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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2021主日信息：看哪！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 - 高飛弟兄】 

經文：弗 2:1-10 

前言： 

在基督耶穌里問候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感謝主給我們今天有美好的機會一起來學習神的

話語。今天是主日，每當我們在主日的時候來到主的面前，就是要來紀念主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

救恩！所以，我們今天要在接下來的時間，一起分享祂的話，在此開始之前，讓我來邀請你跟我

一起向神獻上禱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在過去的這一年多的時間，無論是教會還是你個人的生活都在經歷著非常

多的艱難。可能最大的困難就是來自於這一場突如其來，又極具力量的疫情。我們從去年到現

在，不斷地在盼望這個疫情能夠快點過去。直到今天，在經歷了很多很多的傷痛、破碎之後，我

們彷彿看見希望就在眼前，我們彷彿看見這個疫情漸漸要過去了、我們彷彿看見我們有更多的醫

療技術上面的果效、成就，能夠幫助我們戰勝這個疫情了。 

 

弟兄姐妹，我們一直在盼望整個世界能夠被更新、整個世界能夠在這個疫情之後能夠恢復，現在

經過一整年的盼望，終於要等來那個更新的時刻了。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在這個時刻我想問你

一個問題，作為基督徒，到底對於我們來說，你覺得是這麼長時間疫情的過去更新更容易呢？還

是我們裡面屬靈生命的更新更加容易呢？在我牧會的一些年日中間，常常會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他們苦惱於自己信主時間很久了，但是屬靈生命還沒有明顯的、真實的長進和改變。有些時候弟

兄姐妹會覺得自己信主已經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幾十年仍然還軟弱無力，常常在試探中失敗、

犯罪。到底我們的生命要怎樣才能夠真正的更新呢？今天我想要藉著以弗所書第二章一到十節的

經文，帶你和保羅一起來看，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姐妹聆聽保羅所寫給以弗所教會弟兄姐妹的信、

的話、的真理。讓我們從中看神藉著保羅，怎樣啓示祂的真理，這真理要怎樣更新改變我們的生

命，好叫我們真的成為完全新造得勝的人。讓我們能夠看見，在我們沒有信耶穌的時候，我們是

那麼軟弱、那麼的敗壞、那麼的死在罪中。但現在我們將會被塑造成何等的人。這就是我今天要

跟你們分享的主題：看哪！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 

 

以弗所書：2: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3    我們從前

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

樣。4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

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

上，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里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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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

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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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從前的光景： 

死在罪惡過犯之中（1-3） 

1，我們認識主直前的光景：死在罪孽過犯中 

2，何謂死亡的生命：屬靈生命的死亡 

3，何謂罪：整個生命的方向與上帝相悖，敵對，我們生命與生俱來的本性 

 

經文背景：保羅寫這卷書給以弗所教會時，他自己身陷監獄之中，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這次這

個牢獄之災之後，能否再平安的出去。但是當他在這個監牢中的時候，他就聽聞以弗所的眾教會

弟兄姊妹正因經歷一些虛假教導，以及他們應著保羅在監牢裡面，他們就感到沮喪。所以，當保

羅自己身在監牢里的時候，他就心裡掛記這些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他就開始更深的思想耶穌基督

的福音，並且把耶穌基督福音的榮耀寫成書信的形式，交給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姊妹。保羅要透過

這一封書信來鼓勵他們，明白和思想所領受的救恩，以至於他們能夠重新得力。雖然這是保羅在

監獄當中所寫的一封書信，但是當你在誦讀整本書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忽略的就是，在這一封書

信當中充滿感恩，喜樂和力量。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彷彿可以在保羅的書信中間看見，一群正在

艱難困苦中的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將會因保羅的書信重新得力，這一切都是因為耶穌基督救

恩的大能。以弗所教會弟兄姐妹所經歷的環境，可能跟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不一樣。他們所面對的

苦難，可能跟我們也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初期教會的年代，以弗所教會弟兄姐妹所經歷的艱難

困苦，在其程度上比我們甚至更加的艱難。所以，讓我們一起來聆聽這偉大的救恩真理，再一次

來經歷耶穌基督對我們生命的更新。 

 

一、我們從前的光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 

 

以弗所書：2: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

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3    我們從前也

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

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在這三節的經文中，保羅對我們還沒有信耶穌的時候、還沒有認識主耶穌基督

的時候、還沒有得救的時候的生命光景，做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描述。 

但是，你會發現他一開始就用了一個非常容易引起人不悅，或者讓人感覺被冒犯的的詞語來形容

我們過去未曾認識主時的狀態，他說：我們從前是死在罪惡過犯中（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你

