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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
甚至将袍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袍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J

（约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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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 哥拉 黎

「人算什么，掠竟看他为大，

将他放在心上？ J 
（伯七 17)

班子的设计是与西幅大挂墙画一同使用4

如有需要，可向本出版社订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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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在中国时，我们向人说： f请把耳

朵贴在天安门的石板上，就可听见中华民
族心跳的脉膊！ J 天安门是世界最大的露
天广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壮烈转换时
刻，群众曾经聚集于此，怀着合一的心，
说出一致的话。各地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对
天安门广场必恭必敬，奉之为中华民族的
中心和心脏。

现在，请你近前来，让你的耳朵聆听
神话语中最宝贵的一节经文，各处的基督
徒都视之为神福音的中心和心脏。

来吧！留心听神儿子的声音，这是袍
呼唤所有人都要聆听、相信并经历的，正

是神的心跳。

f神爱世人，甚至将袍的数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袍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j

（约三 16)

许多基督徒都有自己喜爱的经文，但
这节经文是属于每一个人一一它是每一个
人的经文，因它给所有人知道

神的心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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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神的心

「传福音不是单引用圣经教义空泛地陈
述，也不是令人烦厌的重复讲论一一绝非

如此！

传福音就是从圣经取之不竭的宝库中，

并在圣灵的权柄和能力里，揭示神的心、
基督的位格与工作的伟大o J 

一一麦敬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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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透人心的神

为了加深印象，读者可阅览《人的心》

大挂图和手册。（可向出版商索取）

神已经清楚说明，人必须在他本性上
经历根本的改变，这本性的中心一般被称
为人的心。人必须经历这改变一一重生一一
从上头而生。神要对付人的心，这改变从
人的内里开始，然后流露于他外在的行
为，至终蒙神全面的改变。神能够在所有
相信袍的人里面做这本质上最奇妙的改
变！

神的心蕴藏着神对人的意愿和计划，
袍对人的预备和供应，稍微知道神的心已
是真确的超然经历。

人类最震撼的戏剧应算是当人堕落

至最深处、最低点时，神从最高的所在屈
尊降卑，提升和拯救罪人，使他得着永远
的生命和荣耀。

f神爱世人…… j
（约三 16)

许多人因认识肤浅而误解了神的伟

大本性一一袍是光，又是爱。 「神是爱 J
不是指袍妄顾罪的真实情况，随便放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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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行径，并忽略因罪带来所需的刑
罚。神就是光，接照袍圣洁的要求，罪必
须受到审判和刑罚。然而，神既是光又是
爱，袍就亲自为罪人预备救赎和拯救。神
的心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宽宏地
为人提供了赦罪和得永生的唯一途径！

这正是神的心，差造袍的儿子上十字

架，成为世人的救主。

谁能尽述和量度神的爱？只有圣经，
神活泼的道，能完全给我们说明神爱的伟

大。神踢下自己的独生子，为着袍的荣耀
和拯救罪人而牺牲，神已经完完全全地把
袍心中的计划宣告和显明。

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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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神的心

这件事既令人感到诧异又令人欢欣
鼓舞。我们可确实认识神的保守和关照，
像昔日以色列民的情形；我们更可以认识
神的心肠、袍的心愿和袍的爱。 I神爱世
人J 这句话，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请记
得情况在今天新约时代才是这样的。

神给予普世各国人民的大爱，没有叫
以色列的先祖知道。雅各那些蒙恩惠的支
报所认识的是神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和供应，而不是袍内心对全人类那深不可
测的大爱。

以色列全国上下肯定认识一些与神
的爱有关的事，因为圣经的启示从头到尾
强调，神与以色列国签订一个既严肃又具
约束性的契约。

f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囡
你们的人数多于到民，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
们，又因要守艳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6(为奴之家

教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j
（申七7-8)

f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

永远的蟹，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
敛。 j （耶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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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详谈未来的预言，甚至论及弥赛
亚的能力和荣耀，可是荣耀并不是爱 l 他
们的嘴唇从来没有提过「神爱世人 l 。这
深心的大爱是借着神儿子的话、生命和劳
苦显露，最后更借着袍的牺牲而全然表
明。

只有神的爱子，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
基督，可以圆满和完全地见证神的心。除
了那位在父神怀里的主，再没有人可以将
父神圣怀所存的爱彰显出来（约一 18）。只
有基督知道神的心！只有袍能公开！只有
袍能显露！亦只有袍能完全彰显！

人的心思绝对无法探尽这爱。
f你看父路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

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j t警古董三飞飞垣文乱
到 I何等的慈爱 j ，这「何等 j 的实在意
思是「从何处来？从何国来？ J 与马大八

章廿七节 f这是怎样的人J 的意义相仿。

这话的意思是，这里有一个人和一种
爱，确是超凡脱俗！

神儿子和神的爱实在是从另一世界
而来。

没有人的舌头能表达如此神性的爱。
神的爱子已借着袍的生命和牺牲，在袍为
罪向神一次永远献土自己的行动上，完全
将神的心和神的爱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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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爱一一被定义还是被彰显？

认识神的爱，最佳的方法不是从定
义，而是看彰显。

就像一朵玫瑰或一幕壮观的日落，用
尽一切的形容和分析都不足表达其令人
赞叹的美丽。

给美丽下定义，只会破坏美丽。

但当美丽被展露和彰显时，就可以被
感受和领会。这种领会带来深心的享受和
满足，从而体会它的真正品质和价值。

亲爱的信徒、福音同工、领袖和教牧

长执，你若不能使用简明易懂的词句给
「神」下定义，请不必感到沮丧。下定义
等同「定下规限j ，神是无穷的伟大，不
容有限的人妄下定义。

圣经形容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烈火。
这些都不是定义，它们表达了神某方面的
本性。神的话赐给我们这些概念，是要我
们认识袍的位格和本性，不是告诉我们神
可以被规限或下定义的。

神的独一特性使袍与别的造物有所
分别。我们可以借着各种证据认识神，从
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创造和救赎，得到奇妙
的体会。

神是什么？神是谁？

11 



袍是那创造天地的造物主，袖是那位
降世成为罪身的形状、圣洁、完全无罪的
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圣经使我们遇见神，但它拒绝任何我
们对神的本性的大胆臆测。

圣经驳斥任何人所发明有关神的宗
教。真正的启迪不是人找到神，而是神找
到人一一－甚至找到我！不是我们上到神那

里，乃是袍下到我们这里来，来到我这里。
端乱飞 f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
A子走．．．．羌原X得虏。 J （路十五）因此我们
问： 「神找到你没有？ J 袍寻找拯救失丧
的罪人。袍满怀良善和怜悯，追寻迷羊直
到找着。越过山岭，下到山谷，冒着危险，
忍受困难和经历死亡，袍以坚定的步伐，
稳定的速度，尊威的迫切，追寻那失丧的
灵魂， I直到找着 J ! 

