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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神在你生命中是有计划的。我们时常教导人，神使我们成
为衪的使者，并且要我们在衪的世界中与人分享衪的爱。在此本
小册子，我们将会看到神在创造世界以先，衪已计划了拯救你和
我，我们实在要为此而赞美神、荣耀神，这也是一个令人多么兴
奋快乐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分享诗篇 11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正直人的议会
中和大会里，我要全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伟大，喜爱他
作为的人都努力查究。他的作为满有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永远
长存。他使人记念他所行的奇事；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他赐
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永远记念自己的约。他向自己的子民彰显
大能的作为，把列国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作的都是诚实和公正；
他的训词都是可信靠的。他的训词是永远确定的，是按着信实和
正直制订的。他向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他命定自己的约，直到
永远；他的名神圣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是这样行
的都是明智的。耶和华该受赞美，直到永远。」
我想和你分享一些你会感到有兴趣及对你十分重要的事情，在以
赛亚 52：7-10，当我们谈到神在祂子民的生命计划时，这经文能
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每一次你可用这段经文鼓励别人依靠
神，在困境时，你也可用它鼓励自己依靠神。
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个人的话语：「那传福音、宣布平安、传美
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对锡安说“你的 神作王了＂的，他的
脚踪在山上多么的美！听啊！你守望者的声音。他们都扬起声来，
一同欢呼，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
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发声，一同欢呼。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

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显露他的圣臂，
地极的人必看见我们 神的拯救。」(以赛亚 52：7-10)
我记得当天使宣告主耶稣降世时，祂们高唱：「看哪！我报给你
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戴维的城里，为你们生了
救主，就是主基督。
」(路加 2：10-11)当神为祂的子民作工时，天
使也因神所作的而感到兴奋，在天堂里祂们为神的计划欢喜快
乐，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为的是要释放祂的子民得自由。
我们要看看神为人类最初所定下的生命计划，现在让我们先从亚
当开始。
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是完美的，也是圣洁的。他本与神
有完全的团契沟通，但后来他却选择不顺从神、疏离神、甚至不
得归回。人与神不再同行，却要彼此分隔，人类将要在永远中消
失，但在此非常之际，神立刻为祂的子民安排一个救赎计划，使
他们可以与祂自己和好。神的救赎计划先由人类始祖亚当开始，
及后神不断呼召祂的子民，可惜他们都叛逆祂，偏行己路。直至
挪亚的世代，因人类罪恶滔天，又不愿寻求主，神决意重新开始
人类的歴史。
当时除了挪亚一人之外，没有人寻找神。神指示挪亚建造一艘方
舟，因为神在那时预备要用洪水灭绝世人，挪亚及他的家人却因
方舟得拯救，神救了每种的动物，每样一对，衪吩咐挪亚将这些
动物带进方舟。神重新开始衪的创造，希望人类能甘心乐意地响
应对祂的爱。
过了一段时间，神开始分别出并建立一群子民，让他们爱慕、尊
崇及赞美祂。因此，神拣选了一个人，给他起名亚伯拉罕，应许
他的后代必会成为大国，并且会统治其它国家，这个应许是亚伯
拉罕已经七十五岁、他太太撒拉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所赐下的。他
选择相信神，不相信他周遭的环境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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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主神迹地赐予他一个儿子，名叫艾萨
克，亦即「欢笑」的意思，这是一个贴切的名字，因为亚伯拉罕
及撒拉对神这个应许当初确感到有点稀奇可笑， 但神的智慧往
往被人看作愚拙的。艾萨克有一个儿子，而神的应许不断出现，
那儿子先被艾萨克起名为雅各布，后来神改他的名字为「以色
列」。
强大的以色列国是由雅各布开始的，他和儿女们先进入埃及地为
奴仆，后得蒙神不止息的爱临到他们，神不断呼召领袖带领衪的
子民当走的路，离开埃及。
摩西是其中之一的领袖，以色列的儿女们受役于埃及领袖之下，
过着奴隶的生活。因此，神要释放衪的子民得自由，这就是众所
皆知的「出埃及记」。神透过摩西在法老王面前表明自己是全能
的主宰，神透过大能的神迹奇事表明要让自己的子民得自由。
神要在列国中召以色列人一起离开埃及。事实上，神的祝福很大，
以致埃及人都喜欢他们离去，且这些子民成为显赫有名的民族，
列国看到以色列人便知道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别国的神是无
一能相比的。神透过「逾越节」叫衪的子民得自由，就是派遗灭
命的使者击杀埃及每户家庭头生的子女及牲畜。
神应许祂的子民，只要他们要预备一只健康没有残疾的羊羔，一
个家庭一只羊，并将羊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灭命的
使者就不会伤害被血所荫庇的人。逾越节过后，神赐给了他们各
种不同的珍贵财物(出埃及记 12 章)。
神不但解放了他们，奇事神迹也不断随着他们：神为要让祂的子
民从埃及人手中脱险，命令红海分开；神为要让祂的子民在旷野
中安全走路，在日间祂预备云柱，在夜间预备火柱，在他们前面
引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欢呼快乐。

