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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講   福音的內容

神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說 到 神福音的內容和它的功效，約翰福音第三章16節說：

「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什麼是 神的福音？ 神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命。而永遠的生命從何而來呢？這就是聖經特別注重從永生的 神來

的。因為永生的 神，永遠活著的 神，祂才有永遠的生命。所以生

命在約翰一書第一章2節是這樣說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

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

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所以這節聖經就說明，這個永遠的生命

是在永生的 神裏面，除了永生的 神那裏，沒有擁有這永遠的生命

的地方。所以這個永生 神的命令要藉眾先知的書來傳達一個福音，

讓人信服真道，傳給人一個好消息，叫 神的福音。這福音是什麼

呢？就是 神要給人一個永遠的生命。這就是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3

節所說的：「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那裏有耶和華

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此外還要特別地說， 神不願意人死，因為 神有很多的原始的

計劃，還有很多的奧秘，就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聖經是 神創

造天地萬物、宇宙穹蒼的總說明書。所以聖經除了講福音、講耶穌

基督、講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這些切合人類需要的三大部分之外，

聖經還解釋祂為什麼要創造天地萬物，祂為什麼創造人類，祂為什

麼創造天使，祂為什麼創造這一切東西。祂創造的原因、創造的方

法、創造的功能、創造的目的都有預定的美意，祂有計劃。 神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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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這些奧秘都顯明出來，都一一啟示出來， 神藉眾先知的書來指

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所以要解釋聖經，要懂奧秘，要明

白基督的奧秘、福音的奧秘、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等各種奧秘。

為什麼 神要給人永遠的生命呢？這個奧秘裏就包括很多，比如

包括 神造人的目的， 神創造諸天宇宙萬有的目的， 神造地球的目

的， 神如何造， 神用了多少時間， 神用了什麼材料， 神怎麼樣

設計，都有說明，這就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那麼其實 神造人不

是讓人活幾十年就死了，這不是 神造人的目的， 神造人的目的在

創世記第二、三章就有說明。 神創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園裏，伊甸

園有兩棵樹，一棵叫生命樹，一棵叫做分別善惡樹， 神給人自由意

志，讓人隨意吃園中樹上的果子。但是這裏邊有一個特別的奧秘，

就是 神把一棵生命樹和一顆分別善惡樹放在人的面前，因為園子裏

頭有很多樹，人是在園子當中住，所以面對著這兩棵樹，一棵是分

別善惡樹，一棵是生命樹， 神讓人選。那麼人若吃了分別善惡樹的

日子，人的靈就死了，不是肉體死，是靈與 神隔絕。那麼人若吃了

生命樹的果子，就永遠活著，那就是與 神合而為一，讓 神的生命

進到人裏頭來，人就可以永遠活著不死了，這就是奧秘，並在聖經

開始的時候，就把這奧秘說在裏頭。

人的罪與死

那麼 神給人自由意志，讓人自己選擇，你是吃生命樹呢？還是

吃分別善惡樹呢？這裏邊又有一個奧秘。結果有一個不法隱意的圖

謀，有一個陰暗的勢力，就是魔鬼。魔鬼是天使長墮落變成的，這

是個不法隱意的奧秘，又是另一個奧秘，會在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麼材料造這些東西， 神怎麼造，造的過程等，聖經裏都有說明。

所以這本聖經，不只是 聖經，是福音書，還是永古隱藏不言奧秘

的說明書。所以羅馬書第十六章26節說：「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

而且按著永生 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

道。」所以第一部分是福音，第二部分是耶穌基督，第三部分是永

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其實這些都叫奧秘，福音也是奧秘，耶穌基督

也是奧秘。

福音的奧秘

以弗所書第三章2至3節：「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將關

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

略寫過的。」所以福音也叫做奧秘，假如不加以說明福音，我們懵

懵懂懂地在世界上過日子，認為死亡是固定的，那麼就非死不可，

我們沒辦法，就跟著大家死了。其實聖經告訴我們人可以不死，可

以得到永遠的生命，可以勝過死亡、勝過罪惡，人可以，所以福音

在人類的知識裏說明這個奧秘。不但福音是奧秘，連耶穌基督也是

奧秘，接著第4節：「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這不是福音的奧秘，是基督的奧秘，所以基督也是奧秘。尤其在歌

