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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在聖經中，神向我們展示了祂的本性和祂的品格。但是，

我們基督徒對神的屬性常常是比較陌生的。早期的教會認

為瞭解神的屬性是每一位基督徒必

須學習的教義。所以在西敏斯特小

教理問答（Westminster Shorter 

Chtechism，1647-1648）中的第四個

問題問到“什麼是神？“ 它的答

案是“在祂存在的智慧，能力，聖

潔，正義，善良和真理之中，神是

一位無限，永恆，不會改變的靈。

這可能是對神一個最好的定義。” 

我們會問“我瞭解神的屬性最終目

標和目的是什麼？“我們瞭解神屬

性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追求對神學知識的瞭解和增長，而

是尋找一條途徑使我們更能認識神，瞭解祂的話，知道祂

的旨意。就如詩篇第 119 篇，詩人對神的教導和真理的渴

望和追求： 

1. 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119:12） 

2.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119:18） 

3.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119:97） 

4.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119:103） 

 5. 我是你的僕人，求你賜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119:125) 

詩人對神的教導和神學中的真理感興趣，不是為了增加知識

為最終的目的，而是作為進一步能達到靈命的成長和對神敬

虔的方法。這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學習的。所以瞭解神的屬性

對於我們的基督徒靈命的生活和成長是至關重要的。基督徒

應該擁有五個關於神屬性的基本知識，它們將會帶領我們在

基督裡靈命的成長。這基本知識如下： 

1.  神的話就是聖經；這是神賜給我們的，要讓我

們知道我們會得救的知識和智慧。 

2. 神是造物主；祂是這宇宙的主和君王；祂的

治理顯現了祂的榮耀；祂的作為表現了祂的完

美。因此，人和天使都要敬拜祂和愛慕祂。 

3. 神是救主；神通過具有主權的耶穌基督的愛，

使凡是接受耶穌的信徒就會從罪和被罪惡捆綁

中得到拯救；神將信徒當作自己的兒女，並相應

地祝福他們。 

 

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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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是三位一體；在神性中有三位：聖父，聖子和聖

靈，救恩的工作是三者共同行動的一部分，聖父旨在救

贖，聖子完成救贖，而聖靈把救贖應用在每一位信徒的

生命和生活中。 

5.   信徒敬虔回應神的啟示就是要信靠和順服神，是相

信和敬拜，是禱告和讚美，是服從和服事。信徒的生活

必須以神的話為準則，這才是真正的信徒。 

另外一個問題是“一旦我瞭解神屬性的知識之後，我

能用這知識做什麼呢？”換句話說，在瞭解神的屬性之

後，我們怎樣才能將關於神屬性的知識轉化為對神的

認識。說起來很簡單，但是要達到對神的認識，那是須

要花點工夫，那就是一種神聖和屬靈的默想。默想是我

們在一段時間靜下心來思考神的作為，神的目的，和神

的應許。在意識上來到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下，藉著聖

靈的幫助，作為與神交往的方法： 

1.  我們必須先安靜心尋求被引導到神的面前。在神的

面前和聖靈的帶領之下，將所學的有關神屬性的知識

轉化為在神面前默想或思想的主題。 

2.  然後，思考如何把那默想的主題應用在我們自己的

日常生活中。 

3.  最後，用那主題變成向神的禱告和對神的讚美。 

當我們在思考神的偉大，神的榮耀，我們自己的渺小和

自己的罪惡的時候，這默想的效果將使我們永遠用謙

卑心來到神的面前敬拜和讚美祂。當我們思考在主耶

穌基督裡顯現的那神聖和無法測量的神的愛和神豐富

的憐憫時，這默想的過程就會給我們基督徒帶來無比

的鼓勵，安慰，和平安。感謝主，在基督裡我們有了新

生命和有永生的盼望。阿門! 

註:任世光 根據 J.I. Packer “Knowing God”, 1993 編寫   

我們知道羊是一種散亂、盲目無組織的動物，經常到處

亂跑。但只要有牧羊人或所謂的「領頭羊」的帶領下，

其他的羊就會不假思索一哄而上，這叫做群體現象。它

們不能離群獨居，所以中國字的「群」字就以羊作代表。

從羊群的例子讓我們想起主耶穌在世時留下一些寶貴

的教訓，他以生動的比喻來呈現，讓人陷入深深的反思

裏。我們原來都是迷失的羊，偏行已路，主耶穌來，為

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位創造我們的神，接納每個

失喪的靈魂，親自來尋找我們，並渴望成為祂的兒女，

得到我們不配得的豐盛恩典。主耶穌就是我們的牧人，

他要保護我們，就像牧羊人保護他的羊群一樣。約翰福

音 10:11 主耶穌説「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耶穌又説「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

