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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可推诿 
 

    1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

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2
我们知道

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3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

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神的审判吗？
4
还是你藐视祂丰富的恩慈、宽

容、忍耐，不晓得祂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5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

自己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祂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17
你称为犹太人，

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18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

分别是非，
19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

20
是蠢笨人的师

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21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

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22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

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23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

犯律法，玷辱神吗？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

的。25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

割礼。26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

有割礼吗？27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仪

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28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

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29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罗马书 2:1-5,17-29 

 
去年加西基督徒夏令会结束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从 21号高速公路换

到 14 号，再换到 Anthony Henday 环城高速时，就看到前面有四五辆警车停

在路边，很多车被拦下来检查。我原本以为是有什么犯罪的事情发生了，就

减速慢慢开，没想到我们也被拦下来，停到路边。警察先检查了证件，然后

跟我说，“刚才那段路限速是 90，你开了 102，这一张罚单给你。”这才知

道被拦下来的车全都是超速的，有雷达侦测的数据为证。当时的感觉就是“无

可推诿”！我原先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别人明确地指出我的错，

要审判我，叫我无可推诿！所以当时就向警察道歉，回家赶快把罚单付了，

还向神认罪悔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就像这样，你都不觉得你有过犯，结果

神说祂要审判你，而且祂是公正的，你无可推诿。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就叫作“无可推诿”。罗马书从第章 1 章 18

节到第 3 章 8 节，这一大段讲到人类的罪。先讲外邦人，然后讲到犹太人，

最后总结出来：神的律法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显明出来了，我们无可推诿，所

有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救恩。 

 

一、不相信有神，无可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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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14：1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很多人是愚顽的，他们以为没

有神。或是觉得自己做一些犯罪的事情神不会追究的，神根本就忘记了这个

事情，“10：4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

为没有神。”“10：13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诗篇里也

说到很多人眼中不怕神，狂妄地问你的神在哪里，“36：1 恶人的罪过，在

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42：3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们周围许多人是这样的一些人。但是罗马书第 1 章 17 到 20 节指出神是明

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 1 章：“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18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

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19神的事情，人所能

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人无可推诿。”有人认为，第 17 节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可是很多人

都没听过福音，那么神审判他们就不对了。但经文 20 节又说，神也藉着祂创

造的大自然、宇宙、山川，来显明祂的永能和神性。不过你会说你没看见，

你太忙了，没想到这个大自然还有造物主。你也许可以这样推诿，毕竟这都

是外界的。然而，经文 19节还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祂已经给我们

显明了，而且显明在我们心里。神对罪的忿怒，显明在对神不虔、对人不义，

那些阻挡真理的人身上，就是显明在我们心里。这就说到我们人生的痛苦、

心灵的虚空、家庭的问题、情欲的挣扎，还有罪恶的社会、灾难的世界，那

就是神对罪的忿怒在人身上的显明。这段经文强调了三个方面的显明，通过

三种层次来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所以有一天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无可推

诿，我们没话可说！ 

罗马书 1 章:“
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他。……
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

虫的样式。……
25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造物的主。”受造之物，就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人不相信神是因

为我们都在追求受造的东西，不追求造物的神。甚至把神的荣耀贬低为受造

之物，把受造之物看成偶像来崇拜。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仍然追求物

质的东西，没有去追求赐给我们一切东西的主，那就是本末倒置，跟不信的

人是一样的，没有来敬奉那造物的主。“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英文说

“they did not think it worthwhile”，是不值得去认识的，不重要。人不相信

神是因为觉得神不值得我们去寻求和认识，不重要。神虽然以各样的方式来

显明给我们，但是人竟然不回应神，所以神很严厉地说，“叫人无可推诿”。

你不能说你没听过福音，没来过教会，或者说神没有向你启示，你根本不知

道有没有神。圣经说，神不断地向你显明、不断地呼叫你，你却没有回应。 

“21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

拙。”今天人不信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自以为聪明，自己骄傲，对神

无知而愚拙。人以为自己受过教育，有了些知识，就来跟神强辩；我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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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圣经，我要坚持自己的那一点教育背景，那一点人生经验。不愿意接受