們是死的—新譯本）。保羅在這句話他是說：因著罪惡和過犯，你們是死的，祂卻叫你們活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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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羅在這裡要讓我們能夠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沒有信主以前，都是因著自己所犯的

罪，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之所以是死的，是因著我們的罪造成的。保羅在接下

去就會對我們死亡的這種狀態，他做了一個更加詳細的描述。他要讓你看見這種死的狀態到底是

什麼樣子呢？他說，那是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

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運行的邪靈。保羅在這裡講說，我們在沒有信耶穌之前，因著我們的罪是死

的，但是這個死亡並非是我們肉體的死亡。他說，我們曾經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潮流。請

你注意，我們沒有信主以前並非不能呼吸，並非對這個世界周邊一切的事情沒有任何的反應。我

好像還能夠活動、還能夠思想、還能夠生活在這個土地上，所以，當保羅講說，你們是死在過犯

罪惡中的時候，他不是在講肉體的死亡。按照經文的意思，他想要表達的是，我們過去是被罪完

全捆綁起來的。我們看似是自由的，卻被這個世界的潮流所驅使，被撒旦掌控的。這就是我們屬

靈生命的死亡，這就是教會常常說到的屬靈生命的死亡。 

 

弟兄姊妹，雖然保羅不是在講肉體的死亡，但當他用死亡來表達我們靈裡面的狀態的時候，他是

要告訴我們靈里的死亡，跟肉體的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有類似的地方。一個肉體死亡的人，不管你

怎麼樣刺激他，不管外界給他什麼樣的刺激，他都不會有任何的反應。照樣弟兄姊妹，當保羅說

我們的靈性是死亡的時候，他是在告訴我們，我們對一切屬靈的事情都沒有反應。這就是保羅在

這裡所講的死亡的狀態，靈里死亡的狀態。就是對一切屬於上帝的、關於上帝的事情，我們都沒

有反應。我相信你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就是你去跟別人傳福音，你一定遇到過一些傳新對象，

當你去跟他們傳的時候，他們就非常熱切的回應，願意相信。你也一定遇到過一些弟兄姊妹，一

些慕道友朋友，不不管你怎麼樣跟他們去傳，怎麼樣竭盡全力地跟他們講福音的真理，講你生命

的見證，他們還是很難相信、很難接受。你這個這個區別在哪裡嗎？這就是靈裡面有生命，或者

靈裡面沒有生命之間的差異。曾經在我牧會的過程中間，遇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們的教會

的有好幾個詩班，其中有一個詩班叫做長青詩班。也就是都是 60歲以上的弟兄姊妹組成的一個詩

班。那麼他們都非常非常的熱切與傳福音，也很想要讓自己的詩班能夠在事奉上越來越有果效。

結果，有一天他們在參加社區活動的時候，就遇到了一個年紀跟他們相仿的一位女士。這位女士

唱歌的時候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專業，然後我們長青詩班的這些阿姨們就覺得，我們應該

給這位姐妹傳福音。然後讓她進到我們的教會裡面來，讓她能夠成為耶穌基督的兒女，跟我們一

起加入詩班、一起來敬拜神。結果在接下去的幾個周，我們教會的這些長青詩班的老人家、我們

的這些姐妹們非常可愛，經常會藉著跟這個女士在一起活動的時間，給她講耶穌。甚至熱切地送

她聖經，邀請她來教會。後來這個女士被請到教會裡面，參加我們的崇拜，她就非常受感動。她

跟我講說：傳道，我覺得我應該要做一個基督徒，因為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群體是這麼友愛，

沒有見過一個群體這麼的讓我有感動，所以我想要來成為基督徒。所以她就成了我們教會的一個

還未受洗的基督徒。 

 

她在參加教會的活動，然後我們教會也邀請她、告訴她應該要多讀聖經等等。結果大概過了有幾

個月的時間，就是這位女士突然間就到我面前來跟我說：高傳道，我決定我還是不要做基督徒

了。我說為什麼呢？她說因為我實在是受不了每天每天都要跪下來禱告，我實在是受不了每天坐

在那裡看聖經，一天看幾張，一天看幾張，我實在堅持不下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實在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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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我是一個罪人，而且需要一個 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被釘的猶太年輕人，做我生命的救主，

而且祂現在還活著，祂要救我，我實在是想不明白，我根本沒辦法想象，也無法接受。 

 

