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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讲 爱贯穿圣经 

 

基督徒大部分人都同意，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因为约翰福音明明

地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约 1：17） 

那有的人据此就说，旧约与新约的神不是同一位，或者说两者本性不同，当然这

是错误的。但是乍看起来的确如此，乍看起来透过摩西借着律法，率领以色列人奔向

迦南地的耶和华，跟新约里边道成肉身，靠着恩典救赎各族人进天国的耶稣，看起来

不是一回事。 

还没有信主的知识分子，他们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不是同一位神似的，包

括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他当时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父，我父性情如烈火，耶稣是

我的师兄，师兄心地太善良，太仁慈，不能成大事。 

耶和华好像偏重公义和圣洁，耶稣却以爱为本，满怀怜悯。但是这只是表象。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实质上耶和华跟耶稣是一样，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

存。（诗 136:1） 

 

 

第一节 神本性一致 

 

作为一个基督徒，而不是犹太教徒，我们无条件地接受耶稣所说的：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约 14：9-11）  

我与父原为一。 

  (约 10：30） 

我们特别坚信耶稣的话，就是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而且父是借着耶稣显

明他自己的本相。我们承认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真实而完全地表明了神。就是约

翰福音一章 18 节讲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约 1：18) 

他是神本体的真像，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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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上帝什么样，以耶稣为准。如果有人认为耶和华跟新约的耶

稣有差异的话，那么你要千方百计地去找到那个本像，那个真实的原貌，就是耶稣。 

你不能说旧约的耶和华是律法的神，耶稣新约是恩典的神，No,你不能这么讲。 

新旧约一致，耶和华跟耶稣一致，三位一体的神一致。这个一致的标准是什么

呢？标准就是耶稣。因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是

约翰福音一章 17节讲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包括旧约的亚伯拉汗没见过，摩

西也没见过，摩西见的是荆棘中的火，还有他们见的是神的使者，而不是神本体，因

为神本体是看不见的，他是灵。那么圣灵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因为他无形无相。 

这就是为什么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他里面，

就是说这个有形有体多么重要啊！就是变成人的形状，有形有体，不仅有形有体，耶

稣还特别强调，我是有血有肉，就是有你人的性情在里头。 

这样的话，上帝就让我们能看见了。唯有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表明了出来。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说到底只有耶稣是可看、可听、可摸、可吃、可喝、可效

法、可跟随的上帝。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其他的宗教没有道成

肉身这个东西，只有我们督教有道成肉身，我们要看整个圣经的一致性，耶和华跟耶

稣的一致性，旧约新约的一致性，律法跟恩典的一致性。看这些一致性的时候，那个

一致性的标准在哪里？以什么为尺度？以耶稣为尺度。 

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讲，要唯独基督，唯独基督。那保罗更不用

说，保罗一生所强调的，所奋斗的，所争辩的，就是唯独基督，别的都是粪土。 

我们从来不认识他，现在我们认识他，就是指神。是借着耶稣认识的。所以我们

可以这么说，旧约是仰望耶稣，新约是显明耶稣，新旧约一起来见证耶稣。 

耶稣自己说的，这经你们查考是吧？就是给我做见证的。整本圣经是见证耶稣，

见证神就是爱。 

旧约也见证了神就是爱吗？ 

很多人觉得怀疑，旧约充满了那么残酷的事。所多玛、蛾摩拉、迦南地，摩西一

天就击杀了三千犹太人，而且是以耶和华的名义。所以很多人对旧约也见证神就是

爱，不理解。 

但是我今天要说，即使在严厉的律法下，即使在慌恐的人心深处，神大爱的本性

也没有隐藏。本性，我说的是本性是爱，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 136：1） 

本为善，这句话多处重复，特别是诗篇 136篇，这首诗一共 26小节， 26个小节

里边的最后一句话全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

存。 

当时的环境非常残酷，律法很无情，犹太人很软弱无助，怎么办？他们就紧紧抓

住神的本性，神的大爱的本性，一遍一遍地大声地呼喊，彼此坚固信心。就好像在被

击打、被管教、被惩罚、被围剿，压力重重，没有指望的时候，大家就彼此喊，我们

的神本为善，我们的神本为善神，神哪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这是一种

宣告、盼望，提醒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对神失去信心！而且也是呼求神。神哪，你

的本性，你是我的父亲，你的本性我们知道，是爱我们，你不会让苦难过于长久，你

不会让我们骨头压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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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讲，旧约里边，根本没有隐藏耶和华的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这个本

