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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稱為使徒

因為我從前逼迫 神的教會。

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

讀經
林前十五
9 11 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

這原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與我同在。

我 我

9-11

55-58

11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55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56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57 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58 所以 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不徒然的恩典
林前十五9-11；55-58

諸長樂牧師 2017.04.23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上個禮拜我們分享到，我們若不是徒然地相信，上個禮拜我們分享到，我們若不是徒然地相信，

福音就能夠拯救我們，福音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來思想：今天我要跟大家 起來思想：

上帝把這麼大的恩典給我們，有什麼心意呢？

使徒保羅說上帝把這麼大的恩典給我們，不是徒然的。

上帝是一位有計劃、有目的的上帝，

所以我們要一起來看，上帝把這麼大的恩典給我們，

在我們身上有什麼帶領！

一、恩典的再思

使徒保羅宣告說：使徒保羅宣告說：

十五10 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

其實我相信不僅保羅有這樣的宣告，其實我相信不僅保羅有這樣的宣告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宣告；

甚至不管我們今天是不是已經接受主，

我們都應該謙卑地有這樣的宣告。

今天你、我能夠坐在這裡敬拜，都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們基督徒講到恩典的時候，我們常常講到神的救恩。

但是其實在我們領受救恩之前，我們都已經領受了神很大的恩典。

神學家形容這種每一個人都領受的，叫做「普遍恩典」。

這樣的恩典是給所有在世上的人；

這樣的恩典 包括上帝的良善 可 帶給 世上的祝福這樣的恩典，包括上帝的良善，可以帶給人世上的祝福，

但是不能使人得救。



徒十 講到哥尼流，他很虔誠、

他常常禱告、他也賙濟窮人，但是他還沒有得救，他常常禱告、他也賙濟窮人，但是他還沒有得救，

他需要接受彼得跟他傳的福音，他才能夠得救。

路七 有一個百夫長，路七 有 個百夫長

他很愛他的僕人，他也為當時的猶太人建造會堂，

但是他也還沒有得救！

然而在他們的身上都彰顯出上帝的良善。

上帝的普遍恩典在許多方面向我們顯明：

首先在物質上面，登山寶訓裡面說—

太五45 神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今天如果我們需要陽光，不會說因為我信了耶穌，

我出去，陽光只照我，不照那些不信耶穌的人；我出去，陽光只照我，不照那些不信耶穌的人；

需要雨水的時候，不管我們是好、是壞，上帝都憐憫我們、賜下雨水。

上帝也賜給我們能夠理解事物的理性、讓我們能夠明白很多的事情，

甚至明白有一位上帝，這是 羅一 裡面所講的。甚至明白有一位上帝，這是 羅 裡面所講的。

上帝的「普遍恩典」也賜給我們一種道德是非的感覺，

每一個人都有是非之心能夠分辨好歹。每 個 都有是非之 能夠分辨好歹

神也把很多的創意來賜給人，這是給所有的人的，不是只給基督徒。

基督徒可以有很多很美好的創作，沒信主的人同樣可以有美好的創作！督 可 有 多 美 創作 同樣可 有美 創作

不論是文學、或者是藝術；農業、或者是工業、甚至烹飪都是藝術。

不是說只有基督徒煮飯才好吃，很多大師傅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煮飯非常好吃，因為上帝把創意給他們。

上帝也把治理的恩賜給人，不管是家庭、公司、政府，有時我們都會

埋怨這個政府不好，但是不好的政府總比沒有政府要好很多。

敘利亞以前人家覺得它的領袖不好，所以就把他推翻了，敘利亞就

進入 個幾乎是無政府的狀態 百姓過得比以前還要痛苦進入一個幾乎是無政府的狀態，百姓過得比以前還要痛苦。

所以上帝賜下這麼多的「普遍恩典」，讓我們可以很平安地活在這個世上。

普遍恩典，也跟上帝的救恩互相影響、預備我們、讓我們能夠得著上帝的救恩。

對基督徒來說 常常我們會強調神的救恩 而忽略了上帝的「普遍恩典對基督徒來說，常常我們會強調神的救恩，而忽略了上帝的「普遍恩典」。

其實「普遍恩典」可以幫助基督徒明白幾件事：

1 明白上帝用「人不配得的方式」，來賜下1.明白上帝用 人不配得的方式」，來賜下

我們所需要的智慧、天賦、美麗。

2.幫助我們能夠脫離狹窄的心胸、欣賞上帝一切的美善。幫 我 離狹窄的心胸 賞 帝 美善

3.讓我們能夠謙卑地承認，接受非基督徒有的時候在道德、智慧和愛心上，

比我們還好！有的時候我們很狹窄，我們看不得別人比我們好。

當我們不能否認別人比我們好，我們還會很酸地加上一句—可惜他不是基督徒。

這事奇怪了！他尊重、接受上帝的普遍恩典，他好不行嗎？

你說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卻對上帝的救恩跟普遍恩典沒有做出回應，

那在神的面前是可恥的。我們看到有一些人有特別的天份、特別的成就，

我們會說 「都很好！可惜他不是基督徒！我們會說：「都很好！可惜他不是基督徒！」

他工作比你還努力，上帝給他那樣的天份，難道他不可以成功嗎？

在有名的歌劇阿瑪迪斯講到一個故事：有一個在宮廷的作曲家

叫做安東尼奧薩列里，他的道德非常好，他也很敬虔，叫做安東尼奧薩列里，他的道德非常好，他也很敬虔，

也因著上帝祝福他，他過著很舒服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他碰到了莫札特，哇！他知道什麼叫做天才！可是有 天他碰到了莫札特 哇！他知道什麼叫做天才！