为了得着我们的注意，神已竭尽所
能。这是圣经的伟大信息。神好像对人说，
请你注视这个人，在十字架为你被举起舍
命，袍爱你为你牺牲！亲爱的朋友，神镇
而不舍地追寻你的灵魂；像猎人寻索猎
物。

这福音是神的福音，从神而来，也与
神有关。这福音不是「人为导向 J 或是 f 以
人为本J O 人没有『穿暖』时空，进入永
恒去寻找神。没有！乃是神踏出永恒进入
人的时空，把自己显明，借着十字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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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救赎人归袍自己。

神的启示贯穿宇宙，是从袍自己而
来，传给我们。这就是那好消息。

当圣经催促人寻求主，意思不是要他
们从自己内心开始探索，也不是要他们向
内里挖掘，乃是要他们回应神一一那位在
创造，在以色列的历史，在自己的话，并
在人子基督耶稣里显明自己的神。

·当我们传神的公正，这是揉合神爱的公
正。

·当我们传神的公义，这是基于神爱的公

义，又以神的爱作王的公义。

·当我们传神的救赎一一挽回祭时，这赎价
是按着神的爱所计划、供应、成就和要
求的。

·当我们传基督的复活，这是显明神爱的
能力与神迹。

·当我们传基督的再来，这是神爱的实现。

最重要的事
有句话说得好： 『重要的事就是做重

要的事！ J 用心认识和相信神，接受神的
爱就是重要的事。

在福音的工作上，做重要的事是必要
的。

又有一句话说： I基督信仰的克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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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心。』无怪使徒保罗说过，许多效法
他脚踪的人也确认

f我只有一件事“... J 飞事三飞到

常做重要的事才是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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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工作最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想到：

l. 最重要的一斗可人

世人，基督为他们宝贵的灵魂而死。神

爱世人一一罪人，甚至将袍的儿子赐给
他们，为他们舍命。

2. 最重要的-f可事

袍赐下袍的爱子，这是神的爱和袍宝贵
的恩典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
一切相信的人。

3. 最重要的一一因为

时候无多，时光飞逝，死后就是无穷的
永恒。

「生命短速，死亡即至，罪招咒诅，基
督医治。 j

4. 最重要的 1日何

借着传扬基督，把神爱的福音和救恩，
教训万人。务要传道！

15 



最奇异的事

f父亲看见……与他亲嘴j
（路十五20)

司B

在神心中一一爱的奇妙

这是奇妙中的奇妙，造我的神竟然
爱我！袍的爱绝不盲目。袍看见一切，知
道一切，察出我罪的深处，却仍然爱我，
张开双臂欢迎我。袍以赦免的亲嘴亲吻

我，叫我永远与袍和好。（路十五）

我不信的恶心败坏不堪，难以言宣，

我已耗尽一切。但袍的爱却没有穷尽，无

处不在，我无论往哪里逃也高不开它的界

限。天怎样遮盖地，神无尽的爱也照样覆

盖我。何等的奇妙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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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心中一一息典的奇妙

神的爱和良善的恩典是给予那些不
可爱和不美丽的，神的恩典是给予那些没
有能力和不配的人．当我知道自己是不
配、无能和败坏，神就在袍良善和恩典的

尊荣中向我显示，袍已预备救恩满足我一
切的需要。袍赐下爱子，为我们舍命，救
赎我们归于袍，我们因此认识神恩典的奇
妙。神的爱甚至达到那些不羡慕袍的人。
我们不羡慕袍，也不尊重袍（赛五十三 2-3）。
可是神把人放在袍的心上，要与人永远相
交。

f艳被在视，被人厌弃“．．．．艳被蔬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
重他。 j t事五-t 三J)

神就是爱，因此袍差袍的儿子为那些
不可爱的罪人死。（罗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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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心中一一喜乐的奇妙

我们很难想象当浪子悔改回头，神的
心是如何的喜乐。神祝福人，袍内心充满
说不尽的喜乐。袍的喜乐不单要满足我们
的需要，更要使我们永远蒙福，这样袍的
问,t 满足墙散。 f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同欢喜吧。 j t酶-t-五 6)

随之而来是实实在在经历这奇妙之．
悔改的喜乐，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
看见袍恩典的真挚和完满，我们就蒙接纳
到袍那里。我们进入这悔改的喜乐，是因
我们认识袍的良善和恩典。（罗二 4）这悔改
的喜乐持续至永远，因我们认识神的心并
享受袍的爱。

苏约翰
二零零一年三月

于中国香港

念念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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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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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一

神的心

最重要的事实

f神爱世人… ... ) 
（约三 16)

（图画代表神的福音的伟大事实一二

神爱世上所有的人。）

11. 注：神是万物之始．．

{j.事初，＃．．．…／ （创一 I)
f♂'fl~t!!A…… j （约三 16)

神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源．

在这节圣经，我们得到神位格的确
定。

一位发慈爱的神是有位格的。

爱不能冷淡，一颗温暖的心才能去
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正朝向这伟
大目标，透过传扬的信息显明自己。信息
来自一位有位格的神，再由人传给人，借
此使人可以与袍联上个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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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神的心一爱
神的心一一无比的宽大

神的心足以容下全世界，包括所有失

丧的人！福音的信息是给予世界上每一个

人，无论他们是何等的罪恶。神爱所有的

人；基督为所有的人死；救恩作为白白的

礼物，供应一切的人。人必须为自己的回

应负上责任。

神的爱包容整个世界，是奇妙的爱。
这爱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买来的；这爱不
会因为种族、肤色或环境而将人撇下。这
是福音丰满的内容，满载神的伟大和荣
耀。福音把神的恩典和爱显大，是神的心
的启示。