羅西書第二章2至3節：「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

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 神的奧秘，就是

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裏面藏著。」所以這本聖經

說福音是奧秘，基督是奧秘，那整本聖經解釋萬事萬物的時候都叫

「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所以羅馬書第十六章26節就說：「這奧

秘如今顯明出來」，福音的奧秘、基督的奧秘、永古隱藏不言的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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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那麼人墮落了，人死了，靈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但人的肉體和

魂還活著，人就靠著魂和肉體活著，這樣人就在罪惡裏，所以創世

記第六章說 神的靈不到人裏邊來了，人就屬乎血氣，人就敗壞了行

為，地上就滿了強暴，人所想的盡都是罪惡，就這般光景，這就是

聖經的解說。

福音的內容

然而福音就是 神應許給人永遠的生命，約翰一書第二章25節：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這個「永生」原文是「永遠的生

命」，是一個名詞。有時「永生」兩個字也可以作為形容詞，就是

「永遠活著」。當名詞的話，就是「永遠的生命」，主應許給我們

的就是永遠的生命。那這個永遠的生命在哪裏呢？永生在耶穌基督

裏，在兒子裏面，所以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地上，就把那個永遠

的生命帶來，這就是福音的內容。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

永生 神的子（說兒子是倫理的說法，說生命就是種子。耶穌就是

永生 神永遠生命的種子）賜給我們。那麼耶穌這個永生 神的子道

成肉身，就是耶穌基督。約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與 神

同在，道就是 神，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萬物世界都是祂造的，凡

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

光。」所以永生 神的子，那生命就在子裏邊，永生 神的生命就在

子裏面，這個子後來就道成了肉身。

約翰一書第一章1節：「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

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所以這生命， 神應許

給人永遠的生命已經顯現出來了，這個生命來了，這個永遠的生命來

裏詳細再說明。魔鬼本來是天使長， 神創造了諸天宇宙萬有以後，

還沒有兒子，還沒有造人， 神就把這一切暫時交給天使長管，他是

管家，就是服役的靈，叫「空中掌權者的首領」，這個天使長露西弗

（Lucifer）是頭領，由他去管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不是為魔鬼所造的，而是為兒子造的， 神要有兒

子。 神的兒子要永遠活著，並且要具備很多智慧和能量，要有 神

一切 生命的內容，然後才可以去管這諸天宇宙萬有， 神所創造的

一切，這是 神定意要的。而魔鬼只是一個管家，暫時替 神管理，

等到 神兒子出來後，他就要交班。因此當 神造亞當的時候，預備

讓亞當作兒子，可是必須有永遠的生命才能做 神的兒子，若會死就

不能做 神的兒子，那麼 神就把兩棵樹放在人面前，讓人去自由選

擇，說：「你若吃了生命樹的果子，你就永遠活著，就可以作 神的

兒子，就可以承受 神的產業了。那麼你要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就

會死，你的靈就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你就不能承受那 神的產業，並

且罪還會進來，死也會跟著來，那你就不能承受 神的產業了。」這

個限制就給了魔鬼有可乘之機，魔鬼就化妝成（變成）古蛇來引誘

夏娃，牠不敢引誘亞當，牠就引誘夏娃。那麼夏娃就上當了，就吃

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又給她丈夫吃，丈夫為了愛的關係也吃了，

所以這個故事，這是伊甸園那失樂園的故事。

所以人的罪和死，從一個人進到全部的人類來，世界裏就有了

罪、有了死，就是魔鬼騙人，人用自由意志，沒有按照 神的命令，

聽了魔鬼的話上了當。那麼人不能作 神的兒子，人不能承受產業

的話，魔鬼就可以霸佔，魔鬼就可以在那裏繼續掌權，繼續當家，

繼續管理這幽暗世界，所以這就是聖經背後不法隱意的奧秘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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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板塊，都集在一起，整個陸地加在一起，各各他是位處於其正

當中。所以耶穌就降生在那個地方上，長大在那個地方上，要傳福

音在這個地方上，要把 神給人那永遠的生命在那個地方顯明出來，

祂在那裏被釘在十字架上，公開處死，然後從死裏復活，把這個不

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就這個生命在祂裏頭，在耶穌基督裏頭。

所以耶穌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們要信我，到我

這裏來的就可以得生命」，耶穌一直講這個事，並且在約翰福音第

五章39至40節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知道內中有永生」， 

神在聖經裏答應給你們永生了，「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說這

個聖經是替耶穌基督做見證，為什麼做見證呢？要你們到我這裏來

得生命，「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而祂已把這個永遠

的生命帶來了，所以耶穌在喊：「生命在我，我就是生命。我來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所以 神就把祂這個獨生子、