當我正要去跟這個姐妹給她一些答復的時候，很奇妙，坐在我們旁邊有另外一個老姐妹，是我們

教會福音組的一個老姐妹。她就首先開口，她就拉著這個女士的手，因為她們年紀都差不多，就

拉著這個女士的手，她沒有很多高深的神學去講，她就是不斷地流淚，對這個女士講說：姊妹

呀，我們怎能不是罪人呢？我們怎麼能不虧欠耶穌基督呢？你看我每一天每一天心思意念到言語

行為，常常是都有過犯的，雖然我信主這麼久，我還是這樣感受。弟兄姊妹，我想讓你在這裡看

見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這兩位姐妹，她們對神的道、對關乎神的事情、屬靈的事情的反應

是截然不同的，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因為我們教會的這一位被感動流淚，相信耶穌基督、相信

自己是罪人，被基督拯救的這個姐妹，是真真實實靈裡面有生命的。她對所有關乎耶穌基督的事

情，都有正確的反應。但是這位女士，她因為靈裡面是死亡的，所以關乎一切屬靈的事情，她都

沒有正確的反應。她喜歡教會，不過是因為覺得教會這個群體氣氛很好，好像很有愛心，但是真

真正正當你跟她講福音，當你跟她講耶穌基督的救恩的時候，她是很難做出正確的反應，弟兄姊

妹，這就是靈里死亡的事實。一切屬靈的事物，我們沒有辦法有正確的反應，這就是保羅在這裡

給我們看見的第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那麼造成我們這種靈里死亡的緣故是什麼呢？我們剛才在一開始就講了，保羅的意思

是因著我們的罪孽和過犯，我們是死的。我要在這裡跟你分享到底什麼是罪呢？這是我們在教會

中間常常會被談起來的，我們也會勸勉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省察，要不斷地一生持續

的悔改自己的罪。但是我要請你特別注意，每當我們想到罪的時候，很可能我們會想到一些，行

為上面有什麼樣的過犯，有什麼樣的錯誤，但是，按照保羅在以弗所書，我們剛才所讀的經文裡

面，他給你看見「罪」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他講的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們剛才所讀的經

文裡面，第一件事情保羅說：我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

中的喜好去行。當保羅講這句話的時候，他給你看見第一件事情就是「罪」是什麼呢？罪就是隨

從自己肉體的私慾去行。我要請你注意，這個肉體不是指我們外在的這個有型的身体。他指的是

什么？指的是我們全人的，整個人的思想、意念和方向。他指的是我們的全人整個人生的方向，

是與神相悖的，是完完全全被向我們的神的。所以，意思是說：罪就是我們全人的整個心思；所

思、所想，整個人生的方向，都違背上帝的旨意。這是他給我們看見非常重要罪的第一個概念。

我們的生命中間，在沒有認識耶穌的時候，我們不盼望自己的生命被神掌管，我們盼望自己可以

做自己生命的主，所以我們的整個生命都是敵對神的，不僅僅只是你外在行為的某一個錯誤而

已。弟兄姐妹請你特別的注意，第二樣事情就是保羅說我們是隨著內心的喜好去行，「罪」不是

外在的行為那麼簡單，她是我們內在生命的本性。所以我要請你特別的注意，第一樣：罪是整個

一個全人對神的抵擋，或者反對，背向神。 

 

第二樣：保羅說我們的罪是與生俱來的內在本性。我要請你特別的注意，當耶穌基督在責備這些

法利賽人的時候，祂常常說他們是假冒偽善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只注重自己外在行為的改



5 
 

變，從來沒有真真正正意識到，他們怎麼樣靠自己的努力遵循律法，也沒有辦法讓自己內在的

罪，可以被潔淨，沒有辦法讓自己能夠真真正正重新跟神有正確的關係。所以我要請你注意，在

今天的教會中間，很多基督徒我們需要重新來思想「罪」到底是什麼？當我們認罪的時候，我們

來到神的面前，我們說主啊，我今天又做錯的某一件事情，求禰來饒恕我！弟兄姐妹這是非常應

該做的事情，但是請你注意，可能你的禱告、省察需要更進一步，就是神哪為什麼在今天這件事

情上，我會選擇這樣錯誤的方式。弟兄姐妹你會發現，在你外在錯誤的行為表現出來之前，你裡

面跟神的關係已經出現的問題。 

 

