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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蒙神的恩典 
 

9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

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12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

蛇的毒气，
14
满口是咒骂苦毒。

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16
所经过的路，

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18
他们眼中不怕神。”

19
我

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

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21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

和先知为证。
22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

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

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26
好在今时显

明祂的义，使人知道祂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
既是这样，哪里能

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

主之法。28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29难道神只

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30神既是

一位，祂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

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罗马书 3：9-31 

 

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学习的主题是“蒙神的恩典”。 

2013年 5月，香港基督教播道会恩福堂的苏颖智牧师为一个叫田家炳的

老人施洗。这个老人当时 95岁，在香港很有名气。他白手起家，成为皮革大

王，却把自己财产的 80%-90%都转到慈善基金会，用在教育里面。有一次，

他甚至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大概卖了五千多万，都拿去捐给慈善机构了，所

以在香港他被称为大慈善家。他在受洗的见证里说，“我以前的人生就是按

着基督的精神去创业，去造福社会，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像我这样的好人，还需要信耶稣吗？坦白地说，我生平都是凭着良心做事，

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我是一个好人，根本不需要耶稣。可是，人眼中的好人

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犯罪，在神眼中仍然是一个罪人。在神里面，没有

一个人有资格作义人；只有信耶稣，才能够成为义人。”这是他的见证。今

天在这个世上，很多人说，我是个好人，我可能做不到田先生这样大的慈善

事业，但我也都是凭良心做事情，还需要信耶稣吗？我为什么是一个罪人？

我为什么要受神的审判？今天我们就从田家炳这位老人的见证开始，来思想

http://www.lcbc.ab.ca/zh/media/2015-08-09_Lin_Xinwei-Meng_Shen_De_Endian.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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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蒙受神的恩典？罗马书 3：23-24“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这就

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它从三个层面来向我们说话。 

 

一、蒙恩的必须——世人都犯了罪 

 （一）都在罪恶之下 

人为什么需要得救？为什么需要蒙神的恩典？论证的结果，第一点就是：

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圣经说，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约翰一书“3：

4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神的律法是衡量人有没有

犯罪的标准，你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原则去行事为人。在

这个标准下，世上实在没有不犯罪的人！历代志下“6：36 你的民若得罪你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传道书“7：20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

实在没有。”而罗马书就更深入地来跟我们论证，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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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是说，每个人都在神的忿怒之下。神的忿怒是对着人的罪而来的，这个罪包

括两个方面：一个叫不虔，一个叫不义。不虔是人和神的关系不对，人不爱

神，不敬畏神，不侍奉神，不感谢神，不荣耀神。“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接着说，人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人都

去拜偶像，把其它东西看得比神重要。“25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又讲到他们故意不认识神，觉得认识

神没有意义，来教会没有意义。我要工作，我要养家，这是更重要的。他不

知道，人如果不认识神，家就有问题，工作就有问题，人生就有问题。“
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人虽然知道每个罪其实都有

后果，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人的不虔，人

跟神的关系不对。接着因人的不虔，就造成了人的不义，人和人的关系也不

对了。“24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26神任凭他们

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28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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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的不虔才带来了不义，人不听从神的话、悖逆

神，所以有这个“神任凭”，神就任凭人在罪里面走得更远、走得更黑暗，

这个世界就越来越败坏。圣经里讲到人的罪都是因为人心里有问题，人的自

私、人的贪婪、人的嫉妒、人的苦毒都是人心思意念的邪恶，然后才会带来

人的言语、行为、关系里面各种的伤害和罪。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不就是在

嫉妒、在贪婪、在争竞、在诡诈、在毒恨里面吗？哪个家庭的问题、哪个婚

姻的问题、哪个社会的问题、哪个国际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呢？ 

不虔和不义归结起来就是人不爱神，也不能够爱人。神律法的总纲就是

要爱神和爱人如己，而我们不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我们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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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爱人如己，不能够对周围的人有无私的、无条件的完全的爱，那就是违背

了神的律法，所以说我们都是罪人。 

罗马书 2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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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些

