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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信神在你生命中是有計劃的。我們時常教導人，神使我們成
為衪的使者，並且要我們在衪的世界中與人分享衪的愛。在此本
小冊子，我們將會看到神在創造世界以先，衪已計劃了拯救你和
我，我們實在要為此而讚美神、榮耀神，這也是一個令人多麽興
奮快樂的時刻。
讓我們一起分享詩篇 11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正直人的議會
中和大會裡，我要全心稱謝耶和華。耶和華的作為偉大，喜愛他
作為的人都努力查究。他的作為滿有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永遠
長存。他使人記念他所行的奇事；耶和華有恩典，有憐憫。他賜
糧食給敬畏他的人；他永遠記念自己的約。他向自己的子民彰顯
大能的作為，把列國賜給他們為業。他手所作的都是誠實和公
正；他的訓詞都是可信靠的。他的訓詞是永遠確定的，是按著信
實和正直制訂的。他向自己的子民施行救贖；他命定自己的約，
直到永遠；他的名神聖可畏。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是這
樣行的都是明智的。耶和華該受讚美，直到永遠。」
我想和你分享一些你會感到有興趣及對你十分重要的事情，在以
賽亞 52：7-10，當我們談到神在祂子民的生命計劃時，這經文能
應用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每一次你可用這段經文鼓勵別人依靠
神，在困境時，你也可用它鼓勵自己依靠神。
這是神今天給我們每個人的話語：「那傳福音、宣布平安、傳美
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對錫安說“你的 神作王了＂的，他的
腳蹤在山上多麼的美！聽啊！你守望者的聲音。他們都揚起聲
來，一同歡呼，因為耶和華歸回錫安的時候，他們必親眼看見。
耶路撒冷的廢墟啊！你們要發聲，一同歡呼。因為耶和華安慰了

他的子民，救贖了耶路撒冷。耶和華在萬國的眼前，顯露他的聖
臂，地極的人必看見我們 神的拯救。」(以賽亞 52：7-10)
我記得當天使宣告主耶穌降世時，祂們高唱：「看哪！我報給你
們大喜的信息，是關於萬民的，今天在大衛的城裡，為你們生了
救主，就是主基督。」(路加 2：10-11)當神為祂的子民作工時，
天使也因神所作的而感到興奮，在天堂裡祂們為神的計劃歡喜快
樂，因為耶穌來到世界，為的是要釋放祂的子民得自由。
我們要看看神為人類最初所定下的生命計劃，現在讓我們先從亞
當開始。
亞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是完美的，也是聖潔的。他本與神
有完全的團契溝通，但後來他卻選擇不順從神、疏離神、甚至不
得歸回。人與神不再同行，卻要彼此分隔，人類將要在永遠中消
失，但在此非常之際，神立刻為祂的子民安排一個救贖計劃，使
他們可以與祂自己和好。神的救贖計劃先由人類始祖亞當開始，
及後神不斷呼召祂的子民，可惜他們都叛逆祂，偏行己路。直至
挪亞的世代，因人類罪惡滔天，又不願尋求主，神決意重新開始
人類的歴史。
當時除了挪亞一人之外，沒有人尋找神。神指示挪亞建造一艘方
舟，因為神在那時預備要用洪水滅絕世人，挪亞及他的家人卻因
方舟得拯救，神救了每種的動物，每樣一對，衪吩咐挪亞將這些
動物帶進方舟。神重新開始衪的創造，希望人類能甘心樂意地回
應對祂的愛。
過了一段時間，神開始分別出並建立一群子民，讓他們愛慕、尊
崇及讚美祂。因此，神揀選了一個人，給他起名亞伯拉罕，應許
他的後代必會成為大國，並且會統治其他國家，這個應許是亞伯
拉罕已經七十五歲、他太太撒拉不能生育的情況下所賜下的。他
選擇相信神，不相信他週遭的環境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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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伯拉罕一百歲的時候，主神蹟地賜予他一個兒子，名叫以
撒，亦即「歡笑」的意思，這是一個貼切的名字，因為亞伯拉罕
及撒拉對神這個應許當初確感到有點稀奇可笑， 但神的智慧往
往被人看作愚拙的。以撒有一個兒子，而神的應許不斷出現，那
兒子先被以撒起名為雅各，後來神改他的名字為「以色列」。
強大的以色列國是由雅各開始的，他和兒女們先進入埃及地為奴
僕，後得蒙神不止息的愛臨到他們，神不斷呼召領袖帶領衪的子
民當走的路，離開埃及。
摩西是其中之一的領袖，以色列的兒女們受役於埃及領袖之下，
過着奴隸的生活。因此，神要釋放衪的子民得自由，這就是眾所
皆知的「出埃及記」。神透過摩西在法老王面前表明自己是全能
的主宰，神透過大能的神蹟奇事表明要讓自己的子民得自由。
神要在列國中召以色列人一起離開埃及。事實上，神的祝福很
大，以致埃及人都喜歡他們離去，且這些子民成為顯赫有名的民
族，列國看到以色列人便知道他們的神是獨一的真神，別國的神
是無一能相比的。神透過「逾越節」叫衪的子民得自由，就是派
遺滅命的使者擊殺埃及每户家庭頭生的子女及牲畜。
神應許祂的子民，只要他們要預備一隻健康沒有殘疾的羊羔，一
個家庭一隻羊，並將羊血塗在房屋左右的門框和門楣上，滅命的
使者就不會傷害被血所蔭庇的人。逾越節過後，神賜給了他們各
種不同的珍貴財物(出埃及記 12 章)。
神不但解放了他們，奇事神蹟也不斷隨着他們：神為要讓祂的子
民從埃及人手中脫險，命令紅海分開；神為要讓祂的子民在曠野
中安全走路，在日間祂預備雲柱，在夜間預備火柱，在他們前面
引路，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歡呼快樂。