我曾經看過一個很有趣的電影，叫做《窈窕紳士》是一個著名的演員孫紅雷主演的。是講述一個

非常有錢的大款，這個大款非常非常的有錢，但是其實是沒有什麼文化，用我們的話叫做土大

款。他喜歡上一個非常著名的電影女演員，然後在一次他得知這個女演員要在上海的某一個地

方，做一個慈善的酒會來募款的時候，他就拿到了這個門票，然後就跑進去要跟這個女演員見

面。結果呢，他因為非常粗魯的緣故，抽著煙就衝進那個高檔酒會，然後就衝到那個女演員面

前，然後就跟她介紹自己說：我是誰誰誰，然後把名片遞給她，結果可想而知，這個女孩就受到

驚嚇，然後保安就把他打了一頓，拉出去。結果當他從這個酒會上遭受羞辱回來以後，他就在自

己的車上想，我應該要改變自己，我一定要讓這個女孩子看見我的改變，要讓她喜歡上我。所以

他就找到了一個型銷師，就是可以幫自己打造好的形象，結果第一天，這個型銷師就給他購買了

非常得體的一些服裝，然後給他戴上金絲眼鏡，把他頭髮整個收拾完，讓他穿上這一身的新衣服

的時候，整個人煥然一新，非常的得體。然後這個大款就走到鏡子跟前，看著自己的形象非常滿

意，他就跑過來看這個這個型銷師說：好！我們現在就去找那個女孩子，我現在這個樣子她一定

會非常喜歡的。結果你知道嗎？這個型銷師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說：現在的這些外在的改

變，是最表面也最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內在的生命不改變的話，你的一句話就會讓這個女孩子看

出來你仍然沒有改變，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進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就是對你內在生命的改

變。結果你就看見整部的影片余下的內容，都是在描述這一個人是怎麼樣被訓練，經過很多艱苦

學習、很多知識，很多訓練，最終你會發現一點一點在他生命中間那種優雅的反應，優雅的舉止

成了他真真實實一種生命的流露。 

 

弟兄姊妹，我要請你特別的注意，當我們談到我們需要，我們因為自己有某些軟弱，或者最需要

被改變的時候，他不是在從那個錯誤的行為開始改變，每一個錯誤的行為背後，之所以可以能夠

顯出來，都已經在向你昭示你整個生命都已經出現了問題。我以前在教會牧會的時候，所有的弟

兄姊妹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脾氣非常好，非常柔和的這樣一個人，我自己大概也是這樣看自己的。

你知道嗎？當我在剛剛進入婚姻第一次跟太太吵架的時候，我報發脾氣的時候，我突然間意識到

自己錯了，我就跟太太說：對不起！我是一時不小心，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是非常溫柔，只是一

時不小心，剛才沒有控制住發了這個脾氣。 

 

但是，隨著我在婚姻中時間越來越久，我就會發現一個很真實的事情，我當時對太太所說的話是

錯的。因為我在最初結婚的那一年，後來有好幾次我都很難控制自己的脾氣。我想要告訴你的事

情是，當你在一個罪行暴露出來的時候，你說：我不是這樣的人，真是不小心偶然的！No！我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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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你，那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的生命，本來的狀態、本來的樣式就是那樣，只不過沒有遇到一些環

境把它暴露出來。當那一件事情暴露出來的時候，是你整個生命一直都是那樣。求主來憐憫我

們！你的罪不是你不小心一時的失誤，而是你整個生命真實狀態的一個彰顯。所以，在這一點的

最後一個方面我想跟你談，如果「罪」使我們全人、整個人抵擋神，要以自我為中心；如果我們

的罪是我們內在的本性；那麼這兩件事情就會讓所有的罪人開始對自己絕望。因為我們發現我沒

有辦法用任何自己的努力，能夠讓我們對神的抵擋被改變。我們沒有任何的努力，能夠讓我們自

己跟神恢復關係。照樣，如果罪使我內在本性里的事情話，我也沒有辦法用任何外在的努力和改

變，讓我本性被改變。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請你特別的注意，這就是保羅為什麼一再地講：你們得救是本乎恩！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拒絕所有的宗教說：你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更新、改變、拯救自己，因為罪不是我們生

命中間出了一點點小問題，是我們的整個生命與生俱來對神的抵擋！所以，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

得自己以前信主的光景，不知道你是否還常常能夠回憶的起來，自己沒有信耶穌之前是多麼的敗

壞、可憐和絕望。保羅在講述基督耶穌的救恩和福音的時候，他首先談到我們過去的光景，他的

意思是無論如何你不應該忘卻過去的這個光景！ 

 

因为你越发的认识自己过去是何等的深切的败坏和罪，你就会越深的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感到喜

乐！感恩！你就越发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惟你生命的宝贵！福音诚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福音是从

一个坏消息开始的，除非这个坏消息就是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深重，而我们自己又何等的没有办法