人，他们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别人都是罪人，我不是；别人都是败坏的，

我是高尚的。这样的人叫做“论断人的”，他一样要受神的审判。虽然原文

是指向犹太人，那也代表着今天那些总是看别人有问题，觉得自己没问题的

人。神说你一样是罪人，一样受神的审判。 

罗马书“3：8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里就讲到犹太人都懂了圣经，

但是他们却不信，而且有扭曲的思想。他们说，基督教信仰既然是讲恩典，

所以我作恶越多，我犯罪越多，就得恩典越多，那我就可以一直犯罪，可以

因我的不义来显明神的义，这样我作恶反而可以行善啦。圣经说，这等人应

当被定罪。 

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上面说到的这些人都要定罪，要审判，那我

们是不是比他们强呢？决不是。“9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

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10就如经上所记：‘没

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12都是偏离正路，一

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

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14满口是咒骂苦毒。15杀人流血，他们

的脚飞跑，16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17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18
他们眼中不怕神。’”第 9节和第 10节就是从第 1 章 18节到这里的一个总

结，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也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

的束缚之下，都在罪恶的捆绑之下，都在罪恶之中。10 节到 12 节用一连串

的旧约经文来讲解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明白神的，

没有一个寻求神的，没有一个行善的。这里讲到人的罪恶的普世性，那是非

常绝对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一生都在行善，我一直是个好人，但是神说没有

一个是义人。我以为我一直追求神，神说没有一个人追求祂，都是祂来找你，

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你，所以你找到神，是神的恩典。13 到 18 节，

讲到罪的多样性，都是内心的苦毒罪恶，内心的仇恨黑暗所带出来的，有口

舌的罪，有暴力的行为。人偏离了正路，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以走过的

路充满了伤害、充满了毁坏、充满了暴力。人因为没有寻求神，不敬畏神，

所以世界就充满了罪恶。 

这段经文写出来快两千年了，以前的社会是这样，今天的社会仍然是这

样。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其实都带着罪性，但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因为不同的

家庭情况、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境遇，我们每个人会形成不一样的状况。

有些人好像看着挺善良的，有些人就非常的邪恶；有些人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有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觉得自己一直是凭良心做事情，是一个良善

的人。其实我们都带有罪性，只是因为我们后天的处境，我们没有那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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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就不会犯那些罪，这跟后天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以前有个年轻人，

他刚开始是在卡尔加利做房地产经纪人。后来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出名了，

就去好莱坞发展。有一天，一个女人在旅馆里被杀了，尸体被放在皮箱里扔

到垃圾箱里面。警察查出这个年轻人就是凶手，这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后

来他被抓了。有人去采访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说，我的儿子从来就是个非常

乖、非常好的孩子，怎么会成为这样，这不是我的孩子。那确实不是父母想

要的孩子，因为他到了外面的世界，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觉得非常邪恶

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讲到罪性，我们从小就有自私、贪婪、嫉妒、仇恨，

这些邪恶的东西都在我们心里，有些人表达出来，有些人没表达出来。所以

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善一点，有些人恶一点。圣经里讲的罪，不是人跟人的比

较，而是人跟神那种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爱来比较。就像我们今天跳高比赛

一样，我只能跳过 1 米多一点点，跳高运动员可以跳过 2 米多，我觉得他们

比我好多了。但是如果你在一万米高空看这个人跳高，跳过两米算什么，就

像在地上踩根线过去一样！人的善与恶也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有些人确实是

善一点，有些人就恶一点，但从天上看是没有差别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

的罪不是跟人之间的比较，而是跟神的标准来比较，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都在罪恶之中。我们的罪一方面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

违背了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和原则，另一方面是指我们的生命亏

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因悖逆神，没有能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就是耶稣基督

那样的生命。 

（二）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19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神的律法要我们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在

对比之下，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罪人，要接受神的审判。我们可以看马太福

音第 5 章到第 7 章，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天国的律法，跟那些比较，

就看到我们差了多远，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 

马太福音“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祂要我

们追求像神那样的完美、完全。路加福音第 6 章解释这段登山宝训：“27只是

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28
咒诅

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就是神说的义人，要

爱你的仇敌，恨你的要待他好，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

“35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

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祂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36你们要