然而，出埃及的第一代子民經常不順服，甚至背叛神，他們是埋
怨、頑固和叛逆的人民，後來都死在曠野，因為他們不相信神的
應許，第二代的子民終歸進入迦南的土地，那就是神在很早之前
就分別為聖，應許要賜給他們的地方。
他們居住在那地並以神為樂，他們戰勝敵人，因神與他們同在。
神繼續以奇妙的方法建立祂的子民，但他們卻常常遠離神，背叛
祂，且偏行己路。
神一次又一次建立領袖，帶領人民明白唯有上帝是獨一的真神，
他們必須除去一切的偶像，後來興起的領袖就是士師和先知。
當以色列人在曠野中漂泊生活時，神為他們定下了律法，好讓他
們知道何謂美善之道。在西乃山上，祂賜下十誡給他們，使他們
明瞭祂的心意，順從祂，從而蒙祂的祝福。若他們不遵從神的心
意，他們就不能蒙神的祝福，這是神當時為他們所預備的蒙福途
徑。先知不斷教導以色列人，若要得到生命，他們是需要神，並
且要倚靠祂。
在以賽亞書 52：13，我們看到一段神預先的應許，就是祂會一次
過完全釋放祂的子民，經文是這樣說：「我的僕人必行事亨通，
他必受尊崇，被高舉，成為至高。」換句話，神要差派一個僕人
受尊崇及被高舉，祂不單代替我們擔當苦難，而且叫我們得着自
由。
「許多人怎樣因你而驚奇（因為他的容貌毀損得不像人，他的形
狀毀損得不像世人），照樣，他也必使多國的人驚異，君王要因
他閉口不言，因為從未向他們述說過的事，他們必看見；他們從
未聽過的，他們要明白。」(以賽亞書 52：14-15)神的應許已在數
百年前預先告訴了我們，且不斷地在衪的子民中動工，直至這應
許成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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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相信我們所傳的？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露呢？他在耶和
華面前如嫩芽生長起來，像根出於乾旱之地；他沒有佳形，也沒
有威儀，好叫我們仰慕他；他也沒有美貌，使我們被他吸引。他
被藐視，被人拒絕，是個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個被人
掩面不看的人一樣；他被藐視，我們也不重視他。原來他擔當了
我們的病患，背負了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打，被 神
擊打和苦待了。然而他是為了我們的過犯被刺透，為了我們的罪
孽被壓傷；使我們得平安的懲罰加在他身上，因他受了鞭傷，我
們才得醫治。我們眾人都如羊走迷了路，各人偏行己路；耶和華
卻把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書 53：1-6)
這是神的應許，衪預先告訴我們，耶穌要來釋放神的子民。再看
約 10：10，我們就會發現，在這應許的數百年後，耶穌說明：
「賊
(撒但)來了，不過是要偷竊、殺害、毀壞」
。撒但是起初引誘人犯
罪，牠是該負上責任的原兇，但可惜人刻意選擇遠離神，神卻為
人提供一個回轉歸衪的方法，衪主動地尋找世人。
耶穌說：「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如果不是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裡去。」(約 14：6)。耶穌又說：「我來了，是要使羊得
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約 10：10)。我們明白「耶穌」這名
的意思是救主，衪來到世間為要赦免我們的罪。