解决，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过去光景的败坏、可怜跟绝望，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爱慕福音，也

没有办法感受对福音的需要，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真实实地在福音里面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我要

跟你分手第一件事情，我们过去的光景。 

二，我們如今的光景：在基督救贖中活過來（4-7） 

1，我們蒙救贖是因著上帝主動的作為 

2，上帝因何拯救我們：因著他的大愛 

3，上帝如何拯救我們：叫我們與基督同復活 

4，上帝為何拯救我們：彰顯上帝的榮耀 

 

弟兄姐妹，接下去我要跟你來看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如今的光景是怎樣的？是在基督耶穌的救

贖中活過來，在四到七節保羅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過去的光景那麼悲慘、那麼絕望，沒有辦

法靠自己解決，但是現在已經全都改變了！保羅在這裡提了幾件關於我們的生命，在基督耶穌里

蒙救贖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值得你注意的。首先，我們來看經文 4-7節: 4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

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

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里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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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請你特別的注意，經文告訴我們有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得以復

活，我們之所以能夠脫離過去那種悲慘的被罪捆綁的境地，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做到，但現在之所

以能夠脫離是因為上帝主動的結果。他說，因著神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

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起活過來，不是我們自己叫自己與基督一起活過來。我們是死

在過犯中，神主動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第二件：上帝到底因何主動拯救我們呢？聖經告訴

你說：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第三件事情：上帝如何來拯救我們呢？聖經告訴我們說：祂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

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這就是祂叫我們蒙拯救的方法。第四件事情是：神為何要救我們呢？聖

經告訴我們說：是為了要叫祂自己得榮耀，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給後來的世代看。所以，我們之

所以能夠得救，是因著神的主動，神因何拯救我們呢？是因為祂愛我們的大愛，神如何拯救我們

呢？是因著祂讓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的方法！神為何救我們呢？是要叫祂自己向我們所施的

恩慈見證出來，顯明出來給後來的世代看！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四件事情每一樣都很重要，我們自己是甘心樂意主動犯罪抵擋神的人，無論

我們做什麼都沒有辦法救自己，這是我們的前面所看見的。所以，神因著祂自己愛我們的愛，主

動的將我們拯救。你知道嗎，這是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事情，若非神的主動，沒有人能夠救自

己。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一段新聞報道，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有一個年輕人，他為了錢財

搶劫另外一個 19歲的孩子，然後把這個孩子殺掉，然後就把他的錢搶過來，處理屍體的時候，就

把這個孩子的屍體燒掉了。後來他還是被抓住了，在被抓住的時候，法庭當然掌握了全部的證

據，要把這個孩子判為死刑。但是，當時這個孩子的父母用了各種各樣的方式沒有辦法解決這個

問題。這個孩子在法庭上面是哭的不行，非常非常痛苦。接下去這一個被殺的孩子的母親，她是

一個基督徒，她非常傷心於自己的孩子遭遇這樣的痛苦。但是當她經過好多時間對這一個殺害她

孩子的兇手的瞭解，包括他成長的環境，包括他的整個家庭所經歷的很多痛苦的時候，然後這個

被殺孩子的母親，看到這個年輕的孩子跟他的孩子年紀差不多，也都是一個 20歲剛出頭的人，她

就非常非常痛苦抉擇，要不要在法庭上為這個孩子求情不要被判死刑。這個新聞報道非常短，我

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姐妹她經歷了多少的掙扎，她對這個孩子的瞭解到了什麼程度，但是我非常深

刻記得的就是，這個母親在法庭上面流著眼淚，講了這樣的一句話，她說：我的孩子的死是沒有

什麼價值的，他是無辜被殺的。但是，如果我的孩子的死，能有什麼價值的話，我盼望能夠換回

這個 20歲出頭的年輕人整個生命被改變！她請求法庭說：我真的盼望讓我的孩子的死，不至於沒

有任何的價值留下來，所以我請求你們給這個孩子有機會活著。我清楚的記得那個母親在講這些

話的時候，她泣不成聲、她淚流滿面的那種痛苦感。後來這個孩子真的獲得了一個機會，就是不

至於被處以死刑。你知道這個母親為什麼她會如此痛苦講出這些話嗎？因為饒恕跟赦免，就是把

別人當受刑法的痛苦，等同的咽在自己的肚子里！这个杀人犯本来应该承受的痛苦，我现在原谅

他，然后都压在我自己的心里。所以我的痛苦大到一个地步，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做，我想让自己

