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了上帝的邀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
一章12节）。

这个盛大的宴席是耶稣和祂新妇的婚礼庆典。
这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在永恒里紧密联结的绝妙
方式。那些受邀之人将会得到一件礼服，这是纯洁
的象征。只有接受这件纯净的礼服（参马太福音二十
二章11节、启示录三章4节、七章9节、七章14节和十
九章8节），我们才能被接纳进入天堂。上帝的爱是
包罗万象的，没有党派关系、没有偏见、更没有偏爱。
上帝的爱触及所有人。尽管上帝邀请的范围是如此
之广，但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对于此，《圣经》明确指
出：谁拒绝了这一邀请并且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将会
在永恒中失落。

荷兰著名属灵书籍作家科丽·滕·布姆（Corrie 
ten Boom, 1892–1983）在《被虏的得释放》

（“Captive He made free”）一书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纵使我们未曾拥有健康、财富、名望，
纵使我们未曾拥有学问，是个文盲；
纵使我们姿色平平，纵使我们孑然一身，
纵使我们未曾拥有这世上的一切……
我们仍可以去往天堂。
但是如果没有耶稣，
我们无法去往天堂。”

如果你在读完这个宣传页之后，意识到耶稣是
你得救的唯一途径，并且想全心全意地跟随祂；那么，
你只要在上帝面前吐露你的心意，通过以下的祷告，
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主耶稣基督，今天我明白了：只有藉着你，我才
能去往天堂。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和你同
在天堂。所以，我祈求你救我出地狱，那个因着我所

邀请对我们每个人依然有效。您将如何决定呢？当
最终人数满了之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圣经》说，
那个确定的数目（“外邦人的数目”，罗马书十一章
25节）上帝早已知道了。当最后一个席位被占满之
后，就不再会有邀请了。耶利米书八章40节用丰收
的喜悦与之对比：“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
未得救”！

5.	我们为什么会被邀请？上帝邀请我们的原因很容
易发现。约翰壹书四章16节写道：“上帝就是爱”。
上帝是爱的本体，祂是世上所有爱的源头。上帝
在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三章11节中说：“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
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6.	如 何 接 受 邀 请 ？因为“上 帝 设 立 耶 稣 作 挽 回
祭，……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罗马书三
章25节），耶稣负责发行去往天堂的门票。在约
翰福音十四章6节中，耶稣说：“若不藉着我，没
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同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壹书一章9节）。通过一
个简单的悔改和信心的祷告，就能把我们所有的
罪孽和过犯都交给耶稣来担当。如此，我们就接

1.	受邀者都有谁？没有人会被上帝排除在外。虽令
人难以置信，但上帝的确是满心欢喜地接受任
何寻求祂的人：无论他的出身、职业、国籍、肤色、
年龄或学历如何。没有谁比上帝更能海纳百川
的了。

2.	上帝只邀请一次吗？不，不是的。上帝会邀请我们
很多次。这个比喻共谈及三次邀请。但是，其核
心是“当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
候一样’”（希伯来书三章7–8节）。我们不应该假
设上帝还会再邀请我们很多次，从而延缓对上帝
的回应。

3.	这是一个怎样的邀请？这个比喻记载了三次邀
请，其紧迫性是递增的。第一次邀请是：“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17节）；第二次邀请被提升到 

“快出去”和“领来”（参21节）；最后一次邀请则是 
“强迫人进来”（参23节）。在《圣经·新约》中，希

腊语单词“anagkazo”共出现了九次。其中五次意
为“强迫”，还有四次意为“强迫某人做某事”。从
这些表达中，我们发现这样的邀请绝不是可有可
无的。负责邀请人的仆人一定是竭尽全力，运用各
样的方法、真理、爱心、温柔、礼节、毅力和韧性去
说服被邀请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必须明
确地警告人们不要下地狱。

4.	受邀者态度如何？很不幸，这个比喻中所提及的
受邀者全都拒绝了邀请。并非他们反对，而是因
为他们并不明白这次邀请是多么地重要。上帝通
过第24节告诉我们，那些拒绝或忽略邀请之人
的结局是：“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