我。」（約翰福音 10:14）  

馬太福音 18:12-13，主耶穌的失羊比喻説：「一個人若

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

撇下這 99隻羊，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

著了，我實在 告訴你們，

他為這一隻 羊歡喜，比

為那沒有迷 路的 99 隻

羊歡喜還大 呢！」。14

節又説「你們 在天上的父

也是這樣，不 願意這小子

裏 失 喪 一 個」。羊容易

迷失，就像人容易偏行己路，或走入歧途，迷途的基督

徒就像迷失的羊，主會不辭艱辛，竭力尋回迷失的羊。

今天我們在教會也應該如此照顧羊群，也要體貼 神的

心意，尋回迷失的基督徒。 

羊群的真諦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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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信靠的主耶穌，祂就像牧羊人隨時要保護照

顧每一隻羊，祂不只拯救我們，也要保守我們，祂不願

意失去任何一個信徒。今天我們的 神對祂的兒女也是

一樣，衪不願任何一個人離棄祂，因為他們都是祂的至

愛、至寶。願我們都是那 99隻羊，彼此互相鼓勵、扶

持、守望、儆醒等候牧羊人將我們迷失的同伴帶回羊羣

裏，最好不要是那隻孤單走迷的羊。 

 

基督為了愛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並將祂神聖生命賜給

我們，我們屬基督的，都是基督的羊群，也有基督同樣

的愛，我們必

須緊緊跟隨

祂，直到永

生，這就是基

督羊群的福

分。我們若屬

基督就必須

從世界分別

出來，凡屬世

界的都是披著羊皮的狼，他們隨時找機會吞噬迷失的

小羊。我們知道牧人經常丟失他的羊，雅各就是這樣，

有時他的羊走失，大衞也是如此，有時熊和狼會來銜走

他的羊。但有一位牧人從未失去祂任何一個羊，「你所

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約翰 17-

6）。「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把

他們從手裏奪去。」(約翰 10:28) 

 

在撒迦利亞書十一章也説到真牧人和被宰殺羊群的預

言。以色列人如何拒絕神作他們牧人，他們厭棄好牧

人，即厭棄 神，所遭遇的結果就是被惡牧人苦待，百

姓遭受懲罰。耶和華神要先知撒迦利亞充當真牧人-彌

塞亞角色，但當彌塞亞（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原是

要施恩牧養神的群羊，但他們棄絕真牧人，以致他們遭 

神懲罰，淪到被宰殺的命運。 

 

撒迦利亞預言以色列人如何拒絕耶穌基督，耶穌是我

們這些羊群的好牧人，衪的二根杖是象徵 神向百姓顯

明的恩典，但選民拒絕了祂以致杖折斷了。這些經節給

我們很好的啓示，我們今天能成為耶穌的信徒，祂是我

們的好牧人，指引我們前面的道路，時時保護我們，是 

 

何等蒙福，我們不要處在福中不知福，祈求聖靈的教

導，珍惜神為我們預備的好牧人，切勿離棄祂。 

 

今天教會的牧師或傳道人和信徒的關係就是牧者和羊

群的關係，牧者要忠心帶領 神的羊群，就必須充實屬

靈的生活和靈命的成長，帶領羊群的成長，而羊群就必

須順從牧者的帶領，並以謙卑的心領受牧者的教導，牧

者與羊群彼此互相有敬愛的關係，過一個正確的羊群

生活，這樣教會自然會旺盛、蓬勃發展享受恩典的祝

福。 

 

 

 屋頂上的裂縫 轉載 

這篇文章是我大學同學從台灣Line給我的，是一篇

極為感人，扣人心弦的故事，只要你有堅定不移的

信心去相信神、愛神並持續不斷的禱告，神必賜給

你意想不到的願望或好消息，誠如聖經羅馬書8-28

説的「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今

藉著家訊與大家分享。 

 

一對年青牧師被派到紐約布魯克林區為一老舊的教

堂重新開幕。那教堂的確很破落需要大力整修。他

們訂下一個計劃時間表，每天作一點整修，準備在

聖誕夜舉行重新開幕的禮拜。聖誕節前一星期，所

有工作幾乎都照著進度差不多完成了。但是突來了

二星期的暴風雨。聖誕節的前三天，牧師去到教堂

時，看見教堂屋頂裂了一個大縫，祭壇後的牆壁油

漆剝落了一大片，大概20尺長，8尺寬。牧師的心

冷了半截，把掉 落地

上的油漆掃乾 淨，

心裏盤算著該怎 麼

辦。「是不是必 湏把

聖誕夜的禮拜取 消？

把重新開幕的時間延後呢？」他左思右想。後來他

釋懷了：「我相信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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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