就是本性，神的本性。这个善就是爱。 

犹太人坚信神的本性就是爱。这个爱就是他们的盼望，就是他们的亮光，就是他

们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只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残酷的环境下，他们抓住神的本性

不放，所以他们的先知就预言说，代表神本性的那个恩典的耶稣，那个基督，那个弥

赛亚，1会来的！虽然现在是靠律法，这么残酷这么无情这么严厉，但是神的本性是

爱，神的本性是借着弥赛亚要显现出来。你看凡是旧约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先知们宣

告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时候，弥赛亚都是恩典的象征。 

下面我要讲，律法的时代啊，大卫是一个特殊的人。大卫在律法下看见了恩典，

大卫的诗里边说：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诗 103：8-12） 

 

特别下边这句话：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诗 103：10） 

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不符合律法的。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诗 103：8-14） 

你看看这个大卫，摸神的心意摸得是多透！怪不得圣经上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

人。他首先摸着了神的心意，不管你摩西的律法多么严厉无情残酷，不管大家怎么认

为，大卫认为耶和华是爱，他的爱永远不会离弃，他不会按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尘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的本相，他怜悯我们。 

我相信这些诗句不可能仅仅是大卫一个人的体悟，一定是上帝大爱的本性穿过旧

约的那个幔子，稀稀朗朗地但是很真实地照射出来。 

旧约是被律法的幔子给遮住的，但是神本性恩典慈爱的光还是可以照进来。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圣经前后一致，神的本性一致，都是本为善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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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卫持定神的爱 

 

那么我就讲的第二点是大卫持定神的爱。 

谁要是读懂了大卫的诗，谁就能看见大卫得胜的秘密武器。这武器就是，他持定

神的爱。诗篇第六篇，大卫怎么写的呢，大卫说：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我每夜流泪， 

把床塌飘起， 

把褥子湿透。 

求你可怜我， 

求你医治我， 

求你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耶和华听了我的哀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 

他们必要退后， 

忽然羞愧。 

   （诗 6：1-10） 

你看，即使在犯罪和失败的时候，即使在被责备被击打受惩罚的时候，大卫仍然

是这么坚信神，呼求神，依然这么蔑视仇敌，践踏仇敌，为什么？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知道神就是爱，他知道神爱他，他也知道神爱他，不是因为他可爱，而仅仅因

为神就是爱。这一点很重要。因他的慈爱，他怜悯我。他并不是说，神因我的可爱，

所以他爱我，No。他知道神爱他不是因为他可爱，而仅仅因为神就是爱。 

这就是他的正信，我用这个词，正信，就是正确的信，或者叫信得正确。大卫可

以从神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因为他知道神就是爱，任何时候他都不跟

神隔绝，使他能够吸取神的爱的力量。 

在诗篇里边，大卫很多次以神的爱向自己的心说话，大卫说：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诗 43：5） 

然后接下来，他又在其他的诗里也讲： 

我的心哪，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诗 62：5） 

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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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 103：2） 