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神的义和善，简单地说，就是祂能恩待那忘

恩的和作恶的，这就是无条件的爱。“32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

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33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

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34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

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我们都觉得自己满有

爱心的，其实我们爱的人都是爱我们的人，都是很可爱的人，这就是罪人的

特点。我们的人生总是求回报的人生。借钱给别人就指望着能收回，为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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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点事情就想着哪一天他可以帮我，他一定要感谢我。如果我为别人做了事

情，他不仅仅不感谢我，他还忘恩负义，对我不好，那我肯定会恨他。今天

这个世界，我们做人的原则从来都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你对

我有恩我就报恩，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你恨我

那我更恨你。如果你伤害了我，我一定要报这个仇，十年也不算晚。这是个

没有恩典的世界，没有真正的义和善，我们离神所说的善人、义人，距离真

是差得相当地远！所有的人都在罪里面，“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都

不能够逃避神的定罪和审判，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种尊贵荣

耀来。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在神里面是可以活出这样一种义、这样一种善。

好多人读到耶稣的话，就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天上才有的事情。但

这就是基督信仰的超越，就是我们要活出的不一样的人生。如果我们都信主

了，是基督徒了，别人对待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怎么样对待他们，那不是

基督的生命，那还是个罪人的特点，没有恩典、没有怜悯！ 

（三）都不能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 

“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

叫人知罪。”我们以前知道的信仰都告诉我们，要行善、要积德，然后就可

以上西天、上极乐世界，可以成仙成佛。圣经里神的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

人靠自己行善、靠自己的好行为、积功德，可以到天堂那里去，可以被神接

纳，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也没有！ 

前段时间，在东部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妈妈，她有三个孩子。老大才 3

岁，是个女孩，接着是一对双胞胎，才 1 岁。然后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就

去做检查。检查结果她不是怀孕，而是得了一种很奇怪而且很严重的癌，这

个癌导致她的内分泌激素的变化，所以她以为是怀孕。发现癌症之后只过一

个星期，她就去世了。我们都很怕癌症，因为得了癌症可能会死。但是我们

都不怕罪，认为我们的罪没有关系，其实圣经里面说，罪是非常严重的。罗

马书“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圣洁的神眼里，罪的工价就是死。

它带来我们身体要死，它带来我们灵性的死。无论你信主或没信主，只要在

罪当中，就是对我们灵性的毁坏，对我们灵魂的污秽。然后罪带来的死还要

叫我们面对将来永死的审判。圣经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本来是给魔鬼撒

旦预备的地狱、火湖，我们将来受神的审判，也要进入同样的地方，叫做永

死，第二次的死的审判。所以希伯来书“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罪带来了我们今生不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种尊贵荣耀

的恩典，罪也带来了将来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面对永死的审判，这就是罪

的后果，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二、蒙恩的实质——就白白地称义 

“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22就

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23因为世人都犯

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

称义。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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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26好在今时显明祂的义，使人

知道祂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本来都是罪人，现在神要称

我们为义人，就是宣判我们无罪。这是因神的恩典，藉着人对基督的信而成

就。经文告诉我们，律法叫我们知罪，我们本来都在律法之下，当受神的审

判；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已经显明出来。

也就是罗马书 1:17 说的，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21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是说旧约圣经已经预言了这一点。神的义本来是在耶稣身上的义，因我们信

