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在中国汉字中通常和美好的字联系在一起，为什么
呢？我们来看接下来几个汉字：
義 （正义）=羊+我（手+戈）。这个字看出我们成为正
义，是因为羔羊。 我 = 手+戈. 一个人手里拿着刀，要
杀死羔羊，才能成为正义。而耶稣，正是圣经里预言的
羔羊，要带走人类一切的罪孽。（约翰福音1：29）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
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

神的羔羊、除

美 =羊+大. 大的羊代表美丽。因为代替我们罪恶的羔羊
耶稣不是普通的祭物，而是最大最美的牺牲。
善 – 里面也包含羊字。凡是带羊的都象征着美好，善
良，正义等等好的表意。
祥 –吉祥. (示 = 礻) 代表神 + 羊 = 吉祥是从神而来的羔
羊，也就是耶稣。
牺，繁体字为犧 = 牛 +羊 + 秀(美好的)+ 戈（刀）
圣经中神指示百姓他所悦納的祭物是牛，羊，而且要是
美好的，毫无残缺的。
牲(牺牲)=牛+生（生命）。生命描述我们献上的牛（祭
物）是赦免我们罪，给我们带来生命。（利未记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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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
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其实还有很多汉字都和圣经是紧密相连，证明圣经
描述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基
督教和耶稣，可以扫描二维码加我们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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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经想过，中国古老的汉字，竟然和圣经有着紧
密的联系。圣经的创世纪描述了神如何创造世界和人
类，以及他所制定的规律。而中国汉字的产生，恰巧反
映出了在圣经中神创造人类的故事，从而证实了圣经的
真实性。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汉字的组成和背后的故事
船 :舟+八+口(嘴或人数)。在创世纪里描述挪亚以及他
的家人共8口人进入方舟躲避洪水的情景，就形成了船
这个字。(创世纪7：13)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
、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礻 是“示”作偏旁的变形。“示”是“神”的本字。
从“示”的字，一般与神（包括对神的崇拜活动和心理
）有关。比如宗教,神,崇拜,參禪 祭祀,社稷,禮節,祖上，
祈禱,福,禍,祐。示的原始形象是
，预表了神三位一
体。一 表示天，三条线表示从天而降的三个人。古汉
语也传达了神三位一体这个概念。
福 礻+ 一+口+田 = 祝福。神在田中给一个人祝福是什么
呢？创世纪描述了神在伊甸园祝福他所造的第一个人亚
当。( 创世纪1：27-28： 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
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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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表了神
三位一体。一 表示天，三条线表示从天而降的三个
人。古汉语也传达了神三位一体这个概念。
福 礻+ 一+口+田 = 祝福。神在田中给一个人祝福是什
么呢？创世纪描述了神在伊甸园祝福他所造的第一个
人亚当。( 创世纪1：27-28： 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
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
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
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婪 =木+木+女。为什么两棵树和一个女人表示贪婪
呢？圣经描述了在伊甸园里，女人如何仰望神禁止的
树并且渴望吃上面的禁果的情形，就形成了汉字贪婪
的婪。
禁 =木+木+示。两棵树和指示为什么就成了禁止？因
为伊甸园有两棵树是神指示亚当和夏娃禁止吃的。一
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果的树。
魔 (魔鬼）= 广（在遮盖下）+林(两棵树)+鬼. 这个字
描述了魔鬼伪装成蛇秘密的来到伊甸园的两棵禁树前
诱惑夏娃的情景。 (创世纪 3：1) 耶和华 神所造的、
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

神岂是

困 =口+木。这个字描述了一棵树困在一个院子里面。
圣经里描述了有一棵树被锁在了伊甸园，无人能够接
近，那就是伊甸园的生命树。（创世纪3：24）于是把
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造 (创造)=土 +口（人） +丿(生命气息) + 辶(走字旁).
在创世纪中描述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泥土造出
来的人-亚当。而造这个词描述了神用气息从泥土中
造出了行走的人类。(创世纪2：7)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
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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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要开始结圣洁的果子，悔改的果子，去完成神在
你生命中的呼召。
神真的非常爱你，即使你让他失望过10000次，你带着
悔改的心回来，他已经接纳你，用耶稣的血把你洗干
净。
你要每天花时间去祷告亲近神，这样撒旦魔鬼才不会有
机会诱惑你去犯罪。因为邪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想拖
着你一起和他们下地狱。但是耶稣的名字有权柄。你用
耶稣的名可以赶走邪灵。同时你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活在
神的公义里面。
这世上除了创造宇宙的耶和华神以外没有其他的神，所
有自称为神的其实都是魔鬼的傀儡，为了让人迷惑去拜
假神以及背后的邪灵。
如果你每天寻求神，禁食，祷告让神来救你，你也会遇
见神。和圣灵沟通（他就在你周围），带着谦卑和尊敬
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