神爱所有的罪人，不是因为基督为他

们死，而是因为神爱他们，因此基督为他

们死！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在神爱的范围

内。

神的爱不是为了自满，也不是因对象
配得或优秀。神爱的显露不是因为我们这
蒙爱的对象有任何美德，一点也没有！神
的爱比这一切都高。 f神的爱是袍旨意的

运动，是刻意的选择，没有其它因由，这
全是神的本性。 J 这是一种既恒且深的爱，
来自一位绝对完美的亘古常在者，给予所

22 



有不配的世人。

I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西
你们的人数多于到民，原来你们的人
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
你们，又因要守袍向你们列祖所起的
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
之家教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j

（申七7-8)

f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
以永远的爱，爱你，由此我以慈爱，吸
开始声。／ （耶卅－3)

神的爱是袍本性的彰显，这是袍的目
标，是袍的意志和选择。（不像我们人的看
法，对爱和关系往往只是一种油然生发的
情感而已。）

神的爱以目标和意志来选择它的对
象，因此袍舍己、施怜悯、毫无保留的献
上自己！这事我们当好好思量。

我们从圣经学到这是神的爱，是属神
的爱 AGAPAO，属神的爱是：

1. 神对抱儿子的态度

f我已将榕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
们，使掉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
在他管］里面。 j

（约十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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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对世人的态度

f神爱世人，甚至将袍的被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袍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三量。 J （约三 16)

f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
我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j

（罗五8)

3. 神对信徒的态度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

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
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j

（约十四21)

神的爱是无与伦比的、是无私的、不
是靠功劳赚来的、是无止境的、是不改变
的、又是不能熄灭的。

父母的爱无微不至，朋友或爱人的爱
也许既真挚又甜美。那爱可能是恒久、坚
定、真诚，但神的爱却是无比的伟大，比
任何的爱都更显美丽，超越人的理解、知
识和解说。这就是神的爱。（弗三 19)

「神的爱远超口舌、笔墨所能形容。 j

注：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光和爱不

是神的属性，如公义和圣洁。光和爱乃是
神的本性。光的光芒是圣洁的，既能分辨
又能分别，它谴责一切的罪恶，审判种种
的罪孽。神的爱寻找拯救罪人，它愿意受

24 



苦，对可怜飘荡无知失丧的罪人尾随不
舍， f直到找着J 。神的爱已供应一个全
足的牺牲，一个全备的救赎和一位全足的
救主，荣美福音的信息就是由此而来， （If'
爱世人，甚至将艳的拉生子赐给他们”... J。

神的心何其大！袍 fJl;#%A♂害者，
明白真道。 j t童提二钊

我们对神的心认识得太少了！

福音从神伟大的心肠出发，袍愿意万
人得救，脱离永远的灭亡；袍愿意一切的
人得着光照，进入真理的殿堂。

神不单愿意人得救恩，袍更预备了赎
价。现在赎价已付，门已打开，基督的死
已替我们奠定了救恩的基础。

基督的工作强而有力，范围广阔，因
为神公义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现在所有
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拯救。神已经完满
地显明了袍的心和袍的旨意。现在我们只
要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认识神的本性和
神的心！

我们很少体会神的心的伟大，这事实
实在令人难过和忧愁。神所创造的宇宙何
其尊贵、宏伟、浩瀚，实在超过我们能够
喂包。 f我观看栋指头所造的天，并称所
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r人算什么，林
竟腰念他。世人算什么，眷竟眷顾他。 .J J 

（诗八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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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赐下袍的儿子救赎我们，
这个事实，更叫我们难以明白。

惟有借着信心，我们可以认识并享受
神在袍的创造和救赎中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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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 注：四周的火
r ...... 我们的神乃是黑火。 j

（来十二29)

神是圣洁的，因此一切与袍圣洁的光
不符合的将被烧毁炼净。

f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
大娼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 j

（申四 l 1) 

神就是爱，袍先赐下恩典和慈爱的应
许给予堕落失丧的罪人。然后，袍赐下袍
圣洁的律法叫人可以认识自己是失丧和
充满罪恶，需要神所供应白白的救恩。

神的心炽烈如焚，为着拯救人，热力
直迫天堂的心脏。当神赐下袍圣洁的律
法，乃是出于爱人的心，要拯救他们脱离
永远祸患。

神辍爱世上人，
心中发出怜悯，
袍爱人以至舍命，
袍心中爱火燃焚。

f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渣
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
情，就全被巍视。 j

（歌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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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注：外头的漆黑
f…．．．神就是光，在袍毫无黑暗。 j

t绚童一句

在神以外全是黑暗，墨黑幽暗的地方
是为撒但和跟随他的鬼魔永远存留的。
「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j 神的话
明说， 「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j 一一现在
仍是寻求主的时候，快快逃离永远墨黑的
幽暗，因为今生以后，机会不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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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二

神的恩赐（礼物）

神的行动

r ... 甚至将袍的棋生子，露给他们… j
（约三 16)

（回画代表神的行动一一神赐下袍的礼物。）

r 1. 注：息踢
基督到世间来

f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j
（路十九10)

f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
原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票价。 J

（太二十28)

1. 袍来了

耶稣基督到这世界来，肯定是有史以
来最重要的事件。因为降临者的伟大，袍
的降临所触发的肯定是深不可测。

飞基督耶稣酶世l

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描述，因为没有
人是降世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带到这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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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每一个人在这世上出生都不是自己
的责任，他们的出生与自己的抉择无关，
他们的责任从他们生在世上以后才开
始。

可是神的儿子降世，毫无疑问是说明

袍降世之前已经存在，在袍未来之前袍已
活着一一袍来了！

袍无始无终，所有翻译正确的圣经译

本，都清楚说明这点，圣经从没有说到袍

的起源。基督是永恒的，袍进入人的时空，
来到这世界。

使徒约翰明说敌基督的灵在他那个
时代已经遍布世上，这敌基督的灵否认耶
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量四匀。

很少人会否认耶稣曾生在世上，换言
之，在袍圣洁人性之前，袍已经「存在』，
意思就是：袍不单是人，袍更是神。敌基
督的灵却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

f…从天摔下···的人子…j

（约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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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袍从何处来？

主耶稣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袍的回
笔就常生埠又亏是惊： f除了A{天降下仍旧在
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jt钱三飞.3) r因

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
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j t斟
六 38）袖是从天而来，也是往天上的道路。
也乱· f我就是道路….. J 。