注意，两个声音，两个大卫，一个大卫对另一个大卫在说话。我的心哪，你要怎

么怎么着，谁对我的心说话呢？是我的灵，我的灵跟神的灵相通，我的灵比我的心站

得更高，看得更透，更知道神的本相是爱。 

所以当我的心就是我的头脑，我的理智，我的理性，是吧？认为好像神怎么抛弃

我啦，神怎么不管我啦，神这么严厉，神怎么光讲律法等等，这个时候灵对心说，你

糊涂啊你，你短视啊你，你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烦恼，你仰望神，你看看神，神爱

你啊。大卫很奇妙，他从小就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知道的。他再艰难的时候，他的

灵不倒下，他的心困乏，他的心迷糊，他的灵不迷糊不困乏。  

一个朋友，他精神上有一些忧郁，不能自拔，而且有时候很严重的时候，我就教

他这个办法。我说，你像大卫一样，你要对自己的心说话，当你忧郁躁郁，要发作的

时候，你就用灵向心说话，我的心哪你不能发作，你不能燥郁，要仰望神，神是你的

平安。 

这种宣告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一个刚才我说的正信基础上，正信就是你信得

正确，你相信神，你知道神，你确认神是爱，不要受任何魔鬼撒旦的欺骗！魔鬼撒旦

会欺骗你说，神不爱你了，你看你这个样子神怎么会爱你，你别理这一套。 

大卫他只让神的爱做他生命的基石。基督徒我们最喜欢的诗篇第 23 篇，我们大家

都会背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诗 23） 

这首诗大家都非常喜欢！为什么喜欢？因为这是一首慈爱恩典的诗，是信心力量

的诗，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犹豫，百分之一都没有。从头到尾，从第一句话到最

后一句话，百分之百的信神，而且信神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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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断定，当这一首诗在圣灵的感动下，从大卫的心底涌现出来的时候，他

一生得胜，讨神喜悦的命运的这个根基，就奠定了！谁也打不垮大卫了。大卫说，我

死荫的时候神都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的，在敌人面前，他会为我摆设宴

席，我一生必有什么...那个口气！绝对的爱，绝对的不离弃，绝对的信。 

难怪神指着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徒 13：22）神就喜欢这种人。神喜欢

像小孩子一样。大卫击鼓跳舞的时候脱了衣服跳，你说这成何体统，但是他那个单

纯，在神面前那个信心，神喜悦。耶稣也说，你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从来不

怀疑父母的爱的，从来不怀疑的。你打了他以后，他还会一会儿就到你身边来跟你和

好了。我女儿就这样，我小时候对她严厉得要命，打得她屁股都肿起来了，过不了一

会就 Daddy,Daddy 又跟我玩起来了。他妈妈在旁边说没志气。 

大卫知道神的心意，他从来跟神不见外，就是绑在一起了。所以不要说大卫仅仅

是神拣选的一个特例，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像大卫一样信

神靠神，把自己跟神紧紧地绑在一起，也可以像大卫一样，一生得胜，讨神喜悦。 

所以你知道大卫得胜的秘诀，我再问大家一下，我刚才讲了，大卫得胜的秘诀是

什么？相信神就是爱。他不是相信神只爱那些可爱的人，像律法主义的那个观念。他

相信神的本性就是爱。不管我怎么样，神的本性是爱，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他本性

就是爱。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种信念的话，你叫什么基督徒？好像你讨神喜悦被神

爱是因为你可爱一样！这叫宗教，这不叫信仰。 

 

 

第三节 爱先于律法大于先知 

 