的孩子的死能有一些价值，让这个年轻的孩子可以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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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你知道饒恕多麼的不容易，是把公義的制裁，使那犯罪者當受的刑罰背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這樣嗎！你說神哪謝謝禰！赦免我的罪！No！沒有那麼容易！

要赦免我們的罪，就是我們本當受的刑罰和痛苦，這個赦免我們的人要自己承擔下去，所以主耶

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死了！你知道嗎？有的時候基督徒會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是什麼呢？

這個錯誤就是我犯一個小小的罪不太要緊，只要認罪就好了。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在這

個世界上神任何的事情都容易成就，因為祂有無限的大能，但是對上帝而言，最難解決的一件事

情是我們生命的罪，難道必須上帝自己附上生命的代價才可以。你的任何一個小小的罪，都需要

基督耶穌的十字架救恩的代價才能夠承受，才能夠赦免。然而神就是這樣主動的成就了這救恩！

你知道嗎弟兄姊妹，在那個案例中，這個犯罪的孩子若有任何一點點的可能性活著，只能夠來自

於這一個被傷害者的赦免跟饒恕！ 

 

第二件事情就是：因著上帝愛我們的愛，所以祂來拯救我們。聖經清楚的告訴我們說，羅馬書第

五章 1-8節裡面說：唯有我們還軟弱的時候、我們還與神為仇的時候、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基

督就替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瞭！ 

 

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讓我們得救呢？祂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

上。這可能是這段經文裡面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個內容，我要引入另外一段經文來跟你講解釋，

在加拉太書第二章的 20節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一同釘十字架，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裡面活著。」我在這裡要讓你明白一件事情，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僅僅是带替你

死了，不僅僅是代替我們要上十字架受刑罰的人，祂代替我們承擔這一切。弟兄姐妹，保羅說：

如今活著的不在是我，乃是基督我們裡面活著的意思是；耶穌基督不僅僅帶替我承受刑罰，祂也

代表我！我再告訴你一次：不僅僅是代替，如果提到十字架的代替，你就會很熟悉，但是我今天

要告訴你，不僅僅是代替，還有代表。耶穌基督代表你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意味著什麼呢？意味

著當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死了，你的老舊人也在那裡死了，因為祂是代表著你死在十字架上！那

意味著當耶穌基督得勝死亡的權勢，從死裡復活的時候，你也已經從死裡復活戰勝死亡的權勢

了，因為祂是代表我們！我們就看見一個非常感人的事實，就是上帝讓我們跟耶穌基督做了一個

完全的交換，把我們當承受的完全。我們的罪當承受的刑罰、羞辱都交換給耶穌。然後把耶穌基

督當得的，就是祂的生命、祂的喜樂、祂的權柄、祂的能力，以及祂的永恆的生命和榮耀都交換

給我們！弟兄姊妹，這是福音的核心，這是神所做的救恩的核心！ 

 

所以弟兄姐妹，當我們信耶穌的那一天開始，我們就已經擁有基督耶穌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我們

是真真實實的與祂一同復活了。當你今天做基督徒，你說我覺得自己很懦弱，有很多罪我勝不

過，聽高弟兄一句話：不是你沒有能力，因為聖靈已經在你裡面，你與基督有一樣的生命能力。

但是，你之所以覺得自己勝不過，不是不能而是不想。有的時候我們太愛慕這個罪中之樂了，我

們不是不能夠去得勝這個罪，我們是自己心裡已經被吸引，不想要勝過，在這個時候你就沒有辦

法得勝。所以你要特別的小心，撒旦常常會藉著一些環境的試探，讓我們裡面燃起對罪的愛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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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事情：上帝到底為何要拯救我們？你知道因何拯救跟為何拯救不一樣對嗎？因何拯救是因

應著祂愛我們的大愛；為何拯救，目的是講述神要藉著這樣的救恩，達到什麼樣的效果；聖經告

訴我們說：神之所以拯救我們，是要叫祂自己向我們所顯的恩慈，能夠在歷史歷代中被彰顯、被

見證、被看見！單單是這一點，能夠分享的真理太多了，但我只講一個很有意思事情，當我在講

說，神之所以拯救我們是要彰顯祂的榮耀把祂的恩賜和榮耀要顯給人看的時候，曾經就遇到過一

個信徒，他跑過來說： 高傳道我就是非常不明白一件事情，為什麼我們的神做什麼事情都彰顯祂

的榮耀呢？這不是很驕傲的事情嗎？我們都不要去彰顯自己的榮耀才對呀，為什麼我們的神做什

麼事情都要彰顯祂的榮耀，祂救我不過是為了彰顯祂的榮耀嗎？當我聽到以後，我就問他說：弟

兄，你有沒有孩子啊？他說：我當然有孩子，我有一個女兒，非常非常的乖巧，我非常非常愛

她。然後我就跟他說：弟兄，那你有沒有想要說在自己女兒面前做一個非常好的父親？他說：當

然了，以前我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這個人原來吊兒郎當的非常不務正業，開遊戲廳，混社會。