耶稣基督，就转化到我们每一个信的人身上。从经文看，“
24
白白地称义”实

质上包含了 4 个内容： 

1）蒙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怜悯，神的大爱，用忍耐的心宽

容赦免我们的罪。 

2）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祭的意

思是挽回了神的忿怒，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惩罚，神对我们

罪的忿怒就挪去了。耶稣是赎罪的羔羊，祂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为我们舍了

生命，我们才能够得着救赎。 

3）藉着人的信：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我们就

能领受神的爱和赦罪的恩典，我们就完全地得着了救恩，所以是“白白地”。 

4）显明神的义：人没有义，神有义，神要把这个义赐给我们，因为祂爱

我们，就像爱儿女一样。但是神对罪又有惩罚，有审判，所以神就差遣祂的

儿子来，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被钉死，承担了我们的罪。耶稣死了埋葬

了，第三天复活了，证明祂是神的儿子，更证明祂是得胜的主，祂已经胜过

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让我们在祂里面的人可以分享祂

的得胜，可以活出得胜的人生。所以，白白地称义就是我们因信基督，罪被

赦免，神判定我们无罪，把祂的义赐给我们，接纳我们为义人。我们也因此

与神和好，被神接纳为儿女，有重生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 

“
27
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28
所以我

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30
神既是一位，祂就要因信称

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

他们从小就受了割礼，遵照旧约的律法，但是神说他们也要通过信耶稣才能

够称义，才能够得救。而我们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一样通过信耶稣得救。

圣经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都是因为信耶稣得救，信耶稣

称义。“称义”是神恩典的表达，称义不仅仅宣告我们无罪，而且宣告我们

绝对为公义。赦免只是负面免去我们的刑罚罪债，称义是正面授予我们公义

的身份。饶恕是神不记念我们的过犯，对我们说“你去吧！”；称义是神拥

抱我们成为祂的儿女，对我们说“你来吧”，来领受祂完全的爱。称义与重

生是同时发生的，称义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地位，重生给我们新的生命。以

弗所书第 2 章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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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的。”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也藉着我们的信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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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悔改转向耶稣，我们就得救了，得救就有新的生命。

所以，在称义的同时，我们也重生了，得着新的生命。 

我四月份参加一个培训，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带

着还不满 1 岁的儿子去非洲的一个部落宣教。那个部落的酋长不让他们进去，

觉得外面的人会伤害他们。宣教士跟酋长说，我们爱你们，我们要把神的爱

带给你们，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动机。酋长就问他，你怎么样证明你是爱

我们而来的？当时这个宣教士有个感动，从妻子手里把孩子抱过来，说: “我

爱你们，我也不知道怎样说服你们，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孩子押在你们手里，

来说明我对你们的爱。”然后就把自己的儿子交就给那个酋长。酋长当时就

惊呆了，他抱着这个婴儿看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递给旁边的人，旁

边这个人又递给下面一个人。他们传递了一圈，最后又递回到这个母亲的手

里。他们都被感动了，说“你们既然这样做了，我相信你们爱我们。”于是

接纳他们进入部落来传福音，后来这整个部落都信主了，都归向神。其实神

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祂爱我们。神怎么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相信。当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根本不信神，否定神，敌对神，神就把祂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们，为我们死，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蒙恩的实质。 

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都应该受神的审判、神的惩罚。但是神爱我们，

祂赐给我们救恩的礼物，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仅仅赐给我们礼物，还恢复

我们的身份，接纳我们成为祂的儿女，领受祂完全的爱。这就叫做恩典。今

天的世界确实是无恩的世界，因为别人怎么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但神

不是这样，神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祂的爱，同时也能

够活出祂的恩典。 

 

三、蒙恩的果效——更是坚固律法 

“
27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

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28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

乎遵行律法。
29
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

作外邦人的神。30神既是一位，祂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

未受割礼的为义。
31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我们觉得律法好像只是用来对照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其实，

当我们信主以后，蒙恩的果效是我们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靠着主的恩

典和能力真是可以活出神的律法来，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活出成圣的人生，

活出得胜的人生，充满平安和喜乐。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蒙恩的必须，蒙

恩的实质，还有蒙恩的果效，就是蒙恩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没有可夸，给人恩典 

“27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

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28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

乎遵行律法。”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总是觉得我比你好，我比你义，我比你

对。但是，一个蒙恩的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再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

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从神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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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都是因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慈，所以，我们

也应该去怜悯别人，对人恩慈相待。马太福音 18章：“
32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33你不应当怜恤你

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在这个无恩的世界里面，盼望我们每个人要知道，

白白得来的就要白白给予。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而得，我们拥有的一切，都

是从神而得；我们的救恩，更是神白白地恩赐。我今天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的灵命比你高一点、深一点，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神的恩典。不要总跟

别人争输赢、争对错、争好坏，你再没有可夸的，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都是恩典。以弗所书“4：32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