第三层意思，爱先于律法大于先知。我现在讲的全是旧约，旧约里的爱。 

什么叫爱先于律法呢？ 

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候，他们比大卫的时候更单

纯，那个时候是先于律法，还没有摩西颁布的这些律法。他们只知道，神就是爱。我

们都知道，这些人都不是圣人，毛病很多的。特别是亚伯拉罕，我们称他是信心之

父，其实他犯的罪，好家伙，现在的人就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只知道神就是

爱！他们不是活在律法下，他们不需要靠自己的义行、善行、德行，来讨神的喜悦，

而是只要相信神的爱，领受神的恩，神就喜悦他们，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 

神要他杀以撒献燔祭的时候，他没有怀疑神的爱，带着儿子就上山。当他带着儿

子上山的时候，绝不是因为害怕神的公义。你读圣经，你读不出一丝害怕来，而是因

为他依然相信，神就是爱，他相信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 22：

14） 

你看这个信心。所以我昨天讲了嘛，就是神让你死，你也要相信神是爱，就是你

埋在土里，你也相信神就是爱。生前死后神都是爱。 

当然后来以色列人悖逆神，导致他的爱不得不以律法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律法

来约束你，管教你，用公义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即便如此的时候，神依然是爱。 

这个爱从哪里表达出来呢，是从借着先知的口，借着先知的口安慰他们，唤醒他

们的盼望，让他们不致于摧垮。 

先知书以赛亚里边，大段大段的安慰，大段大段的盼望，还有大段大段的预言，

预言恩典的救主一定会来，叫至圣者，至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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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看哪！伤心的要被安慰了， 

被掳的要得释放了， 

被囚的要出监牢了， 

犯罪的要被赦免了， 

受压制的将获自由了， 

神悦纳人的禧年就要来临了。 

          （参赛 61：1-2） 

因为罪孽已经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了。 

主说：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赛 54：10） 

这指的就是新约。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弥赛亚。 

犹太的一个学者叫海舍尔，他说：先知的预言高于人类的智慧，而上帝的爱又高

于先知的预言。你们注意，因为这当中有发预言的，看异象的，要知道爱比预言要

高。犹太的拉比很清楚地论述了这种等级关系。  

他们问智慧：罪人该受什么样的惩罚？智慧回答说：祸患追赶罪人。（箴 13：

21）箴言书里的话，这是人的智慧，你要问人的智慧，这个罪人该怎么处理他？智慧

就回答你，祸患，祸患必跟随他，追着他。 

那么接着他们就问预言，问先知，罪人该怎么办？该受什么惩罚？ 先知预言说，

犯罪的灵魂必灭亡。（结 18：4，20）。你看他就高了一层，他只是指灵魂必灭亡，

并不等于马上就报应咒诅。 

那么接下来最后，他们问至圣者，就是基督了。罪人该受什么样的惩罚？至圣者

回答说，让他悔过，罪得赦免。（参约一 1：9）  

这就是区别，只有至圣者才有这个最后赦免的爱。实际上先知，还有人的智慧，

都没有办法理解跟表达神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比他们要高得多得多。至圣者就是耶稣

了，因为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徒 13：38） 

正是由于耶稣来了，我们才看到旧约时代一直局限于犹太人的上帝之名，一下子

星火燎原，传遍天下。这个事实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的。耶稣没来的时候，耶和华的

名只在那几百万犹太人当中，几千年都没有传出去，但是耶稣一来，立刻传遍天下。 

 

 

第四节 福音爱的内核 

 

那么接下来第四层意思，福音的核心是爱。 

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 

那么什么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神的爱，就是耶稣的爱。 

三章 16节，大家都知道： 

神爱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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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 3：16） 

这就是核心。这是福音的核心。这个核心里边的关键词，敏感词就是爱。 

所有的这些话，几句话，都是围绕着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是把他的

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个爱的后果是什么？结果是，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不灭

亡，反得永生。 

福音，Gospel 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好在哪里？这个好消息的好字好

在哪里？你们想想。好消息而不是不好不坏的消息，不是有好有坏的消息，不是好坏

掺杂的消息，而纯粹是好消息。好就好在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只有在无条件这个问题

上才能理解，是纯粹的好消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不仅是好人的好消息，也

是歹人的好消息，不仅是义人的好消息，更是罪人的好消息。 

还有这个福音，福音福音福在哪里？原来神就是爱，原来神一直爱着我们，我们

却不晓得。原来我们不是囚犯，不是乞丐，不是孤儿，不是虚空的虚空，我们是上帝

的儿女。 

还有牧羊人传喜讯的时候说，大喜的信息，喜在哪里？喜也是喜在神来了，不是

按旧约所说的来审判我们，而是来另立新约搭救我们。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约 3：17） 