生活在地上的人多关心地上的事，他
们完全属地，也为世界而活。可是天堂的
事比地上的事更重要。因此，当我们向生
活在地上的人一一那些只顾念地上的事的
人，传扬神恩典慈爱的福音时，我们要让
他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天上比地上远胜
千万倍。

没有人能脱离天而生活，甚至在肉身
上也不能。我们这属地的人，也许可以丢
弃许多日常惯用的东西，仍能如常生活；
但如果没有来自天上的怜悯，我们都要灭
τ。

假设太阳不再照耀，操控地球的诸天

突然停顿一一人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改
变地球吗？假如全世界干旱一年两年，世
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天管地这是驳不倒
的事实。

神说： 「天是我的宝座。 J 即是说，
天是神的所在，袍从天上管理全地。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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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说： I 我从天上降下来。 J

3. 她为什么来？

什么使袍纤尊降贵来到地上？袍究

竟是为何而来？

神愿意亲身靠近人，袍借着以赛亚预
言了耶稣基督降世，说： r！柑起4呼K
JJp含f1o J ｛赛七 14）马太又告诉我们： r I},( 
马内科翻出来，就是掉与我们自在。 l

袍是造访世界的神。人人都应该问为
什么？为何神要靠近我们，靠近我？

袍来不是要毁灭，因为如果神定意要
消灭人，袍用不着来到地上。

袍的闪电足以毁灭，袍的洪水足以淹
疲。袍能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大雨，这事
人往往容易忘记。如果神选择再次毁灭世
界，袍绝对有能力。

如果袍选择这样行，袍只要震动世界
就行，地震可以瞬息间把多个城市毁灭。
试想一次全球性的地震，后果将会怎样！

神没有这样行，袍亲身俯就袍的造
物，明显袍不是要毁灭。

这说明一个事实：神深切关心和特别
爱顾袍的造物。

实情是：神惦念着人。当罪介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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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神分隔，人却听见神对他说：

r .1E当，你在哪里？ I 运句话的背后，
隐藏着何等的感触。神深感失人之痛。在
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心，
后来袍的心更表露无遗一－ r #r~Hfj.._, 
甚至将袍的挫生子赐给他fll···j

于是，神来到世上，就是袍的儿子成
为世人的救主。

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攘点

飞. r必有一位教攘主，来到…… 1
｛鼻五十九20)

救主将降临的应许。

2. r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

Ao J （路十九 10)

袍已来到－

3. 飞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O J 

｛约十四月

袍要再来接袍的教会回家，与她一同
掌权，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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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注：神施赠的手

注意：福音不是一个 f强人放弃j 的

信息，而是一个「接受 j 的信息。

福音不是一个使人升到神面前的人
为计划，而是基督降世赐生命给世人（约六
33）。主嘻架飞飞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1
（太二十 28），袍是「关f1i.J... ；苦字里拿帚J （约
十 11), 「 ,J(j野草要邀 f/J.坑兰 J （约十 28）。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J（约四 10）。
这是可怜的罪人最需要认识的。不论国
籍，不论所犯何罪，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一件事。我们需要认识的不是恒河的诸
水，不是孔子的准则，不是圣徒的代求，
也不是教会或任何忏悔的工作，全部都不
是的。我们需要认识和接受的一件事就是

神的恩赐！

这是一份礼物，一份恩赐！尚未得救
的朋友，如果你认识这件事，你又相信并
接受这份救恩，你的整个生命将被再造！
这件事不能用钱买，也不能以功劳赚取。
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和你的一切本相。现
在神摆在你面前，是钉十架的耶稣，复活
的耶稣，已得荣耀的耶稣。你认识袍吗？
袖是恩赐中的恩赐！

你可能说， 「可是我的罪孽深重，把
我压得动弹不得。我当作什么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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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就算你犯过这
个黑暗世界上所有的罪，神的恩赐、袍的
儿子和袍的救赎都超越这一切！借着袍的
血你可以得着救赎，因为「描Jl -f ff/! N #/ 
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L 。飞斟量一 7)

相信、接受这份礼物，呼求神吧！袍
会赐给你活水，你将永远不再渴！

随之而来是生命的改变，和生命中的
圣洁，但首要的事就是神的恩赐。

I凡接铸袍的，就是信艳名的人，艳就
属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j

（约一 12)

若我们要找到一位真实的施思主，我
们必须来到神那里。袍所赐的

f不像世人所赐的，袍与袍所爱的后
嗣分享一切产业。 j 一一约翰达秘

r J撞此受更羔香福。 i t徒二十 35)

神赐下圣经给世人作礼物，圣经是神

所默示的，在凡事上都有益处。

圣经为什么有这样的益处？

就如气息从我们肺部而来，圣经是从
神的心而来！圣经是神斯呼气的，是清纯、
圣洁、健康和永远有益的，因为它实在是
从神而来，更是从袍的心而来。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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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注：袍是神所赐的儿子
f…只有在父怀里的桂生子将袍表明

出来。 j t喝一飞斟

基督不单以马槽婴孩的身分给我们
表明神。（荣耀之主如此降卑，实在奇妙），
当袍在地上活过美好的见证，行完了一切
服事与关怀；在十字架上，我们更见证到
神的心肠，袍圣爱的根本完全显露。

袍的独生爱子
基督是独特的，袍没有瑕疵，无可媲

美，永垂不朽。袍是人，就如我是人，然
而袍不是我这样的人！在袍里面，我们可
以看见超凡脱俗的荣美，不然我们只看见
一个人！

鬼魔说得正对： I 我知道排是最，乃
是神蹄圣者。 J （路回 33-34)

「 J!il:世 J 一词（在约翰福音出现过五
次）不是与世代有关，而是与永生神子的
身分有关。

一切的尊贵、良善和智慧都在基督
里。

一所有别的尊贵都被狭隘丑化。

一所有别的良善都被瑕疵站污。

一所有别的智慧都被愚昧破坏。

基督不单是个完美的人，袍更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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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袍里头存着完全的怜悯、完全的
谦卑、完全的温柔、完全的祥和、完全的
良善、完全的恩典和完全的爱。

袍真真正正是人，又真真正正是神。

f因有一婴在为我们再生，有一子赐给

我们… ... ) t革 :It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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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注：神的心破碎了
在宇宙中只有人灵魂的幸福才激发

起神的慈悲怜悯。

＊罪伤破神的心。

＊罪刚硬人的心。

我们要好好的记着，神的心先被破
碎，但袍时刻靠近心灵破碎的人。

想一想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浪子
的父亲。

f帮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姆
身A.o j （诗卅四 18)