生命的種子賜給我們，落在地裏死了。

神用無窮的贖有限的

那麼耶穌的死帶來的是什麼呢？帶來了永遠的生命。這個生命

在聖經裏解釋有三個名詞，一個叫「不能壞的生命」，也叫「無窮

的生命」、「永遠的生命」。所以耶穌基督就帶著這個生命來到地

上。祂是什麼呢？祂是種子。所以耶穌說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

了，仍舊是一粒，祂說我就是那種子。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這

個「糧」字在約翰福音第六章33節應當翻譯成「種」，我就是生命

的種，賜生命給世界的。我把那永遠的生命都給你們帶來了，信子

的人有永生，你接受子就有永生，你不接受就沒有了。

了，我們又做見證，將原與父同在。所以這個生命原來是在永生 神

裏邊的，祂是子，太初有道，道就是父懷裏的獨生子，從 神裏面生

出來了，出來以後，祂創造諸天宇宙萬有。這個當中還有一個大的過

程，祂有一個創造的奧秘，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就是 神怎樣藉著

這個子創造宇宙萬有，這會在永古隱藏不言奧秘的內容中解釋出來。

藉著這個子，帶著祂智慧能力生命和祂一切豐盛的內容爆發出來了，

所以叫太初有道，道就是發表，發表出來了。所以子帶著一切一發表

出來，就創造諸天宇宙萬有。

道成肉身

神要如何把永遠的生命給我們呢？就是把子道成肉身，所以子

就道成肉身，帶著 神的生命顯現出來。所以耶穌這個永遠的生命證

明了，殺不死，不能壞，不朽壞，不敗壞，永恒，永遠，是無窮無

限的生命，就這樣帶出來了。耶穌就是這個子，所以約翰福音第三

章16節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獨生子，就是從祂懷裏生出來的這

個單獨的、唯一的，就是 神的生命， 神一切的豐盛都在這個子裏

面。那麼 神就把這個子賜給我們，道成肉身來到地上，這位來到地

上的子叫什麼名字呢？叫耶穌，生在猶太。

為什麼要生在猶太呢？這也有原因，因為猶太是 神特選的一個

民族，從萬民中選出來，把他們帶到迦南地。迦南地又是什麼呢？

迦南地的位置是世界的肚臍，世界的正當中。根據現今的地理學來

說，世界的正中心叫各各他山，各各他是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那

地方是十二個大板塊、歐洲亞洲非洲的正當中，加上全世界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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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神的震怒常

在他身上。」這裏還有一個非常要緊的解釋，就是耶穌帶來這個永

遠的生命不是分給我們就結束了，不是這個意思。第一個用處不

是給我們，第一個用處是「贖罪」，是讓我們不至於滅亡，所以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意義就是祂用一個無窮的生命、一個永遠的生

命、一個不能壞的生命代替我們這些有限的生命、這些敗壞的生命

來贖罪。祂用無窮的贖有限的，用永遠的贖我們這暫時的，用不能

壞的、聖潔的、美好的來贖我們這敗壞取死的生命。所以耶穌基督

釘十字架為我們贖罪是第一點。所以祂帶生命來的兩個用處，第一

個用處是替我們贖罪，先把我們這個在地上所犯的罪，每一個生命

所犯的罪，該受的刑罰，祂替我們擔了，祂把我們的罪債替我們還

了，這叫贖罪祭。所以你信耶穌為你死，你的罪就赦免，祂為你

死，祂為你的罪釘十字架。你是個敗壞的生命，祂用一個不能敗壞

的生命來贖你；你是一個暫時的生命，祂用永遠的生命來贖你；你

是一個有限的生命，祂用無窮的生命來贖你。這樣夠吧？絕對夠，

把我們都贖了以後還有餘。所以 神讓耶穌基督帶著生命來到地上，

第一個是解決人「罪」的問題。

第二點，祂從死裏復活，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所以一個基督

徒信耶穌，除了信耶穌為我們的罪死，再來就是信祂第三天從死裏

復活。這一復活，就活到我們心裏來了，祂一活到我們心裏，我們

就得了永遠的生命。這就是生命之道，這就是「 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他們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罪沒有了，

生命也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