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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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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執行部: RBC Ministries Asi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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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 : RBC Resource Centre Berhad
PO Box 86, Taman Sri Tebrau, 80057 Johor Bahru, Johor.
e-mail : malaysia@rbc.org

GCFGFT

相信
上帝賜下
完美禮物

10

的

大理由

相信上帝賜下完美禮物

10 大理由

的
1

上帝喜歡送我們禮物

在我們呱呱墜地之前，我們的造物者就已向我們顯明
祂的慷慨，祂喜歡成全我們的心願（詩篇 37 篇 4 節）。如
今，祂仍然願意滿足我們的心意。身為天父，藉着祂「各
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雅各
書 1 章 17 節）。當我們說「生命中最好的禮物是金錢買不
到的」，這是承認生命、友誼、歡笑都由上帝賜予。上帝
向我們表明只有祂能給予這樣美好的禮物。祂所賜的禮物
的確是完美無價的，能完全滿足我們的需求，帶給我們幸
福，以致令人難以置信。

2

4

上帝為完美禮物親自付出

早在東方的博士帶着他們的禮物來到伯利恆之前，我
們的造物主知道只有願意接受禮物的人，才能體會愛的深
遠意義，所以，祂給予我們選擇禮物的權利。祂允許我們
自由地選擇接受祂或拒絕祂。然而，我們的祖先亞當、夏
娃就選擇背棄祂。祂卻沒有對他們的忤逆不聞不問， 祂揭
示了一個拯救計劃，那就是靠一個無罪者代替罪人而死。
一個煞費苦心，象征着聖殿獻祭的行動，表明上帝已經提
前為人類償還了債務。在上帝自己特定的時間裏，祂因為
愛的緣故，讓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的罪而犧牲了（約翰福音
1 章 29 節，希伯來書 10 章 5-10 節），而這犧牲有着無限
與永恆的意義。

聖經對完美禮物的描述

聖經描述了一件奇妙的、神祕的禮物，它超越我們所
收過的任何禮物。當你打開這件禮物，你就能得到平安、
接納和寬恕，並得以進入天家，擁有永生。這份禮物裏面
包含了我們渴望的富裕生活嗎？聖經裏從來沒有這樣的應
許，聖經將這份上帝賜予的「禮物」稱為救贖，是「上帝
的恩典」（羅馬書 6 章 23 節；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

3

同的，它不是靠德行，而是出自恩典；不是靠努力，而是
因為相信；不是靠工作，而是靠交託。使徒保羅說：「你
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
帝所賜的；這不是出于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在保羅的另一封信裏，他又說道：「他便救
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提多書 3 章 5 節）

完美禮物無法賺取

在生活中，我們非常努力地去贏得人們的尊重，想盡
辦法地得到信任和擢升。但上帝救贖的完美禮物是完全不

5

完美禮物有付出的憑據

根據歷史的記載，我們有上帝為我們付代價的憑據。
猶太先知預言彌賽亞將把祂的子民從罪中拯救出來（以賽
亞書 53 章；但以理書 9 章 26 節）。聖經的作者告訴我們，
當彌賽亞到來的時候，祂醫治疾病、讓死人復活，給受欺
壓的人們帶來希望。祂為我們所做的，甚至超過我們的期
待。祂沒有理會人們擁戴祂為王的要求，而是默默地忍受
着誹謗中傷，甘願死在羅馬人的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祂
從戒備森嚴的墳墓中走出來（路加福音 24 章 1-7 節）。見
過基督復活的人寧願死在迫害他們的人的手裏，也不願否

認他們看到基督復活。

6

完美禮物用關愛包裹着

上帝完美的禮物用應驗了的千年預言、萬人目睹的神
蹟、奇妙的拯救包裹着。經過數個世紀的盼望，天上的主
藉由童女生子這個最偉大的奇蹟，道成肉身來到了人間。
接下來的日子，上帝讓祂的禮物生活在卑賤的環境、圍繞
着被人唾棄的追隨者、面對宗教領袖的嫉妒和令人絕望的
死亡。當一切都似乎陷入絕境時，上帝用目擊者激動人心
的報告包裹着祂的禮物，因為這些目擊者親眼見證了人們
意想不到的復活。最后，造物主在祂的救贖禮物上打了一
個五彩繽紛的蝴蝶結 ―― 全球各邦各族那些因祂的愛而
改變的生命（啟示錄 5 章 9 節）。

7

上帝因恩典給我們禮物

對于那些接受上帝恩典的人，使徒保羅寫道：
「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賜
的；也不是出于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保羅曾經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贏得上帝的喜悅（腓立
比書 3 章 3-9 節），他在信中以自己的教訓提醒他的讀者，
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們這些忤逆淪喪的人才能進入上
帝的天國。保羅描述了亞當和基督之間的不同：亞當將罪
和死亡帶給他的后裔；基督將生命和恩典賜給那些信靠祂
的人。保羅說：「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
眾人都死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
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羅馬書 5 章 15
節）

8

唯有相信才能得到完美禮物
保羅對以弗所人精闢地說道：「人們得救是本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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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和寬恕，並得以進入天家，擁有永生。這份禮物裏面
包含了我們渴望的富裕生活嗎？聖經裏從來沒有這樣的應
許，聖經將這份上帝賜予的「禮物」稱為救贖，是「上帝
的恩典」（羅馬書 6 章 23 節；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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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它不是靠德行，而是出自恩典；不是靠努力，而是
因為相信；不是靠工作，而是靠交託。使徒保羅說：「你
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
帝所賜的；這不是出于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在保羅的另一封信裏，他又說道：「他便救
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提多書 3 章 5 節）