圣经第一次提到人的心和神的心时，
我们读到 f 描心庐偌侈...... J （创六 6）。罪
使神的心伤痛！神感受伤痛，因为袍就是
寰。 1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袍也同受苦
思f. ..... J （赛六十三 9）。感受地上的悲伤和
人心的痛苦最深的地方莫过于天！神就是
爱，因此袍能感同身受。爱与无动于衷根
本是水火不容。如果神就是爱（袍实在是），
袍就能感受痛苦；倘若袍不能感到痛苦，
袍就不是爱。神在基督里替罪人受苦，为
罪献上赎罪的挽回祭。

f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
菇，．．… j （林后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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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如果我们知道神把世人放在袍

的心上，亲身成为至高的担罪者和牺牲的
元帅，分担世人的忧伤和痛苦，我们还能

花时间去思想别的吗？神为爱而受苦的

心肠是何等的伟大啊！

施特朗博士（Dr. A且 S甜ong）曾说：

在赎罪中，我们可以看见 f神展示她感人
的爱（罪人受苦，袍不能无动于衷），她甘
愿忍受罪人的罪疚，背负罪人的刑罚。 j

这件事我们应该多想，好使它成为丰
富人生的默念和福气的源头。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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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注：在十字架前踢下

留意：婴孩是在十字架的面前赐下。

基督降世不单是要活出一生完美无
罪的生命，作为我们的榜样；袍降世是要
舍命，为罪献上完全的牺牲，成为神的羔
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当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看见神的心向全人类倾倒袍的爱。在
各各他的十字架，我们看见人的丑恶，甚
至神掩面不看基督。

f一位传道人讲述回乡探望一名年老主

日学老师的经历。正遇见老教师全身疼

痛，躺卧病床，年青的传道人问： 『你

怎样在这光景中看见神的爱呢？』

对这问题，年迈的教师回答： 『千万不

要用环境来量度神的爱，因为我们不甚
聪明。在各各他神已替袍的爱作出重大
的声明。我们岂可再怀疑袍的爱呢？』
环境变化莫测，可是什么都绝对不能使
我们与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爱隔

绝。」一－J且N.Jnr.

神的心和神的爱是无法测度的，也是
胜过撒但在伊甸园的谎话的最佳解药。在
那里他曾成功地说服了夏娃，使她相信神
对她有所保留。因为人的不信，结果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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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苦、眼泪和死亡。

昔日，神的爱在伊甸受到怀疑。但当
神在各各他不爱情自己儿子（这是圣洁所
要求）时，袍向我们完全显露袍的爱。袍把
自己的儿子离弃，为我们众人白白的舍
了。 （那是说：神因爱我们，交出袍的儿
子为我们众人舍命Q ) （罗八）

十字架展示人的凶暴、残酷和不义。
但那同一个十字架给我们完全展示了神
圣洁的公义，借着不爱惜袍的爱子把袍献
上，一丝不苟地对付了罪。

「耶稣的十字架是神至尊的爱的证物。 J

~巴司（0则aid Chambe『s)

耶稣基督的受审和钉十字架同时揭
露了丑恶的人心，又打开了在神心中奇妙
嗣麦和惠驭。 f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
显多了。 j t事五 1创

神圣、庄严之十架，我每举目瞻仰，
仿佛望见救主悬挂，为我受苦之像；
热泪盈眶，寸心如焚，两事仔细思量；
患量我原不配受题，思量主爱非常。

十字架最终的原委和意义原本除藏
在神的心中，但现在却向我们显明了。

f神差袍棋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
她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
了。 j i约章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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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赎罪的死亡是神至尊的爱的证
据。

丹尼博士仰r. J. Denn町）说：
「如果从神的爱减除了基督赎罪的死

亡，神的爱的所有意义就全被抢夺了，
这句话听来似乎欠了公允，但起码也抢

夺了使徒对神的爱所表明的意义。」

（基督之死，第276页）

我们一再重复，神爱所有的罪人，不
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死；而是因为神爱他
们，所以基督为他们舍命。神的爱所达到
的范围是没有人能超越的。

a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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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神的应许

联络的条约

r ... 叫一切信袍的不至灭亡… j

（约三 16)

（图画代表联络的条约，罪人能做的分儿是借

着信心向神悔改。）

I 1 注：钉与血
罪必须被赎，基督已经为所有的人完

成了赎罪。

基督既然成为神的羔羊背负了所有
人的罪孽，是否人人都得着永生？不是
的！那受苦工作的果效是给予 I 一切布结

袍的J O 

f若不流血，罪就不得敖免。 j
（来九22)

f艳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 j t斟莹一、

f我一觅这血就越过你们去…j
（出十二 13)

袍无罪的生命在我们面前留下榜样，

45 



是神所喜悦的。袍的死是为全世界所有的

罪人而牺牲，袍的血必须流出，要我们得
着个人的洁净，使我们的罪蒙赦免被除
净。

袍在十字架所受的羞辱是因为罪的
可怕，必须受到公开处决。头脑知识对血
感到难以接受，祭牲的血和死亡令人感到
不快，可是对多人来说却意义重大。惟有
耶稣基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些
人说，一个要求祭牲流血死亡才赐下赦免
的神，与他们以为的慈爱和怜悯的观念相
距甚远。事实并非如此，若不是罪带来死
的工价，祭牲就不必流血！罪是非赎不可
的，这就是罪的问题在神面前的严重性。

f若不流血，罪就不得敖免。 j

（来九22)

我们借着袍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
赦免。袍的血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弗

@ 

在天上圣城的十二扇门，每扇都是珍

珠门（因肋旁受创而成的）；同样，因为我
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肋旁所受的创伤，现
今天堂也照样为我们开放。

当问及救主被枪刺的肋旁时，最美的
回应和解释是： 「救主肋旁被刺，给我们

开了一条康庄大道，直接通往神的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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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注：忧伤的心灵
向神悔改

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大工，罪人可以
悔改。神实在不单鼓励人现在悔改，更吩
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徒十七 30)

悔改不单是承认自己的过失，更承认
神是完全对的。袍一直如此，只是我们不
知道！

f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
忧伤痛槽的心，称必不轻看。 j

（诗五十一 17)