如果你愿意相信，就做如下的祷告: 主耶稣，我曾
经是一个自私的罪人，只为我自己而活。我现在将
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渴望认识你。求你向我施你的
怜悯和恩典，尽一切可能领我到你跟前，拯救我和
我所有不信的家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ww.armyofjesus.com
微信公共号：基督精兵事工
微信号：Armyofjesus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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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你会去哪里？圣经告诉了你答案。
圣经是神赋予人类在世界上幸福生活的生活指南。圣经
上说，我们的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灵，魂，体。当身体
渐渐老去，有一天，灵就会随着肉体死亡而离开我们的
身体。当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创造你的神就会
来根据你的一生的行为来审判你。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也
创造了世界上一切的规律规则。他也创造了人心中的良
心，判断对错。举个例子，当我们撒谎或者偷东西的时
候，心里都会有一些罪恶感（除非你已经习惯了）即使
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也天生就知道这些是错的。有人说
撒谎没什么，但是撒谎的人是什么？是欺骗者；占别人
便宜或者小偷小摸呢？是盗窃者；神说即使你在心中对
异性起了淫念，你就是和异性通奸了；你怨恨别人就是
在心里犯了谋杀了；还有其他什么呢？比如不尊敬父
母，不爱神，背叛，自私，贪婪，嫉妒，骄傲，背后说
别人坏话，等等。又有何人没有犯过呢？我们都是要面
对最后的惩罚的。神全然的圣洁美丽，我们满身的罪恶
肮脏如何能够进入他的国度呢？
那如何洗净我们身上的罪恶呢？我们古话说，杀人偿
命。神说，要从罪恶中洗净，必须要付上生命和血的代
价。而这个生命，必须是是一个完全无罪的生命。
谁能付上这生命的代价来赎回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
吗？不行。我们的生命已经沾染了太多的污秽罪恶，

即使死，也是理所当然。无论我们做多少好事，付出
多少，也都无法洗净我们过去所犯下的错。
然后神何等的爱我们，不忍看见我们因罪和他永远分
离。他献上的，是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经历
我们的所有软弱苦痛挣扎，最后无罪的死在十字架
上。
万物以及一切的规律都是靠神口中的话，也就是神的
道创造的。神的道化成肉身耶稣，从处女而生，带走
了我们世上从亚当夏娃那儿一切的罪恶。他因为我们
的罪，被残忍的鞭打，流血，最后钉死。好让凡相信
他的名，并且认罪悔改的人，能够重新跟随神，进入
永生的生命里去。
如何进入天堂？你要做六件事。
1 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神的道，是神的独生儿子。你
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相信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上，神又将他三天后复活，因他全然公义。
2 你要向神认罪悔改你所有的罪。
3 你要接受水的洗礼，表明你愿意钉死你所有恶的行
为，愿意接受一个新的生命。
4 你要寻求神，求神赐下给你圣灵洗礼（圣灵充满）
（这个过程花费了我自己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5 你要像大树一样开始在圣灵里成长。每天通过读圣
经，顺服神，开始慢慢认识圣灵，和他说话，去感受
他的引导，慢慢开始学会听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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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神的道，是神的独生儿子。你
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相信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上，神又将他三天后复活，因他全然公义。
2 你要向神认罪悔改你所有的罪。
3 你要接受水的洗礼，表明你愿意钉死你所有恶的行
为，愿意接受一个新的生命。
4 你要寻求神，求神赐下给你圣灵洗礼（圣灵充满）
（这个过程花费了我自己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5 你要像大树一样开始在圣灵里成长。每天通过读圣
经，顺服神，开始慢慢认识圣灵，和他说话，去感受
他的引导，慢慢开始学会听神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