能活出他的生命。这个道理对大人来说很难懂，
但小孩子只要相信就好。

上帝是爱，而且他是那么的爱我们，以致于
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出生
在一个有着牛、马、驴的谷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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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关于耶稣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在今天仍
活着。他活在天堂里，也活在接受他做救主的人的心里。
你祈求耶稣进到你的心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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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耶稣活在我们里面，
祈求他让我们以讨他喜悦的方式活着。

仓库里没有婴儿床，所以耶稣的母亲
用毯子包着他，放在一个马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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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邀请耶稣进入你心里，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真有另一个人在你身体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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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耶稣活在你里面，你就一直做正义的事情吗？
不是的。有时我们会努力靠自己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三天后，父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的母亲爱他并悉心照顾他，
慢慢地，他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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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的，确实有。只是并没有
另一个身体活在你的身体里，
而是耶稣的灵活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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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在你里面活着，并且想借你活出来。所以，交给他来做吧！
耶稣死后，一个叫约瑟夫的好人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
他用布包了他的身体放在一个坟墓里。这坟墓是个洞穴。 耶稣爱小孩子。他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他听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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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离开地球去天
堂和父团聚时，他说
他会派保惠师来。这
保惠师就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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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邀请他进入你心里后，
你只需相信他会来。

什么是灵？灵是肉眼看不见，但却真实存在的人。
圣灵想通过我们活着。

于是耶稣为你和我死在那十字架上。耶稣为
赎我们的罪而死。罪是我们做的坏事，比如
打其它男孩和女孩，或者不听爸妈的话。

大人们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这里。他告诉他们他爱他们。
                      他把手按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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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耶稣就没法爱其他人，
我们要怎样让他借我们活着呢？

在他被钉到十字架上
后，这些人就把十字
架竖起来，插进地里。

耶稣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人。
他到各处去帮助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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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圣灵想通过我们活着？很简单。耶稣希望我们知道他一直
与我们同在。他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身体来向世界展示他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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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让耶稣借我们活着时，其它人
能看出来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

当耶稣以人的形式
活在这世上时，他
说“若不是父，我
什么都做不了。”
耶稣让他的父，即
神，借着他而活。  

感谢父

这些钉子很大，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他见有人眼瞎，碰了下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睁开眼，他们就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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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让耶稣借我们活着时，我们就能
爱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男孩、女孩。

然后他们把耶稣放在一个十字架上，
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

他见有人耳聋，就打开了他们
的耳朵，他们就能听见了。

 “
呵呵”，

 “
我
爱
你
”
，

 “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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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神，借着耶稣，帮助了所有你们在其它
关于耶稣的故事中读到的人物。是父神，叫
瞎眼的能看见。

感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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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耶稣就是爱，我们必须要让耶稣活在我们里面，从而可以
像他一样去爱他人。当我们让耶稣借我们活着时，我们可以爱
父母、老师，并听他们的话。

接着，他们又拿荆棘（像刺一样）做成王冠
戴在他头上，用力压紧，使他头上也流血了。

他见有人发高烧，他碰了下他们，高烧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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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叫那聋子
的耳朵能听见。

感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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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还告诉我们，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我们不肯听话，不高兴分享玩具，不会对他人好，
也没法像耶稣爱人那样爱他人。.

是神治好了瘸腿。耶稣
采取了行动，行了那些
神迹，因他信他的父会
借他做这些事。耶稣是
完全的神，但他曾以人
的形式活在这世上，如
同你和我一样信靠神。  

感谢父
但是，有些坏人来了，他们带走了耶稣并
把他绑在一个大柱子上。他们拿鞭子抽他
的背，背上裂开了几道伤口，还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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