事情，我們看到耶穌表明神真實的性情，衪表明了神的愛、審判、
公義和憐憫，衪向我們表明了神真實的樣式，從馬太福音 8:16-17
的描述來看，主耶穌正是應驗神在以賽亞書 53 章對人類的應許。
馬太福音 8:16-17 這樣說：
「到了黃昏，有些人帶了許多被鬼附的
人來見耶穌，他只用一句話就把污靈趕出去，並且醫好了所有患
病的人。這樣正應驗了以賽亞先知所說的：『他親自除去我們的
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
我們明白耶穌是神應許的應驗。衪來世界數百年之前，神已預言
耶穌要在衪的子民中作工，就是要釋放在靈性上、身體上、和情
緒上有軟弱的人。透過耶穌的醫治，我們看見神真的憐憫世人，
衪愛衪的子民，並叫他們得自由。
路加福音 4：18-19 讓我們清楚了解耶穌的事奉。在路加福音 4：
18-19，耶穌宣告以賽亞的預言已經應驗：「主的靈在我身上，因
為他膏我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擄的得釋放，瞎
眼的得看見，受壓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悅納人的禧年。」

「罪」這個字的真正意思是與神隔離，我們與生俱來的本質是完
全與神分開、與神分隔，我們的行為就正好反映出這現象；耶穌
來為要使人與神的關係和好，藉着衪，我們可以成為神的兒女，
不再作那惡者的兒女。耶穌的另一名字是「以馬內利」，亦即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神(耶穌)以人的樣式來到人的中間，衪本
是神，卻甘願屈尊降卑，以人的樣式行事，為的是要釋放我們，
使我們得到自由。

耶穌來為要見證天父，使我們能得神的生命。在彼得前書 3：
「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
18-22，我們可以找到耶穌所作更多的事：
你們的罪死了，就是義的代替不義的，為要領你們到 神面前。
就肉體的方面說，他曾死去；就靈的方面說，他復活了；他藉這
靈也曾去向那些在監管中的靈宣講，他們就是挪亞建造方舟的日
子、 神容忍等待的時候，那些不順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
著水得救的人不多，只有八個。這水預表的洗禮，現在也拯救你
們：不是除去肉體的污穢，而是藉著耶穌基督的復活，向 神許
願常存純潔的良心。基督已進到天上，在 神右邊，眾天使、有
權勢的、有能力的，都服從了他。」