神，人的心就变虚妄了，变昏暗了（darken），人的心是虚空的。今天很多

人觉得我人生也挺好的、挺顺利的，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患难，但是，神说

你的心是虚空的。你如果真正安静地想想，跟你的灵魂对话，你就知道，没

有神，你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总是黑暗的。虚空就是没有

活出应该有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因为没有神，你的人生就像一个旅途，它的

终点就是坟墓！无论你在这个地上多么轰轰烈烈、功成业就，结局都是一样

的。就是传道书说的，人生是虚空的，因为人生最后都要死；智慧的人也要

死，愚昧的人也要死，有成就的人也要死，没成就的人也要死，那是多么悲

惨！只有在神里面，你才知道人生是往上走的，不是往坟墓里面走的。 

人不敬拜神而去敬拜偶像，觉得神没有意义，神不重要，那神就任凭我

们在罪恶当中，“28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29装满了

各样不义、邪恶、…”“任凭”，英文的意思就是“把他们交给，gave them 

over to”。今天人在罪恶当中，就是神把我们交在罪恶里面，因为我们不想

认识神，不想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不信神，人就在罪恶当中，这就是不相信

神的后果。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活得怎么样。

人今天有各样的问题，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那么，人对

神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回应？根据刚才的经文，可以总结成三点： 

1. 把神当作神 

2. 从敬奉受造之物转向敬奉造物的主 

3. 神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去认识的 

神真是你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宰，离开了祂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

满足，只是走向灭亡。所以神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去认识的。认识了神，就要

把神当作神来荣耀祂、感谢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转变，从敬奉受造之物

转向敬奉造物的主。不是说星期天去教会敬拜就叫做敬奉造物的主，而是说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才有完

全的改变和翻转。否则我们永远都是在敬奉受造之物，都是在追求受造之物，

没有去追求造物的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 Francis Collins，最近接受采访，说他

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怀疑基督信仰，对信仰非常抵触。有一天他有一个感觉：

“我一直质疑基督信仰，但我并不知道基督信仰是什么。我是一个科学家，

对一个还不认识、不知道的东西就否定它、质疑它，这不合科学的原则。”

所以他开始留意基督教信仰，想去了解它。他以前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工作，

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患癌症的基督徒病人，他们并不埋怨上帝，反而因为依靠

神而得着力量，甚至使他们的病情有很大的改善。于是他开始留意周围那些

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的状况。有一天，他得出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他相信

了神，接受了耶稣，当时他 27 岁。1993 年他成为人类基因组序列分析的主

持人，这个项目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序列分析。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的

语言》，书里谈到自己的基督信仰。他说：“之所以会信仰耶稣，因为基督

信仰是有道理的，有很多的数据呈现出来，基督信仰是最合适的选择。”从



4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他的背景，他既感受到周围一些不一样的生命，同时自己也认真寻求，最终

发现基督教信仰是他最好的选择。我自己也是研究科学的人，在信仰上也有

相似的历程。 

神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去认识的。我们不认识神、没看见神，原因是我们

没有专心去留意神的作为。即使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就像 Francis Collins 一样

的，只要我们去认识、去寻求，你也会发现基督教信仰是最合理的，也是最

合适的选择。如果你还不相信神，神说祂已经向你显明了，你无可推诿。 
 

二、不承认有罪，无可推诿 

    刚才读的第 1 章经文都是说“他们”，第三人称复数。第 2 章的经文有

个转折，只用“你”。所以基本上第 2 章是直接指向犹太人，也间接提醒我

们基督徒。“
1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

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2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3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段经文里面“你

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强调犹太人也

有罪，无可推诿。 

  神先对外邦人说，你们都是不虔、不义，在神的忿怒当中。接着话锋一转，

对犹太人说，你们也是一样，你们也是在罪当中。但是你们的特点跟他们不

一样，你们是论断别人。你们觉得讲到罪都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听道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听道都是为别人听的。

我们觉得：“哦！这个谁来听是最好的，我的那一位，他今天如果来听这个

道就最好，这是对他讲的，他就有这个问题。”这就是为别人听，就叫做论

断人的。这三节经文一方面强调，其实你论断别人，你自己所行的和别人是

一样的，只是你不知道。另一方面强调“这样事”，就是第 1 章所说的外邦

人的罪，“
29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

凶杀、争竞、诡诈、毒恨，30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

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31
无知

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32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

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常常说别人这样，

但是神说你也跟他们一样。“3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

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雅各书“4：12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

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只有设立律法的神可以判断人、论断人，

我们不能论断。但是，我们人有一个罪性，一个很普遍的倾向，就是对自己

跟对别人总是双重标准。对别人非常的苛刻、挑剔，对自己却非常宽容。看

到别人的错误那真是愤慨不平，如果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就把它合理化，或

说自己有难处，或说问题没那么严重。这就是人的特点，只看别人的问题，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神今天就向你说，这就叫做“论断人”。马太福音 7章:

“1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2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