一个得尝我的筵席”。这是多么地遗憾呀，他们
收到了邀请但是没有来！因此，他们终将失去出
席这场宴席的机会。他们将永远被排除在外——

《圣经》称他们的最终归宿之地为地狱。上帝的

犯的罪，我本该去往的地方。而你却是如此地爱我，为
我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的罪付上了代价。你知道我从
出生到现在所犯的所有的罪。你知道我所有自己已知
的罪，以及我隐而未现的罪。你也知道我的每一个心
思意念。因为在你面前，我就像是一本完全敞开的书。
按着我的本相，我是不可能与你同在天堂里的。所以，
我祈求你宽恕我的罪，并且现在就进入到我的生命里，
来改变我的生命。帮助我弃绝我生命中所有令你不喜
悦的事；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蒙你祝福的新生命。请
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明白你的话语——《圣经》。帮
助我理解你要向我传达的信息。也赐给我一颗顺服的
心，愿意来行你所喜悦的事。从今天起，我要让你做我
生命的主人，一心跟随你。祈求你来指引我生命的方
方面面。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你现在
就已接纳我成为上帝的孩子。有一天，我必将与你同
在天堂。阿们！”

维尔纳·吉特（Werner Gitt） 
博士，教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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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隆重最隆重
的邀请的邀请
上帝爱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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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写给你的爱的书信

世上鲜有人不愿收到寄给他本人的充满爱意的信
函。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这样的
信——《圣经》。从本质上来讲，《圣经》是上帝写给
我们每个人的爱的书信；在这封爱的书信中，祂向我们
每个人都发出了最为隆重的个人邀请。

书信是一个人向他所珍视和关心的人表达爱意
的最为特别的方式。它不同于数据清单、法律书籍或
商业手册，只是对冷冰冰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的罗列；
它也不同于枯燥乏味的教科书或百科全书，只是对事
实进行客观地陈述。相互了解和彼此尊重的人，可以通
过书面信函将最为亲密的感觉传递给彼此。通过书信，
人们可以分享彼此的悲伤和快乐，并满怀信心地认定收
信人一定能够理解自己。书信是信任和爱的象征。

上帝写给我们的书信正是如此。新约乃至全本
《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爱的书信。上帝爱我们，
祂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祂用爱的书信的方式与
我们每个人进行私人沟通。

不同的人对《圣经》的态度迥异。理性分析永远
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圣经》没有对我们每个人说
话，所有关乎《圣经》起源的论述终将都是徒劳的。即
使只是粗略地浏览一遍《圣经》，我们也立刻就能注
意到：《圣经·新约》本质上就是一个私人信件集：新
约由27卷书组成，其中21卷是书信。举例来说，有：写
给罗马人的信、写给哥林多人的信、写给加拉太人的信。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开篇就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写给
私人的书信。甚至《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包含几封
简短的书信（参启示录二、三章）。上帝将关乎主耶稣
基督救恩的大好消息通过书信的方式写给我们，这绝
非偶然。

• 上帝知道我们何时会灰心丧气，我们何时需要被鼓
励、安慰和劝告。

• 上帝知道我们何时会身处险境，祂会时刻警告、指
引和带领我们。

• 上帝知道罪和它所带来的愧疚感，以及它所带给每
个人的负担是多么地沉重；因此祂宽恕了我们每一
个人的罪过。

• 上帝知道每个人是在如何漫无目的地游荡，因此祂
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目的地。

• 上帝知道我们是迷失的，因此祂赐予我们永生的盼望。

上帝的话语（书信）是准确无误的，它能随时随
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最为直接地帮助。因此，我们应
当以敬虔的心态去阅读《圣经》。每个以此方式阅读

《圣经》的人都会获得丰盛的恩典。然而，以不信和批
评的态度阅读《圣经》的人，最终会空手而归。

上帝的心意

上帝，这封书信真正的作者，把它写给我们，只有
一个原因：祂想要赢回那些因深陷罪恶而与祂分离的
人。祂希望人人都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此，祂展
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营救行动。耶稣是我们能