我們必須清楚明白，耶穌比一位老師、一位偉大的先知更重要，
衪本身就是神，衪道成肉身–與我們一起。在福音書中所發生的

換言之，天上、地上、地底下一切的，都要屈膝耶穌的名，因父
神已把耶穌基督升為至高，成為萬有之主。(腓立比書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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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前書 4：6，我們也讀到，耶穌死後，衪去向那在監中(地
獄)被擄的宣告得勝的訊息：
「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
們，好使他們的肉體受了人要受的審判，他們的靈卻靠 神活
著。」
換言之，福音(關於耶穌的好消息)曾傳過給監中(地獄)的人，神
給予每個在耶穌來到世界前已死去的人，有接受耶穌為主及得神
生命的機會，之後，耶穌從死裡復活，成為萬王之王，因耶穌的
名，天上、地上、地底下一切的，都無一不屈膝跪拜衪。
神憐憫我們這些被視作外族的，本不是神的以色列選民的，使我
們這些外來的插枝入在葡萄樹上(衪生命的計劃)。換言之，神給
予我們的生命，是與衪的選民以色列人的一樣，只要我們口裡承
認耶穌基督為主，確認我們需要主掌管我們的生命，我們現在便
能為神而活，不是為自己而活(羅馬書 10：9-10)，神已給予我們
這個權利和生命了。
我們要看看神到底將甚麼給了以色列人，我們知道今天有很多猶
太人，仍是拒絕主的。我們想知道在這裡有甚麼事情發生，為何
會經常發生。
讓我們看羅馬書 11：20-28，這裡說：「不錯，他們因為不信而
被折下來(所指的是猶太人)，你因著信才站立得住(所指的是外邦
人)。只是不可心高氣傲，倒要存畏懼的心。神既然不顧惜那本
來的樹枝，也不會顧惜你。所以要留意 神的恩慈和嚴厲：對跌
倒的人，他是嚴厲的；對你，只要你繼續在他的恩慈裡，他是恩
慈的；不然的話，你也會被砍下來。至於他們，如果不是繼續不
信，他們仍然會被接上去，因為 神能夠把他們再接上去(所指
的是以色列人)。你這從野生的橄欖樹上砍下來的，尚且可以不
自然地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那些本來就有的樹枝，不是更能夠
接在原來的橄欖樹上嗎？(所指的是那些神原先要賜他們生命的
猶太人)

「弟兄們，我不願意你們對這奧祕一無所知，免得你們自以為聰
明。這奧祕就是以色列人當中有一部分是硬心的，直到外族人的
全數滿了；這樣，全以色列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拯救者必
從錫安出來，除掉雅各家的不敬虔的心；我除去他們罪惡的時
候，就與他們立這樣的約。就福音來說，因你們的緣故，他們是
仇敵；就揀選來說，因祖宗的緣故，他們是蒙愛的。」(那些祖
宗是指亞伯拉罕、以撒及雅各，神應許他們會成為偉大國家的祖
宗，他們的子孫亦會蒙神祝福。)
「因為 神的恩賞和呼召是決不會反悔的(換言之，神不會改變
衪起初定意要救衪子民的計劃)。正如你們從前不順服 神，現
在卻因著他們的不順服，你們倒蒙了憐憫；照樣，他們因著你們
所蒙的憐憫，現在也不順服，使他們現在也可以蒙憐憫。」(羅
馬書 11：29-31)
在神無窮的智慧計劃中，衪任憑猶太人的心剛硬，他們因而未有
接受耶穌，但卻反讓我們(外邦人)得到神的生命。在神的憐憫中，
神最終亦會叫他們得着起初為他們在耶穌基督裡所預定的救
恩。「因為 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不順服之中，為了要憐憫所有
的人。神的豐富、智慧和知識，是多麼高深啊！他的判斷是多麼
難測，他的道路是多麼難尋！『誰知道主的心意，誰作過他的參
謀？』 『誰先給了他，以致他要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
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羅
馬書 11：32-36)
我們也知道耶穌基督會再來，並且這個再來的日子已經迫近，撒
但這群墮落的天使及所有不信的人會受到永遠的刑罰(看啟示錄
20 至 21 章及馬太福音 25 章)。耶穌要救一切凡呼求衪名及接受
衪為主的人，靠着耶穌的名，我們能得永遠的生命並與神一起。
當你接受耶穌進入你心的那一刻，神的生命便進入你的生命裡，
你亦步入神的計劃中，從太初開始，神知道當你聽到衪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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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衪便會觸摸你的心，你亦會回應：「主，求你赦免我，我需
要你耶穌，請進入我的生命裡，我承認你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
神由太初開始就知道你會進入衪的生命裡，衪也在太初開始就知
道你需要衪的生命，並且衪知道你會接受耶穌得着衪的生命的
(以弗所書 1：3-14)。
耶穌會再來，衪會叫所有不呼求衪名的進入火湖，這是聖經所說
的，這不代表神不愛每個人，但事實卻不是每個人都願意接受神
的拯救吧。
為甚麼他們不願意呢？神的心意是不願一人沉淪，仍願人人得救
(彼得後書 3：9)，但可惜不是每個人都願意相信神的道是真實的，
聖經說：「不信的人，罪已經定了…… 世人因自己的行為是惡
的，不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約翰福音 3：
16-20)。
簡言之，我們即或有耶穌在心中，即或沒有；我們即或得救，即
或未有；我們即或有神的生命，即或沒有。我們若有神的生命，
我們會為神而活，耶穌說：
「你們若愛我，你們就必為神而活。」
耶穌說：
「你們若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令。」(約翰福音 14：15)，
又說：「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了，並且他的誡命不是
難守的。」(約翰一書 5：3)
只要我們遵守神的吩咐，豐盛的生命便會臨到每個境况。耶穌會
快來，衪已為我們預備了地方，衪在等候，衪會再來並且接我們
到衪的地方。(約翰福音 14：1-4)。
我對耶穌的再來感到興奮，我期望那日的來臨，但與此同時，你
和我應以天父的事為念，努力讓人聽聞此福音大喜的訊息。這福
音是神給衪的選民的，好叫他們一同進入神的生命計劃中。我們
務必與人分享「神愛世人」這個千真萬確的訊息。我們的神作王
了！耶穌基督是主！如果你不能肯定自己是否有神在你生命中

