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者：謝世傑弟兄

「愛是永恆，當所愛是你

⋯⋯」一首經典流行曲的

歌詞，反映著每個人都追

尋真愛！可惜，現實生活

中卻缺乏愛，充滿著的往

往總是社會爭拗、家庭糾

紛、校園欺凌、感情破裂

等問題，究竟有沒有真正

的的愛呢？當然有，而且

是永恆不變的真愛。

真正的愛是怎樣？

「真正的愛」是一種純潔

的愛，內裡沒有雜質，而

且是永恆不變的，你或許

會問「人世間哪裡會有這

樣的愛？」其實是有的，

只要你細心發現，唯有神

的愛才是真正的愛、才是

完全完美的愛。

被神的愛改變

我們不得不承認天生便有

罪性，好像小孩子說謊話

，沒有人教也會說一樣，

所以人或多或少也會做過

一些虧欠良心的事。同樣

，我也做過「虧心事」，

例如：欺騙父母、測驗考

試作弊、粗言穢語、作弄

他人等等，初時還會感到

罪的快感，過後往往是內

心的責備，感到痛苦和難

過。直至當我認識了耶穌

基督，讓我知道罪的工價

是帶來死亡，而耶穌知道

我還作罪人的時候已甘願

為我死，成為代罪羔羊，

我被神的愛感動下接受了

耶穌為救主，向神認罪悔

改，也成了我人生的轉捩

點，一步步改變了我，使

我學會孝順父母、不再測

驗考試作弊、戒除粗話、

學習愛人如己。

為何要信神
才可得到真愛？

聖經說：「神愛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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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三章16節）所以神的

愛是充滿著寬恕和憐憫，

而且是聖潔的。耶穌已為

您的罪死在十架上，並且

死而復活，祂能勝過罪惡

和死亡的權勢，賜下永生

的盼望。

若您同樣想得到從神而來

的愛，一份真正聖潔完美

的愛。這樣，你可以作出

以下禱告：

「神啊！我原是個罪人，現

在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

的救主，亦成為我生命的主

，求主赦免我的罪，從此悔

改歸向神。奉主耶穌的名字

祈禱，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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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

的救主，亦成為我生命的主

，求主赦免我的罪，從此悔

改歸向神。奉主耶穌的名字

祈禱，阿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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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永恆，當所愛是你

⋯⋯」一首經典流行曲的

歌詞，反映著每個人都追

尋真愛！可惜，現實生活

中卻缺乏愛，充滿著的往

往總是社會爭拗、家庭糾

紛、校園欺凌、感情破裂

等問題，究竟有沒有真正

的的愛呢？當然有，而且

是永恆不變的真愛。

真正的愛是怎樣？

「真正的愛」是一種純潔

的愛，內裡沒有雜質，而

且是永恆不變的，你或許

會問「人世間哪裡會有這

樣的愛？」其實是有的，

只要你細心發現，唯有神

的愛才是真正的愛、才是

完全完美的愛。

被神的愛改變

我們不得不承認天生便有

罪性，好像小孩子說謊話

，沒有人教也會說一樣，

所以人或多或少也會做過

一些虧欠良心的事。同樣

，我也做過「虧心事」，

例如：欺騙父母、測驗考

試作弊、粗言穢語、作弄

他人等等，初時還會感到

罪的快感，過後往往是內

心的責備，感到痛苦和難

過。直至當我認識了耶穌

基督，讓我知道罪的工價

是帶來死亡，而耶穌知道

我還作罪人的時候已甘願

為我死，成為代罪羔羊，

我被神的愛感動下接受了

耶穌為救主，向神認罪悔

改，也成了我人生的轉捩

點，一步步改變了我，使

我學會孝順父母、不再測

驗考試作弊、戒除粗話、

學習愛人如己。

為何要信神
才可得到真愛？

聖經說：「神愛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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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三章16節）所以神的

愛是充滿著寬恕和憐憫，

而且是聖潔的。耶穌已為

您的罪死在十架上，並且

死而復活，祂能勝過罪惡

和死亡的權勢，賜下永生

的盼望。

若您同樣想得到從神而來

的愛，一份真正聖潔完美

的愛。這樣，你可以作出

以下禱告：

「神啊！我原是個罪人，現

在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

的救主，亦成為我生命的主

，求主赦免我的罪，從此悔

改歸向神。奉主耶穌的名字

祈禱，阿門！」

基督徒信望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