但是當我結婚都沒有給我帶來太大的改變，唯當我太太懷孕。那天，我說天哪，我馬上要做爸爸

了，我得要讓我的孩子看見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的父親呢？我總不能還是這樣不務正業，讓我的孩

子將來一提到自己的父親沒有什麼榮耀感，不信任我吧！我從那天開始，我太太身懷六甲，女兒

出生，我就開始把我那些亂七八糟的衣服全部丟掉，把那些原來打的耳釘全部都丟掉，我要開始

穿上西裝，找一份體面的工作，開始好好的做一個父親。我說：弟兄，你現在明白神為什麼要榮

耀祂自己嗎？為什麼一定要在祂的兒女面前彰顯祂的榮耀嗎？ 

 

弟兄姊妹，我們很多人都是做父母的，當我們之所以想要讓我們的孩子，以我們為榮，要讓孩子

把榮耀歸給我們，不是因為我們驕傲，是因為我們盼望孩子因為看見我們是一個榮耀的父親或者

母親，好能夠在凡事上都信任我們的教導，好叫他的人生少走很多很多彎路，經歷很多很多不必

要的，甚至是我們經歷過的失敗。你知道神為什麼一定要彰顯祂的榮耀給世人看嗎？因為祂要讓

你知道祂這位父親是如此的美善、如此的可愛、如此的可信、如此的吸引你，以至於你對祂的愛

和信任，可以讓你遵守祂的教導，在這一生當中少走很多的彎路。叫你信任祂的教導，知道那是

愛和好的，好叫你的生命越來越豐盛！我們的神，從來不是一個我們所以為的那樣以自我為中心

的神，祂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愛我們。所以，求主來憐憫我們，神今天藉著祂兒子耶穌基督如此

大代價的犧牲，是為了叫你叫我將榮耀歸給祂，是要彰顯祂自己豐盛的愛和榮耀給我們，讓我們

能夠信任，以信心來回應祂！ 

 

三，由內而外的更新（8-10） 

1，何謂信心：承認破碎，接受恩典 

2，何等榮耀的生命：榮耀的敬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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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

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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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我們剛才講了我們說，神如此的彰顯祂榮耀，是為了吸引我們，讓我們信任祂，讓我

們愛祂，讓我們以信心來回應祂。所以祂差祂兒子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復活，用這麼大

的代價向我們彰顯祂的愛、祂的可信、祂的吸引力！所以保羅在接下去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

因著信。然後他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這兩樣都不是我們自己能做的，乃是神親自造成的！乃

是神親自所賜的！有的時候我們會是想說，得救是本乎恩，我能理解，我完全沒有辦法救自己，

如果不是耶穌基督主動的拯救我，根本沒有辦法脫離罪惡，沒有辦法成為神的兒女，這個我懂。

但是請問高傳道，為什麼信也是神所賜的呢？難道不是說我的信心多大，神就會給我相應的祝福

嗎？常常會聽見教會裡面弟兄姐妹說：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我一定要信，我不能夠在這裡

懷疑，我一定要信！好像「信」就不再是神的事情，而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曾經在教會

中，遇到過一件非常非常憂傷的事情。我們有一個姐妹得了癌症非常非常的嚴重，當時到我們都

已經知道她可能沒有多久的時間，去醫院探訪她的時候，旁邊有一些不是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們正在對這個姊妹禱告，他們禱告：姐妹你一定要信，我求主加添你的信心，你一定要信，你

一定能夠好，你一定....... 如果你不信神怎麼醫治你呢......結果那個姐妹就非常虛弱的講了

一句話：我當然信，我相信上帝可以醫治我。結果沒多久她去世了，去世了以後家屬們非常有意

見，而那些天天勸著她要有信心的那些人，卻說她到最後根本就沒有信心上帝會醫治。你會不會

覺得這個事例非常殘酷，你會不會覺得這些所謂來為她禱告的弟兄姊妹太過殘酷，她在如此虛弱

當中對她說：你一定要信、一定要信，結果她去世了，還在說原因是因為她嘴巴上說，她沒有當

時真正的信。 

 