完美禮物無法賺取

在生活中，我們非常努力地去贏得人們的尊重，想盡
辦法地得到信任和擢升。但上帝救贖的完美禮物是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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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禮物有付出的憑據

根據歷史的記載，我們有上帝為我們付代價的憑據。
猶太先知預言彌賽亞將把祂的子民從罪中拯救出來（以賽
亞書 53 章；但以理書 9 章 26 節）。聖經的作者告訴我們，
當彌賽亞到來的時候，祂醫治疾病、讓死人復活，給受欺
壓的人們帶來希望。祂為我們所做的，甚至超過我們的期
待。祂沒有理會人們擁戴祂為王的要求，而是默默地忍受
着誹謗中傷，甘願死在羅馬人的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祂
從戒備森嚴的墳墓中走出來（路加福音 24 章 1-7 節）。見
過基督復活的人寧願死在迫害他們的人的手裏，也不願否

認他們看到基督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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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禮物用關愛包裹着

上帝完美的禮物用應驗了的千年預言、萬人目睹的神
蹟、奇妙的拯救包裹着。經過數個世紀的盼望，天上的主
藉由童女生子這個最偉大的奇蹟，道成肉身來到了人間。
接下來的日子，上帝讓祂的禮物生活在卑賤的環境、圍繞
着被人唾棄的追隨者、面對宗教領袖的嫉妒和令人絕望的
死亡。當一切都似乎陷入絕境時，上帝用目擊者激動人心
的報告包裹着祂的禮物，因為這些目擊者親眼見證了人們
意想不到的復活。最后，造物主在祂的救贖禮物上打了一
個五彩繽紛的蝴蝶結 ―― 全球各邦各族那些因祂的愛而
改變的生命（啟示錄 5 章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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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因恩典給我們禮物

對于那些接受上帝恩典的人，使徒保羅寫道：
「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賜
的；也不是出于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保羅曾經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贏得上帝的喜悅（腓立
比書 3 章 3-9 節），他在信中以自己的教訓提醒他的讀者，
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們這些忤逆淪喪的人才能進入上
帝的天國。保羅描述了亞當和基督之間的不同：亞當將罪
和死亡帶給他的后裔；基督將生命和恩典賜給那些信靠祂
的人。保羅說：「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
眾人都死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
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羅馬書 5 章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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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相信才能得到完美禮物
保羅對以弗所人精闢地說道：「人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這句話告訴我們，只有我們邀請的時候，上
帝才會來。要和我們分享永生的幸福家庭的上帝，一直在
輕輕地敲着我們的心扉，等待我們歡迎祂進入我們的生命
（約翰福音 1 章 12 節）。同樣，福音書也說：「上帝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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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願意，你就能得到完美禮物

耶穌的好友大多數是漁夫，而非學者。當中還有稅
吏、反抗羅馬統治的猶太人和曾被惡魔纏身者。他們的身
份各異，但他們都願意接受上帝的完美禮物，他們成了上
帝摯愛的兒女，得以跟隨耶穌進入天父的家。即使當耶穌
被釘在十字架上，掛在垂死的兩個犯人之間時，祂仍願意
給人永生的禮物。兩個跟祂同釘的囚犯，有一個開口侮辱
祂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另外一
個囚犯責備那囚犯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
嗎？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
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于是他對耶穌說：「耶穌
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正因為得救是
恩典的禮物，耶穌才能對他說：「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
了。」（路加福音 23 章 39-43 節）

10

完美禮物喚起感激之情

有些人總是避免求助于人，並以不欠人的情而洋洋得
意。但那些樂意承認自己有屬靈需求的人，會發現有些事
情比自給自足更有意義。正如那些知道自己欠別人一條命
的人一樣，他們總是心懷感恩。例如，一個在大火中劫后
余生的人，他將會永遠感謝那些救他逃出火海的消防員。
同樣的道理，那些明白是因為上帝的恩典把他們從審判的
烈火中解救出來的人，有理由在一生中永遠對上帝表示感
激之情（以弗所書 2 章 10 節）。沒有什么比意識到我們能

擁有上帝給我們如此完美的禮物，更能讓我們充滿平安和
喜樂。

你並不孤單 你或許仍然在猶豫是否要敞開你的心
扉去接受上帝提供的救贖。許多人可能認為上帝所賜的救
贖禮物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更多的人可能害怕會因此欠下
需終生償還的恩情債務。
然而，接受上帝的救贖之禮物是你自己的決定。使
徒約翰寫道：「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
的兒女。」（約翰福音 1 章 11-12 節）
上帝期望你能開啟心扉，如果你正在打算接受這份
最重要的禮物，也許你能用你自己的話向祂祈求，或是做
一個類似這樣的禱告：「天父上帝，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
我知道我無力救我自己，我相信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並相信祂從死裡復活，在每一個信祂的人身上彰顯基
督的生命。現在，我接受耶穌成為我生命的救主。我接受
禰所賞賜的赦免與永生。感謝天父，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門。」
如果你決定接受上帝賜下的完美禮物，我們願意幫助
你認識更多關于上帝完美禮物的永恆意義和恩惠。請寫信
或 e-mail 告訴我們你的決定，你將會收到靈修和聖經研讀
材料。這些材料是不收費的，是專門為幫助你理解上帝的
永恆智慧和愛而編寫的。
歡迎來信到RBC Ministries下列的地址：
國際執行部: RBC Ministries Asia Ltd
MacPherson PO Box 146, Singapore 913405.
e-mail : singapore@rbc.org
亞太地區 : RBC Resource Centre Berhad
PO Box 86, Taman Sri Tebrau, 80057 Johor Bahru, Johor.
e-mail : malaysia@r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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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 章 12 節）。同樣，福音書也說：「上帝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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