各处的人都要向神悔改，承认他们的
罪和不信。

在基督第一篇讲章里，袍节录了以赛
亚书六十一章一节的话： r ...... lt£差道药
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
的出监牢。 j f人子来……要舍命，作多
人的赎价。 j t飞」y 45＇飞

「我们内心的触觉促使我们察觉神的爱；尽

管我们罪大恶极，袍的心和袍的爱却仍然朝
向我们。

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是基于神的慈爱，才

放胆进到神的面前。（看第1节）因此大卫向神
呼吁，十次之多。直至最后他自己的心灵忧

伤破碎，然而神没有轻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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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最佳的状况就是在他忧伤破碎的时候！

今天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忧伤破碎的心。」

- S.E. Elphick 

有一次我亲耳听见一个人说： I让那
使神的心破碎的事破碎我的心。 J 神接纳
了那人的话，使他的心真正的忧伤破碎，
后来他创办了一项全球性伟大高尚的基
督徒事奉，成为神的心的代表。

f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
灌在我们心里。 j

（罗五5)

fl.主引导你们的心，到你们爱神（进
入神的爱的，并学基督的忍醋。 j

（帖后三5)

我们需要主这样的引导，走进神的爱
中；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无法找着。当
袍心中无尽的恩典和良善向我们显明时，
神的恩典将引领我们进到那蒙福的悔改
中，这悔改不单承认我们是错，更承认神
是对！

这就是向神悔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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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注：紧握十架的双手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我如何并何时成为神的儿女？就是
在我向神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一
刻。这里有一个责任，英语可分作rresponse
回应一－ ability 能力 J ，这是我们的心能
做到的。生命是一份礼物，但惟有我们悔
改相信，我们才能承受永生！

回应一一向这宽宏慈爱的心肠，信徒
的回应应该是：全心信靠袍的爱。神的爱
是毫无保留的，也是我们不该得的，当我
们蒙这大爱，且实在认识这爱，心中就产
生毫无保留的信靠。脚随心行！

朋友，我们的责任就是，以信心向这
无与伦比的爱发出回应，不可错失、轻视
或拒绝。

那些尊重子的，父必承认，也必尊重
饱，理为飞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
样。 i t约五 23)

神会尊敬那些不尊敬子、不向于屈膝
嗣入吗？绳琦不告， t 不尊敬子的，就是
不尊磺差子来＃；父。 i t约五 23）神所回答
的清晰明确，毫不含糊。

基督被钉的道路是一条事路，找着的
人也少。十字架、死亡与血对多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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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感到冒犯。

得救人少，失丧人多，因为主亲口说：
飞引到灭亡， Z串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
去的人也多。引到未生，那门是窄的，路
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l t大七 13－飞钊

f相信 J 基督，包括看见基督为我们
的罪受苦，看见袍被钉在十字架、流血、
死亡，因袍担当了神对罪的审判，这本是
我们该受的一一是我们罪有应得的。相信
的意思是明白 f袍为我死！」

信心「抓紧j 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的罪死，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这是唯
一能得拯救的信心。用信心「持守 J 、「抓
着j 是单纯的。

我的罪何等可怕，必须公开受审，也
必须在刑场的十字架上被揭露。无法「掩
饰J ，无法隐藏；是羞辱的，暴露的，而
且是赤裸裸的。现在，我相信基督为我死
在十字架上，永远拯救我这个罪人！

我们都会相信某些人或某些事。信徒

的信心却有所分别，因为他现在所相信的

是基督。

得救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袍这么大
的救恩。借着确实的行动，诚实地信靠基
气量J 我恨虱挠每每禄。 飞你们得救是本乎患，
也困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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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虏。 l （弗二 8)

相信是用心不是用头脑， r t在if Cl .E. 
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袍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l i事」T 叭

这是 I 得救的信心 J ，我们相信神，
相信袍的话，又相信在神里面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们也需要得着每日生活的信心，倚
靠神，天天过着信心的生活。

向神的信心就是相信那难以想象的，
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尝试那无法成就的。

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无法使神的心
喜悦。 飞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
袍赏赐那寻求袍的人。 L

（来十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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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赢取人心的手法温柔，极之有礼。

袍从不强迫人作门徒，袍从不粗暴地冒

犯人心的尊严。

袍从不霸道横行。

人必须心愿意服，意志必须甘心同意，

才能达至灵魂的救恩。

相信要求全人！

当我们蔑视情感，不是证明我们超凡脱
俗，只是暴露我们的无知！

在大多数的事情上，我们靠自己的心生
活比靠头脑活得更多 1 人『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j

－一无名的传道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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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 一一天地的主

爱 一一渴望施予赦免

世人 一一在罪中疯狂享乐

将袍的独生子一一取代我们的位置

赐给他们 一一神拥有的最大礼物

叫一切 一一何等的恩典！

信 一一简单的信靠

袍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一一那公义、公正者。

一一在罪中失丧

一一在袍里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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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四

神的荣耀

荣耀

r ．“反得永生j
（约三 16)

（图画代表荣耀一一神永生的恩赐给与信徒的

荣耀果效）

11. 注：永生和荣耀

永生是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它不单是
一种状态，更是一种以前没有，现在才得
着的实际生命。

永生不是永远的存在或不死，我们不
可混淆。天使是永存的。所有受造的人，
就是人的灵魂，也是永存的。这永存可能
是永远的福祉或是永远的祸患。无论如
何，灵魂是存到永远的。可是永远的存在
和永生的素质完全是两回事。

－人可以杀身体但不能杀灵魂，因为灵魂
是不死的。
（太十 28)

·永生确实存在于所有的信徒里面。
（约三 15 、 36；四 14；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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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永远的生命不是自然得来的。
（约六 53 ；弗二））

·基督是永生的实体。

相信基督就是接受袍，得着袍。得着基

督就是得着永生，永生不单是从袍而来，

也是在袍里面。永生不能与袍分离。永

生是与关系的素质有关，亦与时间有关。
飞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

生也是在艳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L

（约量五11-12) - P.A.B. 