够回到父上帝那里的唯一道路。上帝现在就在呼召
愿意给别人指明这条道路的人。上帝在呼召见证人，
去告诉别人如何才能得救。上帝在呼召同工，为了
别人能够在上帝那里得到福乐而甘心乐意祷告，并
传讲上帝救赎信息的人。在一个充满恐惧、困惑、竞
争和绝望的世界中，上帝在呼召那些能够带给人希
望的灯塔。在充满仇恨、争竞和抗争的世界中，上帝
在呼召那些能够宣扬上帝之爱的人。上帝在呼召那
些能够将来自于上帝的大好消息传递到地极的人。
上帝在呼召好的老师、牧师和福音宣教士。上帝在呼
召按着正意讲解祂的话语的人。简而言之：上帝在
呼召有各样恩赐的人，上帝想要和我们每一个人都
同工。

上帝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每个人在寄出一封信之后，都期待着收到回信。
可想而知，上帝该有多期待我们的回应呀？！不仅通
过写信，上帝也通过祂的所作所为，向我们表达了祂
对我们无比的爱。那么，你会回应上帝吗？

为 了 救 赎 世 人 ，上 帝 付 出 的 代 价 极 为 沉
重：“（ 基 督 ）为 我 们 的 罪 舍 己 ”（ 加 拉 太 书 一
章4节）。“我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参彼
得前书一章19节）。但那些听过福音却无视救赎的

人，便没有任何借口得以逃脱了：“我们若忽略这么
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呢？”（希伯来书二章3节）。
因此，上帝在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我们应该
如何面对上帝的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
以通过祷告来回应上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13节）。对上帝的话语（寄给我们的书
信）的唯一合宜的回应就是感恩和赞美。如果我们
不断地阅读祂的话语（参约书亚记一章8节），并让
它指引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活的书信，进
而会将其他人也吸引到上帝面前：“你们明显是基
督的信，藉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
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

（哥林多后书三章3节）。

只有通过阅读爱的书信的方式读《圣经》，我们
才能与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有知识是好的，但有
爱是更好的。在约翰福音十章27–28节中，耶稣谈到
祂和人之间的关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
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
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听过这位好
牧人（耶稣）的声音的人，都知道这声音是无与伦比
的。跟随这位好牧人的每一位，都已经脱离死亡，进
入了永生。

我们的回应至关重要！

我们的一生中会收到许多的邀请。首先，我们
的孩子会收到朋友生日聚会的邀请。作为成年人，我
们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例如生日聚
会、周年纪念日、烧烤聚会和结婚典礼等。我们甚至
可能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礼：例如
国庆典礼、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国王/女王的加冕礼
等。但是，无论是参加何种活动，它们总是：

• 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通常只有一天甚至一个
晚上。

• 仪式越个人化，我们越感激邀请者。
• 访客的数量终归是有限的。

前面我们谈到：上帝在祂写给我们的爱的书
信——《圣经》——里，向每一个人都发出了极为
特别的邀请。与我们所出席过的所有的庆典均不相
同的是：上帝所邀请我们参加的庆典是永恒的。庆
典的主人是那唯一的至高者——上帝自己。上帝在
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一场欢乐的盛宴。这正是天
堂的特征：永恒的喜乐、与上帝的永恒相交、以及与
耶稣永恒的同在。因此，天堂和俗世天差地别。它与
人所能想象出来的生活完全不同：它不是各国人民
的政治联合会，不是依据经济规则运行的国家政体，
更不是遵守清规戒律的苦行僧生活。上帝希望我们
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祂让我们在地上时，初尝天
恩的滋味。但是，这与我们在天堂里要经历和享受
的不可同日而语。天堂里的福乐是我们所无法想象
的。以至于使徒保罗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上帝的
智慧：“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
章9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16–24节为我们记载了一个比
喻，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亲切而又最有爱心的邀请，
并知道如何回应：

最隆重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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