的計劃，我們鼓勵你禱告神，並接受從耶穌而來這個新而且豐盛
的生命。
你只要簡單地這樣開聲祈禱：「親愛的天父，奉耶穌的名，我承
認過往我的生命是與祢分離的，請祢原諒我，現在我知道祢因愛
我，所以差了主耶穌來為我死，並從死裡復活過來，因而我能得
到祢在我生命中的計劃，謝謝祢。親愛的主，藉着耶穌的血，請
赦免我的過犯，並進入我的生命裡。我現在口裡承認耶穌為我的
主，心裡相信衪從死裡復活，在此刻我亦與你一樣，從舊的生命
進入新的生命，謝謝祢天父，因祢的愛使我成為祢的兒女，並進
入祢的生命計劃，且永遠與祢一起。」(約翰福音 3：16-18, 5：9-13；
羅馬書 10：9-10；哥林多前書 5：17-22)
當從天降臨有發令的聲音，有天使長的呼聲，還有神的號聲，我
們與天使一起被提見耶穌，那刻將會是何等大的喜樂！你看到那
些在已死去的信徒會先復活，並在空中與主相會時，當你站着驚
歎在看此奇景時，你的必死體軀會頓然變成永不死亡的新的靈
體，你也會上升在空中與主耶穌相會。(帖撒羅尼迦前書 4：13-18；
哥林多前書 15：42-55[特別是 51-52]；路加福音 24：36-42)
天地都會廢去，屆時所有人都要站在神面前被審判，生命冊會被
揭開，所有信主耶穌及守衪命令的人的名字都會被寫在生命冊上，
他們將會得蒙救贖，所有拒絕主耶穌及不順服衪的人會在白色寶
坐前受審並被判掉入火湖與撒但一起受永遠的刑罰。(啟示錄
20：7-15；馬太福音 7：21-23, 25：31-46)
請想像一下！在你眼前，神造了新天新地，在神為你預備的生命
計劃中，你會看到神所造的新的耶路撒冷會從天而降，從此以
後，你要面對面永遠看到主！榮耀歸神！(啟示錄 21 至 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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