神的话清楚说明， I 信子#JA存放
it O J 有就是有，不是「可能有J ，因为
这不是我们的意见，乃是神话语的确据：
1 信子的人有幸生。 L

一个罪人相信耶稣，他就永远蒙赦
免，得重生，得着永生，愿称颂归与荣耀
的神。

「今有一处，平静安好，靠近父神心
怀。 J 这里是罪得赦免蒙福的安息，是享
受永生的现今体验。

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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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注：生命册

你的名字记在天上没有？

当罪人重生，他得着永远的生命，他
的名字也记在生命册内。基督降世为我们
舍命，目的是叫我们可以得着一种超越时
间的生命。拥有这种生命，我们的永生就
开始。

当耶稣基督的门徒传了福音，回来向
主报告： 1主啊，因栋的名，就是鬼也服
了我们。 1 郭城翅毡笔 1 1然离不要回鬼
服了你们就攻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
_1并薯。 J （路十 17、 20）救主认为他们的名
字录在生命册上，比行神迹异能更重要。

保罗写信给脐立比信徒，向那些帮助
福音工作的高贵基督徒问安时，声明他们
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的（脖四坷。希伯来
书的作者提到： r f芽＇.$ ;i营雀无_lf/1去子之

会所共粟#J总会J(来十二 2窍，新约五次说
到基督是长子（头生）。袍开始了一个新的
族类，如果我们从神而生，我们也被加入
这诸长子的总会，我们的名字也登进那天
上的名册。借着我们得胜的生命证据，我
们有把握肯定自己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
上被涂抹。（启三 5）我们永远的命运全在乎
我们的名字是否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内。

愿大家在这事上有充分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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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圣经的尾声时，我们读到地狱是
属于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另
苟飞一卷展开，就是生命精…“若有人名
字没记在生命蜡上，他就被扔在大湖里。 L
（启二十 12、 15)

在下一章，同一位作者形容天上的城
邑，他用了以下这些严肃的陈述作结语：
1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惜与虚漾之事
的，总不得进那域。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
命婚上的才得进去。 Ju昆世－ 2~飞

神的羔羊就是生命册的作者。你认识
这位作者吗？认识神的羔羊，决定我们的
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去留！

你重生了没有？所有重生的人，他们
的名字已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

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否拥有这天上
的出生证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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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注：墨漆的黑暗
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都必定灭亡！
I灭亡J 一词的意义不是终止存在，

而是永远进入一种「骇人J 的境况。

走进一间灯光微弱的餐厅，看东西时
起初你会感到吃力。你会要求女侍应把灯
光调亮，她们的回答往往是： 「请等一会
儿，你会很快适应！ J 

如果你离世时，你的罪还未获赦免，
那些罪肯定会把你赶走，离开神的面前。
然后，黑暗会把你封住，直到永远。

那时候，你永远无法适应那种黑暗！
飞叫一切信袍的，不至灭亡”.... J t斟

三 16）因为走在阔路的人多，尽头就是永远
的刑罚一－火湖。这火湖是给魔鬼和他的
使者预备的。所有的罪人，就是不信的，
他们都在这定罪和审判之下，他们的名字
都没有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所有灭亡
的人，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写在生命册内。
（被后三 η

一切的物质都要被火烧尽（被后三
10）。但神使所有相信袍话，又相信袍儿子
和祖斟心民入， f不至灭亡，反得承生j 。
（约三 16)

那里有白色公义审判的大宝座，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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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死人；无论大小，必须站在神的面前。
1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大湖里；这火湖就
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蜀
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l t是二专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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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的心

影）l 背后爱披露，
只有思慈与良善，
我众心灵敢亲近，
父怀慈爱涌众心。

我众惶恐何处有？
天上地下不存留，
天父）l女无所惧，
父怀慈爱到永久。

在我们生命中所接触的各种环境和

局面，若不是与神一一那位信实的造化主

和可称颂的救赎主一一有关，我们将像那

些失丧不信的人一样，充满不平、不满和

苦情，在世上飘流。

但如果我们的步伐，并我们所得着的
所有怜悯和福气，都与天上的神相连，与
慈爱的天父保持接触，我们就可以带着安
稳的确据来接受和面对一切，并充满感
恩。信徒虽然经过污云和困扰，似乎神慈

爱的证据都完全失去，神的爱仍然永恒不
变。

朋友，如果这本书落到你手中，而你
还未得着神的救恩，这正是为你预备的信
息。

神一心爱你，愿意成为你的朋友，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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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拯救你的灵魂，成为你的救赎主，袍
愿意永远成为你的神和你的父！你会拒绝
袍吗？你会不靠近神的心吗？你为何还
是不信，走向下坡的孤单阔路，走向永远
死亡的尽头呢？

如果你已认识神的爱和神的心，我希
望在这里给你一点勉励。

无论是以色列或是教会，教会就是基
督的身体，他们都是神所深爱的。在神眼
中，你也非常特别，你是 f袍’眼中的幢人j 。
你要刚强，以神为乐，因你实在是袖心中
的宝贝。

没有事情能与神的爱相比，因它是无

与伦比的。这是神爱的奇异恩典，在你一

生的年日， 「它不会丢弃你。 j

1神爱世人，甚至将袍的桂生子，赐
给他们，叫一切信袍的，不至灭亡，反得
放盈。 J （约三 16)

哥拉 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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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的心和相交的手

／．．．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
吗？ ...... } （王下十 15)

r ... 若是这样，你向我停手，他就向我
所子．．．…／ （王下十 15)

留意这话：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

诚心和真相交的手时常连在一起。

我们的心是我们灵魂的座位，是我们
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人看不见，惟有
神能参透里面的一切。如果我们诚心，我
们全部的生命将与神和谐共处，与我们的
弟兄姊妹，与我们的友人也是这样。伸手
相交是喜乐的，是诚意的，是美好的，是
真心的，是联合的，又是美善的。（诗一三

神对圣徒和罪人说： 「我对你们心
正。 j 神的心满有怜悯和慈爱。袍向我所

怀的意念不是邪恶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
意念。因此，这世代的信息是「借耶稣基
督传扬和平的福音｜， 「你们要与神和

好 J O 

神没有向我们怀怒，若是怀怒，我们
早已被消灭了。因着自己的怜悯和慈爱，
袍不断向我们施恩，直到如今。因袍的怜
悯我们才不至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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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在新约中鼓励我们，因为现在
就是神恩典的时代．又鼓励我们 f亲近♂讲，
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嚼，要、洁净你
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畴，要清洁你们的
心e J （雅四 8)

f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
一生的呆效，是由心发出。 j

（箴四23)

要保守你的心远离忿怒、怨恨、嫉妒、

争竞、分党、挑错和种种的不愉快，我们

需要专心一意，免得我们的心被多种选择

所缠扰受骗。我们很容易受到干扰而分

心，被自己所作的选择而误导。我们要保

持专一，向神存着简单和纯一的心，就必

得到保护。

f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觅神。 j

（大五8)

f你的既国颠~真理，洁净了自己的
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心里
被此切实相爱。 j