5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3为什么看见你弟

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好多人信主很多年，却成了一个

论断人的人，老觉得自己比那些刚信主的人好、比别人好，看到别人都不对。

神说那就是一种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是骄傲的、自夸的，都是在罪当中。

有人说，基督徒不成长的状况就是“只有心情波动，没有生命改变。”心情

好的时候，看着非常属灵；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不信的人差不多，心里多

么的恶毒、黑暗、负面。所以心情决定了他看上去属不属灵，其实没有生命

的改变。当中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成了论断人的人，看到的尽是别人的问

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婚姻当中，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人把自

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期待着别人改变了，别人对你好了，你才会幸

福，那你注定不幸福，因为你只看别人的问题而不看自己的问题，不觉得自

己需要改变。 

“17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18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19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

的光，20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这段经文指向那些自以为相信神的犹太人，也指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里

指出他们的五项特点，总结起来就是： 

1. 依靠律法，就像我们说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 

2. 夸与神的关系，说自己是神拣选的，就像我们今天也说我们是神的儿

女; 

3. 晓得神的旨意; 

4. 能分辨是非; 

5. 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黑暗中人的光，蠢笨人的师傅，小孩的先

生，有律法的知识和真理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都懂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自己所行的和不认识

神的人是一样的。“
21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吗？ 
22
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

窃庙中之物吗？23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24神的名在外

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话都说

得头头是道，都能够教导别人，可我们自己没行出来。神非常严厉地说，“神

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神的名在外邦人，也就是在没信的人

中受了亵渎，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理却没有行出来，跟别人一样。 

    接着，神提醒犹太人，不要总觉得外邦人才是罪人，你们也是一样，你

们也是罪人。你们不要论断别人，论断是定自己的罪，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

经文告诉犹太人，也就是告诉今天的我们，要有三个回应： 

    第一点回应：真心悔改，从看别人的罪转向看自己的罪。 

    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改变，从看别人的问题转向看自己的问题，你的

人生就全变了。刚才说论断人的特点就是只看别人的问题，从来都觉得自己

比别人好，生命就停在那里不会有改变，所以神要我们真心悔改。罗马书 2

章:“4 还是你藐视祂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祂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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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5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显祂公义

审判的日子来到。” 你觉得神让你生活得非常好，好像没有审判临到你身上，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就像诗篇说的，神并不追究，祂根本就忘了这个事情。

但是，神已经向你显明，告诉你你需要祂的拯救，需要祂的恩典，祂宽容忍

耐你，目的是要领你悔改。如果你仍然刚硬不悔改，那就是藐视祂的宽容、

忍耐、恩慈，你是在为自己积蓄忿怒，在公义审判的最后日子，神的忿怒要

显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积蓄，积蓄一些好东西，譬如在银行里积蓄一

些钱，没有人会积蓄不好的东西。可是神告诉你，你如果不悔改归向神，不

知不觉当中就在我们身上积蓄神的忿怒。你可以想象神的忿怒在你家里积蓄

得越来越多，你家里肯定没有平安了。诗篇 90篇讲到，神的忿怒在人身上，

人的一生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人在神的面光之下是充满了

恐惧，没有心灵的安宁。所以我们要真心悔改，不要做论断人的人；开始把

眼光转向自己，看自己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真心悔改的一个重要标识，也

是使我们人生有巨大改变和反转的一种回应。 

    我听过一个人的见证：他很喜欢读书，在中东工作时先读了《可兰经》，

读完后又读《佛经》，之后又想把《圣经》也读读，那就读全了，所以就跟

同事一起去教会。他第一次去教会，听到唱歌，就哗哗地直流泪，圣灵感动

了他，很快就信主受洗了。他说他以前脾气非常坏，以致婚姻破裂，信主后

开始来看自己的问题，脾气改了很多，那就是真正悔改的一个特征。我们很

多人在婚姻当中，从来都是看别人的问题，一谈起来都指责对方有无数的罪，

从不讲自己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一个论断人的人。这个人信主了，他看到了

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自己的问题，否则我

们就成为经文中说的论断人的人。 

    第二点回应：从里面做基督徒（向神委身，追求内心改变）。 

    “
25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

得割礼。
26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

是有割礼吗？
27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

仪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未受割礼的”就是指外邦人，“受割礼的”

就是犹太人，有仪文和律法的规条，有教义，又受了割礼。这里说，如果你

受了外在的礼仪，又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礼仪对你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受

洗了，又有真心的悔改和改变，这个洗礼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违背

律法，你没有行为的改变，外在的礼仪对你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然而那未受

割礼的外邦人，如果能行出神的话来，他们虽然没有行割礼，就像有割礼一

样的，神就已经接纳他们了。而且，这些未受割礼而能够行出神的律法的人，

他们将来就要审判你；因为你又有神的律法、又有割礼，但是却不能行出神

的话来。这里强调外在的礼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生命的改变，

否则外在的礼仪是毫无益处的。 

    “28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

礼。29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

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外在的礼仪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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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你若只是