弟兄姊妹，我要告訴你信心根本不是一種功勞，好像我們常常說你信到哪兒，成就到那兒，信有

多大，神成就多大。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在面對，我剛才所說的類似這樣的困境。但保羅已經

說了，信是來自於神的恩典，不是我們自己的。我現在來給你一個關於信心正確的概念，然後我

會舉個例子來給你解釋；弟兄姊妹請聽：信心是什麼呢？信心就是我承認自己的破碎、無有、沒

有功勞，轉而接受神的救贖之恩，這叫做信心。信心，不是一種功勞，信心，恰恰是我承認自己

沒有任何辦法、沒有任何功勞，然後完全轉身接受神的恩典，這個叫做信心！ 

 

在汶川地震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被壓在石板下面，他的腿被鋼筋刺穿了。刺穿了以後，經過好

幾天他非常虛弱，幾乎已經絕望的時候，救援隊找到了他。找到他以後，救援隊觀察他周邊的情

況，發現他的腿被鋼筋刺穿，然後，又看他周邊這些倒下來的樓板的這個情況，然後跟他講一句

話說：你聽我們講，現在我們開始要進行營救，你現在情況非常危急，你現在什麼事情都不要

做，千萬不要輕易挪動自己的身體，因為你可能一個動作就會造成增加很大的困難，你只需要相

信我們可以把你救出來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我想問你這個時候這個在石板下面壓著的年輕人會說什麼？他會說：不！不！不！你

看看我能做什麼？我也要努力呀！不然的話你們怎麼救的了我。他當然不會這樣講，他只會講

說：好！我就聽你們的，我把自己完全交給你們，你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完全聽你們的，只

要能救我就好！我請你注意，這就是信心的本質，神啊！禰看我都信到這個地步了，禰還不成就

嗎？No！完全錯！很多敬虔的弟兄姊妹，因為種錯誤的心情觀把自己逼迫到一個地步，讓自己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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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神好像很嚴厲，絲毫沒有慈愛可言。但是，信心是什麼？信心是承認自己什麼都做不了，把自

己交托給那位信實的神！所以，這是真正保羅講說：信心是神的恩典，神所賜的原因所在！我要

問你：在你的屬靈生命中，你還在將自己不斷地更新改變的焦點放在自己外在的行為上嗎？你還

在以為自己的信心，就是自己的一種功勞、自己能夠做得、自己可以成就的，神就會按照我信的

程度給我成就嗎？No！我們在神面前一無所有，連我們能夠接受祂，都是祂白白的恩典！感謝

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過去的光景是那麼的糟糕，如今卻成了何等樣的人。在最後這一段，保

羅就做了一個總結，他總結什麼呢？他說：我們是祂的工作！ 

 

弟兄姐妹，我們之所以能夠從死裡復活，完全是祂的工作，我們今生跟隨祂完全依靠祂的恩典，

在基督耶穌的救恩裡面祂把我們造成新造的人。為要叫我們行善。神做這一些所有的事情，這麼

宏大的救恩賜給你，把你更新成這樣的人，祂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要叫你能夠行善，而且不僅

僅是目的，也是已經賜給你弄夠行善的能力。這個善行是什麼呢？就是神所預備要叫我們行的，

一切討神喜悅的事情。我們原來在罪中，死在罪孽過犯中，完全敵對神。現在怎麼樣，我們現在

所思所想都是思想神所喜悅的事情。我們所做的一切，每天的生活飲食起居，各個方面都可以討

神喜悅，為榮耀神！這就是保羅所說的：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變化，叫你們查驗何為神良善成全可喜悅的。我們原來是何等的人，現在又成了何等的人，

是因著神的恩才成。所以，我鼓勵你，你過去的光景你不能夠忘卻，因為那過去光景的那些敗

壞、軟弱會讓你回想起來，你就會越發感謝耶穌的救恩！而且，當耶穌基督在祂的十字架上成就

祂的救恩的時候，你知道這是因著神主動的作為，是我們不配的。你知道這完全是出於神的愛，

我們本是不配蒙愛的！你知道這是要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死而復活，基督這樣的代價才成就的，

你也知道這是為了彰顯祂的榮耀！ 

 

弟兄姐妹喜樂吧！福音真的太美了！所以我盼望你深刻思想神的話，聽了這樣的聖經的話以後，

你可以從軟弱中剛強起來，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跟神說：神啊，謝謝禰！禰已經為我做成這些，

謝謝禰！禰已經更新我的生命，並且也賜我能力能夠做一切禰所喜悅的事，就求禰在我整個乘勝

的道路上加添力量，使我能夠如此行、如此活出來，榮耀歸給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