（彼前一22)

f就当存着谑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

神面前…J t革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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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心与属神的爱

－相信神的爱的人，发现自己拥有一个
无穷的宝藏。这宝藏令所有其它的财富都
显得逊色。相信神的爱和神的心的人，他
们的生命不断生发良好的果效，这宝藏使
他们成为客旅，航行在无尽的海洋，充满
惊讶和欣慰，享受神的慈爱、恩典和荣耀。
基督徒就是一个朝着真正的家乡迈进的
客旅。

约翰达秘说得好：
「我找着宝贝，藏袍慈爱之中；我愿像

客旅，寄居旷野路上。」

神的爱深不可测，我们所知甚浅。我
们在这暂短的人生，只经历神爱的涟满，
已感如此甜美、宝贵；将来亲身体现袍伟
大的救赎慈爱，那喜乐必定如浪涛澎湃、
汪洋浩瀚。全地、天上和永远将被它的巨
潮席卷，超越所有地上的知识。

我们可能在个人的经历中尝过神爱

的滋味，可是当想到那属于我们永恒的福

乐，永远在它的长、阔、高、深中探索，

我们岂不雀跃欢欣吗？

只在世上出生和存活，而没有认识、
经历神的心的人，果真是错失一切！

没有认识神的心和神的爱；我就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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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什么，也没有成就什么，更没有认识什
么！

f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

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喃的
锥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葫自
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商且有全备
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
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房有的瘸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
结Z益。 J （林就十三1-3)

人可以到神学院研究神学，但他们必
辍飞蒙神的教满J ' ;;t 能飞镀此相爱1 。
（帖前四”

哥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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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称指引！ J 

鲁云（O.Rowan）有首优美的诗歌，歌

词是「你曾否见过楠、听过视、认识袍？

你的心曾否被袍征服？ I 

倘若你已经与我们看过这些篇幅，专
心留意过神的心，我们相信你的心也已被
神的圣爱所征服。你也已经感受到、抓住

了，甚至经历过 f神的心跳j 0 

有一节诗歌鼓励我们按着｜神的心
跳 j 行走、跑路、服事、爱人，歌词是这
样：「教导我以称怜悯的心肠去爱别人。 j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们只作这一件
事，心思真的集中在神的心上，万事必好。
如果我们经历一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心跳的脉膊，我们就必像神的儿女，学
会在这有需要的世界上，按着神最奇妙最
怜悯的心跳生活、爱人。我们将在神的心
中和袍的胸怀里找着许多的喜悦，那儿就
是爱和交通的所在，直到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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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神的心为乐。

以袍的心为乐

f栋安慰我，就使我欢乐。 j

（诗九十四 19)

虽然棒是神，
何竟喜娩我，
思想虽难明壤，
我心却享光明。

f国艳喜悦我。 j

（诗十八19)

我心以捧为乐，
并一心爱栋，
这全是圣灵的工作，
证实穗就是神。

f又要以耶和华为乐，艳Jl将你心里所
求的路给你。 j

（诗卅七4)

「称为自己造了我们，除非在栋里面找

到家乡，我们的心总没有安息。 J
一一奥古斯丁

有限造物的心灵找不着真正、永远的
满足。许多人在 f大自然的怀抱j 、 r J新
纪，元运动 J 的教训等等，试图寻求暂时的
满足。可是，当人性的软弱面对失败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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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哀伤时，自然界，甚至！广阔的户外 J ' 
都不能提供安慰、舒畅或怜恤。

只有在神里面，并在袍爱的怀抱中，
我们可以找着真正的避难所，永远长久
的满足．

在约翰福音的起头，我们看见基督在
父的怀里；在福音的完结，我们看见一个
罪人在基督的怀里。这件事叫我们看见我
们的父神要我们身在何处。

愿我心的蔓子
环绕艳伟大的心仪，
那儿我神专注，
纯全生命我内藏。

神的心必须成为我的家乡，否则我必
流离飘荡，永远流浪！

愿你享受袍的爱

在基督里至诚恳的问安
苏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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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于是艳按心中的纯正，教养他们，甩
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j

（诗七十八72)

靠近父神心怀

今有一处，平静安好，靠近父神心怀；
在镀罪恶不能侵扰，靠近父神心怀。

今有一处，攻慰甘美，靠近父神心怀；
在被我众与主相会，靠近父掉心怀。

今有一处，自在逍遥，靠近父神心怀；
在被康宁，喜乐陶陶，靠近父神心怀。

C.B.McAFEE( 1866-1944) 

（中文选自万民颂扬）

@ 拿 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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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od so loved” 
For God, what words of grace sublime, 
That He who 企amed the worlds in time, 

Should choose to stoop to where we were, 
As sinners lost, condemned, impure! 

So loved we were by God e’m though 
Our sins like crimson grieved Him so. 

Words cannot describe why God should move 
In grace to man, His love to prove. 

The world, the object of His h钮rt,

Of which the sinner is a part; 
No limit placed 叩on His grace, 

That none n回d miss His warm embrace. 

And, that He gave brings no su叩rise;

Of all things does His wealth comprise. 
But what He gave was Heaven’s best, 

No value found in all the rest. 

It took a sinless spotless Man 
To b臼r sin’s curse, the gulf to span. 

‘Tw部 His only begotten Son 
Repaired the damage sin had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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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 not our works puts s画 away;

Man cannot provide enough to pay. 
Whoso believeth enters in, 

Forgiven臼s finds 伽 all his sin. 

In Him alone salvati侃’s found; 
Christ’s work secur臼 redemption ground. 

No other Name wt町ebywemust

Be born again thr倒掉 child-like trust. 

On Christ God’s stroke of judgment fell, 
D臼衍ved by us to b饵r in hell. 

Should not perish, what welcome news, 
Wen四d not pay s讪’s awful du臼．

It is not 由at we wait to fmd 
On judgment day, that God is kind; 

God’s Word declares we n回d not fear, 
But have eternal life down here. 

Thus Everlasting 砌昼 is 如und,

By every sinner who is bou时，
T尬。ugh simple fai由副 God’s d锦r Son; 

For all that Christ 侃n do, is done! 
-P.A. Br侃曲回d

“ It is 由nished”

John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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