然而，出埃及的第一代子民经常不顺服，甚至背叛神，他们是埋
怨、顽固和叛逆的人民，后来都死在旷野，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
应许，第二代的子民终归进入迦南的土地，那就是神在很早之前
就分别为圣，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方。
他们居住在那地并以神为乐，他们战胜敌人，因神与他们同在。
神继续以奇妙的方法建立祂的子民，但他们却常常远离神，背叛
祂，且偏行己路。
神一次又一次建立领袖，带领人民明白唯有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他们必须除去一切的偶像，后来兴起的领袖就是士师和先知。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泊生活时，神为他们定下了律法，好让他
们知道何谓美善之道。在西乃山上，祂赐下十诫给他们，使他们
明了祂的心意，顺从祂，从而蒙祂的祝福。若他们不遵从神的心
意，他们就不能蒙神的祝福，这是神当时为他们所预备的蒙福途
径。先知不断教导以色列人，若要得到生命，他们是需要神，并
且要倚靠祂。
在以赛亚书 52：13，我们看到一段神预先的应许，就是祂会一次
过完全释放祂的子民，经文是这样说：「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
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换句话，神要差派一个仆人
受尊崇及被高举，祂不单代替我们担当苦难，而且叫我们得着自
由。
「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他的形
状毁损得不像世人），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异，君王要因
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
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书 52：14-15)神的应许已在数
百年前预先告诉了我们，且不断地在衪的子民中动工，直至这应
许成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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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
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佳形，也没
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
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
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
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 神
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
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
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
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 53：1-6)
这是神的应许，衪预先告诉我们，耶稣要来释放神的子民。再看
约 10：10，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应许的数百年后，耶稣说明：
「贼
(撒但)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撒但是起初引诱人犯
罪，牠是该负上责任的原凶，但可惜人刻意选择远离神，神却为
人提供一个回转归衪的方法，衪主动地寻找世人。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约 14：6)。耶稣又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
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我们明白「耶稣」这名
的意思是救主，衪来到世间为要赦免我们的罪。

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表明神真实的性情，衪表明了神的爱、审判、
公义和怜悯，衪向我们表明了神真实的样式，从马太福音 8:16-17
的描述来看，主耶稣正是应验神在以赛亚书 53 章对人类的应许。
马太福音 8:16-17 这样说：
「到了黄昏，有些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
人来见耶稣，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污灵赶出去，并且医好了所有患
病的人。这样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亲自除去我们的
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们明白耶稣是神应许的应验。衪来世界数百年之前，神已预言
耶稣要在衪的子民中作工，就是要释放在灵性上、身体上、和情
绪上有软弱的人。透过耶稣的医治，我们看见神真的怜悯世人，
衪爱衪的子民，并叫他们得自由。
路加福音 4：18-19 让我们清楚了解耶稣的事奉。在路加福音 4：
18-19，耶稣宣告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
为他膏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
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

「罪」这个字的真正意思是与神隔离，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质是完
全与神分开、与神分隔，我们的行为就正好反映出这现象；耶稣
来为要使人与神的关系和好，藉着衪，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不再作那恶者的儿女。耶稣的另一名字是「以马内利」
，亦即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耶稣)以人的样式来到人的中间，衪本
是神，却甘愿屈尊降卑，以人的样式行事，为的是要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到自由。

耶稣来为要见证天父，使我们能得神的生命。在彼得前书 3：
18-22，我们可以找到耶稣所作更多的事：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
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 神面前。
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他藉这
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
子、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
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
们：不是除去肉体的污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 神许
愿常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进到天上，在 神右边，众天使、有
权势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耶稣比一位老师、一位伟大的先知更重要，
衪本身就是神，衪道成肉身–与我们一起。在福音书中所发生的