外面做犹太人，只强调外在的礼仪，守规条，按照律法做，那不是真的割礼，

也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在乎心里，在乎圣灵，而不在乎仪文。这个“灵”，

英文用大写的“Spirit”，就是指圣灵。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真正做基督徒要

从心里做、从里面做。口头在众人面前承认说，我接受耶稣是我的救主和生

命的主，那是不够的；要有真心的悔改，向神追求内心的改变，向神委身，

一生要为神而活，那就是重生的开始。今天很多人都是追求外在的祝福，追

求受造之物，以为人生就是这样活，有困难的时候叫神帮助一下。那不是真

心悔改，还是像个不信的人。我们要追求心灵里面的东西，让神来改变我的

心，来使用我，我做任何事情就像为主做，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主而活的，我

的人生才有意义。从里面做基督徒，追求内心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这是第

二点我们应该有的回应。 

    在新约圣经里，真犹太人或者叫真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指向基督徒，真

犹太人是真正悔改信主的人。 歌罗西书 2章:“11你们在祂里面，也受了不是

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12你们既受洗与祂一

同埋葬，也就在此与祂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祂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

里用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来表达真正的洗礼，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改变的工

作，把我们的罪割掉、洗净，让我们旧人跟祂一同死去，活出来的是一个新

人，是跟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的，是有崭新的生命、使命、意义的人，这样

的人才是真犹太人、真基督徒、有真生命、死里复活的人，他的特征就是一

生为主而活。所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第三点回应：追求从神来的称赞。 

    “
29
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

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乃是从神来的。”不要追求人给你的肯定和称

赞，要追求天上从神而来的称赞和赏赐，人生就不一样了，就可以超越我们

周围的处境。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怎么样说我们，我们完全可以超越，因为

我们追求的是从神来的称赞。 

你如果愿意在这三个方面回应神的话语，我相信你的生命肯定会有巨大

的翻转和改变。 
 

三、不接受耶稣，无可推诿 

约翰福音 15 章：“22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

的罪无可推诿了。23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24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

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

这是耶稣直接对犹太人说的，犹太人已经有旧约圣经了，主耶稣说祂降世为

人，祂所传的道、祂所行的事情，都是旧约圣经上预言和见证的。犹太人听

到耶稣的教训，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是不信，还不接受祂，他们

无可推诿。今天，世界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耶酥，但是都恨恶祂逼迫祂，就是

这段经文的背景——阻挡真理，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对过去的犹太人，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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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说，你已经知道神要藉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爱，你却不接受祂的爱，

你的罪无可推诿。 

約翰福音 12章:“47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

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48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

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说现在不是审判的时候，现在是救恩

的时候。祂现在不是来审判你，是来拯救你，但是祂讲的话将来要审判你，

因为祂已经在祂的话语里显明出神的旨意了。 

以弗所书 2章:“
4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5 
当我们

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神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完全是由于祂的大爱和丰富的怜悯。约翰一书 3 章:

“1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祂的

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祂。”神是何等地爱你，把祂的

独生爱子都赐给你，信耶稣就成为祂的儿女。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是个奴隶，被主人带到奴隶市场去拍卖。拍卖的价

钱升得越来越高，最后有一个人以最高价把这个女孩买下来，然后就把这个

女孩带到边上。这个女孩心里充满了不平、愤怒、仇恨，恨自己像货物一样

被拍卖，恨这个出高价买她的人。没想到这个人解开她的捆绑，对她说：“你

自由了，我买下你就是要使你得自由。”这个女孩从仇恨当中突然面对这个

巨大的转变，眼泪一下就流下来。然后这个女孩就跪下来跟他说：“我还以

为我要到另外一家去做奴隶，可能会受更严厉的虐待，没想到你出最高的价

就是要释放我，让我能够得自由。主人，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神爱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祂是怎样用祂儿子的宝血和生命来买赎我们，来换取我们，让

我们从罪中、从审判当中得救、得释放、得自由，我们也该像这个女孩一样

回应说：“主啊，虽然没有契约，但是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因为我知道你

爱我！” 

約翰福音 15 章:“
25
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恨我。

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祂来了，就要为我

作见证。27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主耶稣说祂要差

圣灵来为祂做见证，我们也要为祂作见证。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就永远跟

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身上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可以成为神的爱的

见证，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救赎，神在我们生命里的爱，神在我们生命里

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成为世人的罪的见证，不信的人，他们的罪无可推诿。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点无可推诿，虽然很多的话语非常严厉，但那其实

是神的恩典、怜悯，是神的真理要向我们显明。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知

道圣经讲什么，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更重要的我们每个人要有回应，我们的

生命就被神改变，被神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