这是大喜的信息。 

天使一见牧羊人的时候，牧羊人就惧怕。天使呢，一见马利亚的时候，玛利亚也

是惧怕。你看新约的记载，天使向人一显现的时候，人都惧怕，为什么呢，你要考虑

到犹太教的传统，律法时代的心情，是吧？谁敢见神？谁也不愿意老跟法官在一块，

老上法庭啊。但是神总是说，不要怕，不要害怕，我有大喜的信息要告诉你们。 

保罗有一段话，很有浓重的犹太人的味道，但是说得很精辟。他怎么说呢，他

说：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弗 2：4-8） 

其实福音的内核这么简单，就是爱。得到这个福音也这么容易，只要信。这是谁

都做得到的事情。我就常常讲嘛，神不会对我们人类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很难做到。

神的全能就在于，他的要求总是我们能做到的，他不把我们担不起的担子给我们。这

是我讲的福音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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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内核，其实分析来分析去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爱。 

 

 

第五节 使徒爱的见证 

 

从亚伯拉汗到摩西，从摩西到大卫，在旧约时代，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

人。 

那么从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从耶稣到使徒，神的爱就走出以色列，走向

全人类。 

我们看看使徒们是怎么传承耶稣的爱。 

首先是约翰，约翰第一个赋予了这个爱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他喊出了最强音，神

就是爱，而且他不是一次。你们去读约翰一书，他重复地说，过一会说一遍，过一会

说一遍，神就是爱。  

他说： 

爱是从神来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约一 4：7，12） 

你看他把爱提到多高的位置，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中间了，

神住在我们中间没住在我们中间的标志，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爱。他说：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一 4：16） 

这个约翰我们知道，原来是一个性情暴戾的雷子，后来被称为爱的使徒，他的一

生见证了神就是爱，耶稣就是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保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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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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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与我无益。 

 （林前 13：1-3） 

看得出来，保罗似乎竭尽全力，也难以表达爱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你看他用

的这些词，用的这些比喻，把世界上最好的事全用遍了。他说，在爱面前，nothing

什么都不是。他说到天使和先知，说到预言和知识，说到信心和恩赐，说到善行和舍

己，说到这么多令人羡慕的宝贝，这么多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最后话锋一转说，如果

没有爱，这些东西通通什么都不是！ 

我觉得，世界上还有谁比保罗强调爱强调得更绝对，没有，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

人。 

保罗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强调神的爱的绝对，我觉得他不是盲目，也不是极

端，也不是夸张，他有他的根据，根据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了，你们注意啊：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林前 13：8） 

我告诉你，将来莎士比亚全集，什么大英百科全书，全没用，那个时候唯有爱是

永不止息。 

所以他最后概括说： 

如今常存的 

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林前 13：13） 

我这么想，在永恒的天国里，盼望既然已经成真了，就不需要盼望了，是不是？

那个时候，我们跟神面对面，也不需要信心了，上帝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要什么信心

哪。那个时候，唯有爱，是天国里的空气，无数的生命因为呼吸它而成为一体。 

所以说保罗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保罗是有思想的，保罗是一个使徒，是一个传

道人，更是一个思想家。 

还有在罗马书里八章 32节到 38节，那个很著名的一个爱的赞歌。我前天也讲

到，保罗几乎是高声呼喊：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 8：35-39） 

保罗原来叫扫罗，大家都知道的，是个法利赛人逼迫基督徒，后来他变成保罗，

怎么变的？不管有多少因素，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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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使保罗成为扫罗，但是神的恩典使扫罗成为保罗，让保罗成为今天我们所认

识的保罗的，是耶稣基督的爱、恩典。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力争辩论都是为了捍卫核

心的福音，就是恩典的福音。 

 

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就是爱，是借着耶稣基督。若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

上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活在你的爱里，却压根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孤儿，我

们是律法的奴隶，我们在恐惧当中。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

是在神的怀抱里，神永远爱我们，他永远不离不弃地爱我们。因为爱是你的本性，我

们活在你的爱中何等有福，这真是大喜的信息，真是好消息，真是福音！ 

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