證 

黃莎拉姊妹 

神一路帶領見證 

*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46:1) 
 
* 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 神同行。(彌迦書6:8) 
 
*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5:8) 
 
*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 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 
   為, 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2:8-9) 
 

 

 

 

 

 

 

 

 

 

 

 

 

 

 

 

 

 

 

 

 

 

 

 

 

 

 

在他回家的路上，剛好碰到當地一些企業，聯合擺攤子舉

辦的一場像跳蚤市場一樣的義賣會。他信步走進去瞧瞧。

他注意了一張很漂亮的桌布，象牙色的，桌巾中間繡著一

個大大的十字架。桌巾的大小剛好可以蓋住教堂牆上那片

油漆剝落處。他把桌巾買了下來，折回教堂去。這時天空

下起雪來。一位老太太從對街跑來要塔巴士，但沒趕上。

下一班巴士要再等四十五分鐘才來，於是牧師請老太太進

教堂裡來等，避避風雪，也可溫暖一點。牧師開始去搬梯

子，把那張剛買來的大桌巾掛到牆壁上，剛好蓋住剝落的

地方。「感謝主！簡直太完美了！」。牧師看著掛好的桌

巾，滿意極了！突然，他注意到老太太走到前面來，盯著

桌巾，臉色發白。「牧師！你哪來的這塊桌巾？」老太太

問。牧師把前因後果解釋給她聼。「你可以不可以看看桌

巾 右 下 角 繍 有

E B G 子 樣 ？ 」 老

太 太 聲 音 顫 抖 地

問 ， 這 正 是 老 太

太 名 字 的 縮 寫 。

牧 師 檢 查 了 桌 巾

的 右 下 角 ， 果 然

有 這 個 字樣。 桌

巾 正 是 3 5 年 前 ，

老太太在奧地利時親手繡出來的，老太太跟牧師説：「三

十五年前，我跟我先生住在奧地利，家境富有。納粹來了

以後，我們被迫離開。我先走，我先生隔一星期走。」

「後來我被送到集中營，再也沒有看過我先生，也從此沒

有再回家過。」她説。牧師聽了要把桌巾還給老太太, 但

老太卻要牧師留給教堂用。牧師於是堅持開車送老太太回

家，謝謝她的桌巾。 

老太太住在紐約史坦登島，只有每星期作一次清潔工。

幾天之後，教堂順利在聖誕夜重新開幕。整間教堂幾乎

全部滿座，音樂及氣氛都很好，很多人都説下星期㑹再

來聚會。禮拜結束了，有一個隣居的老先生坐著還不離

開，牧師認得他。「牧師你這張桌巾哪裡來的？」老生

生問。「我戰爭前住在奧地利時，我太太繡了一張這樣

的桌巾，世界上居然有二張這樣相像的桌巾！」他告訴

牧師三十五年他跟太太因為納粹入侵奧地利而分散的，

他要她先離開，他隨後就走，沒想到他後來就被抓進牢

裏，從此沒回家，也沒再見過太太。牧師愣住了。「您

能讓我開車載您去兜兜風嗎？」牧師問老先生。「好

啊！跟你聊聊我的故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老先生

答。牧師把車子開到史坦登一楝公寓前，三天前他才送

老太太來的地方。他扶著老生生爬了三層樓的階梯，在

老太太的門上按了門鈴。牧師親睹一場感人的聖誕節團

圓。這是一位美國牧師敍述真實的故事。上帝讓人團圓

的方式實在太奇妙了！人海茫茫、尋尋覓覓，唯有上帝

知道在那裡。一個屋頂的裂縫，一個團圓的夫妻。誰知

道你下次就是見證奇蹟的人呢？當你碰到不如意的事

時，不要意氣用事，更不要發怒或悲傷，誰知道接下來

㑹發生什麼事呢？或許因為你的汽車被刮，碰到你生命

中的另一半呢？或許因為你考試沒考好，在你新學校碰

到你生命中的貴人呢？又或許你因為被人誤會而沒有動

怒，而被老闆拔擢為主管呢？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秒㑹

發生什麼事情。當不如你意的事情發生時，仔細觀察看

看，或許神蹟就在你不遠的前方！永遠用正面積極的

心，來面對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箴言17-22「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