换言之，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都要屈膝耶稣的名，因父
神已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成为万有之主。(腓立比书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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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前书 4：6，我们也读到，耶稣死后，衪去向那在监中(地
狱)被掳的宣告得胜的讯息：
「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
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 神活
着。」
换言之，福音(关于耶稣的好消息)曾传过给监中(地狱)的人，神
给予每个在耶稣来到世界前已死去的人，有接受耶稣为主及得神
生命的机会，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因耶稣的
名，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都无一不屈膝跪拜衪。
神怜悯我们这些被视作外族的，本不是神的以色列选民的，使我
们这些外来的插枝入在葡萄树上(衪生命的计划)。换言之，神给
予我们的生命，是与衪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一样，只要我们口里承
认耶稣基督为主，确认我们需要主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便
能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罗马书 10：9-10)，神已给予我们
这个权利和生命了。
我们要看看神到底将甚么给了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犹
太人，仍是拒绝主的。我们想知道在这里有甚么事情发生，为何
会经常发生。
让我们看罗马书 11：20-28，这里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而
被折下来(所指的是犹太人)，你因着信才站立得住(所指的是外邦
人)。只是不可心高气傲，倒要存畏惧的心。神既然不顾惜那本
来的树枝，也不会顾惜你。所以要留意 神的恩慈和严厉：对跌
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你，只要你继续在他的恩慈里，他是恩
慈的；不然的话，你也会被砍下来。至于他们，如果不是继续不
信，他们仍然会被接上去，因为 神能够把他们再接上去(所指
的是以色列人)。你这从野生的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可以不
自然地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那些本来就有的树枝，不是更能够
接在原来的橄榄树上吗？(所指的是那些神原先要赐他们生命的
犹太人)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对这奥秘一无所知，免得你们自以为聪
明。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硬心的，直到外族人的
全数满了；这样，全以色列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拯救者必
从锡安出来，除掉雅各布家的不敬虔的心；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
候，就与他们立这样的约。就福音来说，因你们的缘故，他们是
仇敌；就拣选来说，因祖宗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那些祖
宗是指亚伯拉罕、艾萨克及雅各布，神应许他们会成为伟大国家
的祖宗，他们的子孙亦会蒙神祝福。)
「因为 神的恩赏和呼召是决不会反悔的(换言之，神不会改变
衪起初定意要救衪子民的计划)。正如你们从前不顺服 神，现
在却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照样，他们因着你们
所蒙的怜悯，现在也不顺服，使他们现在也可以蒙怜悯。」(罗
马书 11：29-31)
在神无穷的智慧计划中，衪任凭犹太人的心刚硬，他们因而未有
接受耶稣，但却反让我们(外邦人)得到神的生命。在神的怜悯中，
神最终亦会叫他们得着起初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定的救恩。
「因为 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为了要怜悯所有的
人。神的丰富、智能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
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意，谁作过他的参谋？』
『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
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 11：
32-36)
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并且这个再来的日子已经迫近，撒
但这群堕落的天使及所有不信的人会受到永远的刑罚(看启示录
20 至 21 章及马太福音 25 章)。耶稣要救一切凡呼求衪名及接受
衪为主的人，靠着耶稣的名，我们能得永远的生命并与神一起。
当你接受耶稣进入你心的那一刻，神的生命便进入你的生命里，
你亦步入神的计划中，从太初开始，神知道当你听到衪的话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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衪便会触摸你的心，你亦会回应：「主，求你赦免我，我需要你
耶稣，请进入我的生命里，我承认你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神
由太初开始就知道你会进入衪的生命里，衪也在太初开始就知道
你需要衪的生命，并且衪知道你会接受耶稣得着衪的生命的(以
弗所书 1：3-14)。
耶稣会再来，衪会叫所有不呼求衪名的进入火湖，这是圣经所说
的，这不代表神不爱每个人，但事实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神
的拯救吧。
为甚么他们不愿意呢？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仍愿人人得救
(彼得后书 3：9)，但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神的道是真实的，
圣经说：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 3：16-20)。
简言之，我们即或有耶稣在心中，即或没有；我们即或得救，即
或未有；我们即或有神的生命，即或没有。我们若有神的生命，
我们会为神而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你们就必为神而活。
」
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约翰福音 14：15)，
又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
难守的。」(约翰一书 5：3)
只要我们遵守神的吩咐，丰盛的生命便会临到每个境况。耶稣会
快来，衪已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衪在等候，衪会再来并且接我们
到衪的地方。(约翰福音 14：1-4)。
我对耶稣的再来感到兴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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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简单地这样开声祈祷：「亲爱的天父，奉耶稣的名，我承
认过往我的生命是与祢分离的，请祢原谅我，现在我知道祢因爱
我，所以差了主耶稣来为我死，并从死里复活过来，因而我能得
到祢在我生命中的计划，谢谢祢。亲爱的主，藉着耶稣的血，请
赦免我的过犯，并进入我的生命里。我现在口里承认耶稣为我的
主，心里相信衪从死里复活，在此刻我亦与你一样，从旧的生命
进入新的生命，谢谢祢天父，因祢的爱使我成为祢的儿女，并进
入祢的生命计划，且永远与祢一起。」(约翰福音 3：16-18, 5：9-13；
罗马书 10：9-10；哥林多前书 5：17-22)
当从天降临有发令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呼声，还有神的号声，我
们与天使一起被提见耶稣，那刻将会是何等大的喜乐！你看到那
些在已死去的信徒会先复活，并在空中与主相会时，当你站着惊
叹在看此奇景时，你的必死体躯会顿然变成永不死亡的新的灵
体，你也会上升在空中与主耶稣相会。(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哥林多前书 15：42-55[特别是 51-52]；路加福音 24：36-42)
天地都会废去，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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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想象一下！在你眼前，神造了新天新地，在神为你预备的生命
计划中，你会看到神所造的新的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从此以后，
你要面对面永远看到主！榮耀歸神！(啟示錄 21 至 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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