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句话就是要我们谦卑，知道大家都是罪

人，大家都会犯错，我们才能够给别人恩典。这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个蒙

恩之人的果效。 

2）没有分别，合为一体 

“29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

人的神。30神既是一位，祂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

礼的为义。”我们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神都是我们的神，我们也都是蒙

恩得救的人。在使徒保罗的其他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讲到犹太人、

外邦人，更讲到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肤色，你在地上是什么样

的身份，你是男还是女，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不要把

外面的包装带到教会里，觉得你比我高等，你比我尊贵。在耶稣基督里，我

们都是平等的，都是蒙恩的罪人，都要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来。加拉太书 3

章：“26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

是披戴基督了。
28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

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无论什么样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合而

为一。以弗所书里说的，我们都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无论你

在世上是教授、是平民、是总统，还是一个工人或是个学生，是男的是女的，

老的少的，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脱离外在的标签，可以恢复到人的原型、

本质、内涵，人本身应该活的那样一种样式，我们称为原装的（original），

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恢复真正人的爱、人的形象、人的平等。 

3）活出良善，成就律法 

“
31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经文最后

说到，我们可以活出良善，成就律法，就是更坚固了律法。以弗所书 2 章：

“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9 也

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10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蒙恩得救的人是在耶稣基督

里造成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行善，就是活出神的良善。罗马书 8章：“1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

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捆绑我们的罪的律已经被打破了，我们得释放

了，我们已经得自由了。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可以自由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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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耶稣基督，追随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活出律法来，让律法的义可以真正

完成在我们身上。 

几年前在纽约，有一天晚上，大概 12 点半的时候，有个 44 岁的女士去

参加了外孙的一个表演，正开车回家。同一时间，有几个年轻人偷了一辆车，

去商店买了一点东西，正要找个地方去搞些刺激的事情。两辆车在路上反向

交错的开过去的时候，这位女士突然发现有个大东西从那辆车掉下来，穿过

她的车窗玻璃，打到她的脸上。大家猜是什么东西？那天是 11 月，美国要过

感恩节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在商店里买了一个冰冻的火鸡，20多磅，正开车

的时候，竟然就往外扔，正好砸破这辆车的玻璃，砸到这位女士的脸上，她

的脸完全碎了。后来她做了好多次手术，感谢神，性命保住了。九个月后，

法庭审判的时候到了。当时在纽约报纸上有很多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道，所

以审判那天，很多新闻媒体都在那里。大家都认为一定要严厉惩罚这些年轻

人，让他们知道这是罪，让他们受到教训。最后判刑的结果，只判这个年轻

人六个月监禁，缓刑 5 年，也就是不用进监狱，只让他去接受辅导，判得非

常轻。法官说，因为受害的这位女士求情，要法官轻判这个年轻人。这个年

轻人当场就感动得流泪，然后被带上去，跟受害人一起拥抱流泪。受害的女

士是位基督徒，她对伤害她的年轻人说，我饶恕你了，我盼望你有个丰盛的

人生。这就是恩典。 

我们这个世界确实缺乏恩典，神就是要把这个恩典浇灌给我们，让我们

能够活出恩典。我刚刚看到一个见证，题目是“耶稣是我跟爸爸之间的桥梁”，

是一个年轻的姐妹写的。从小她爸爸总是出差，不在家，她觉得爸爸是个不

负责任的人，不爱这个家，所以她跟爸爸的关系很不好。后来他们一起到了

美国，她非常地叛逆，爸爸常常对她发脾气，她也对爸爸发脾气。感谢主，

这个女孩后来被朋友带到教会信主了。她的见证说，因为她领受了神的恩典，

不知道怎么就被感动了。有一天她打电话跟爸爸说，我现在知道你对我的爱，

我愿意原谅你以前所做的一切。爸爸听了也很感动，一再地安慰女儿。就是

因为神的爱和恩典感化了她，让她可以看到爸爸对她的心，同时也更清楚地

看见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自己的悖逆。所以她说“耶稣就是我跟爸爸

之间的桥梁，让我重新跟爸爸和好，父女可以再次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

是活出恩典的人。 

 

今天的主题是“蒙神的恩典”，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领受神完全的爱和

恩典，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流露出这样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