他覺得他的音樂跟莫札特比起來實在是太平庸了。更讓他不舒服的是，

莫札特的生活是一塌糊塗！所以他就埋怨上帝:「上帝呀！?為什麼這樣？

我這麼敬虔，卻不把這樣的恩賜給我！莫札特這麼糟糕，他卻這麼樣地有天份！

我這輩子怎麼樣都趕不上他。」如果安東尼奧薩列里懂得上帝的普遍恩典，

樂 苦毒就可以活得很喜樂、沒有苦毒。你就可以欣賞你周圍所有的美善！

反過來說，如果我還沒有信耶穌，我有很多的良善，我也沒有什麼可誇的，

這也是 帝的恩典 我們沒有 個 決定我生在怎麼樣的環境這也是上帝的恩典。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我生在怎麼樣的環境；

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我有多少的智商、我在哪方面有特別的才能，

都是我們還在母腹的當中的時候，上帝就已經給我們了！都是我們還在母腹的當中的時候，上帝就已經給我們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謙卑地敬畏神。



二、恩典不徒然

但是上帝不僅僅賜下普遍恩典，上帝也賜下特殊的恩典，但是上帝不僅僅賜下普遍恩典，上帝也賜下特殊的恩典，

這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比起普遍恩典更偉大！

我們每一個人得救，不是偶然的事件。我們每 個 得救 是偶然的事件

弗一4 我們可以得救是神在創世以前就已經揀選我們。

世界很美麗、很偉大，但這個救恩卻是在創世以前神已經預備了，

神用祂的話來創造這個世界，但是神卻用祂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的生命

來拯救我們，並且聖靈不斷地光照和啟示我們，讓我們明白上帝的救恩。

所以一個人可以得救，是三位一體真神那樣一個奇妙地同工。

我常常在想我這樣的一個人配得上帝這麼大的工程嗎？

有時候們自己都覺得 我算不得什麼 世界多 個我沒差有時候們自己都覺得—我算不得什麼，世界多一個我沒差、

少一個我也沒差！但是神為了讓我們得救，卻是三位一體真神，

長期地動工在我們這些不配的人身上。長期地動工在我們這些不配的人身上。

因著神的救恩，讓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新造的人，讓我們可以有永恆的生命。

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它一點也不廉價，需要我們去珍惜的。

羅六2 個信主受洗的人 不可以仍然在罪中生活羅六2 一個信主受洗的人，不可以仍然在罪中生活

羅五20 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在哪裡顯多。

那太好了！我可以繼續犯罪讓恩典更加顯多嗎？那太好了！我可以繼續犯罪讓恩典更加顯多嗎？

聖經上說：「斷乎不可！」是絕對不可以的。上帝的恩典

一點都不廉價，上帝希望我們對祂的恩典，能夠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回應。

有一個人他去買馬車票，他就到了票亭問賣票的人：「有怎麼樣的票價？」

他說：「有三種票價！頭等艙，非常貴；二等艙，大概是頭等艙的一半；

三等艙，是頭等艙的十分之一。」他就問：「這三種票有什麼不同？」

「沒有什麼不同！上了馬車以後，你愛坐哪裡、就坐哪裡，有位子你就可以坐。」

他想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情？如果是你的話，你買幾等艙？

他很高興地花錢買了三等艙！ 然後他上了馬車坐在那邊，

問旁邊的人：「你買幾等艙？ 旁邊的人說：「我買頭等艙！問旁邊的人：「你買幾等艙？」旁邊的人說：「我買頭等艙！」

再問旁邊的人說：「你買幾等艙？」他說：「我買二等艙！」

他想—我真是聰明！你看我跟頭等艙、二等艙的人都坐一起。

過 會兒，馬車啟動了，清風徐來，非常舒服！他更加得意了，過一會兒，馬車啟動了，清風徐來，非常舒服！他更加得意了，

他說：「你看三等艙、頭等艙、二等艙，不是都一樣！」

馬車走了一段路以後，碰到上坡的地方，馬就拉不動了，馬車走了 段路以後 碰到上坡的地方 馬就拉不動了

就聽到這個馬車的駕駛在那邊喊說：

「二等艙的請下車！請跟著車子旁邊走。」

哇！他好得意：「你看，二等艙的先下車！」

過了一會兒又聽到馬車司機在喊：「三等艙的請下車，然後請幫忙推車。」

有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好像我們可以賺到什麼樣的便宜，

我們信了耶穌以後我們做不做主的工，我們好像都一樣嘛！

堂嘛 在 車 嘛都是上天堂嘛！都坐在一輛馬車上面嘛！

但是到時候你就曉得，事奉上帝跟不事奉上帝，有什麼不一樣？

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上帝給我的恩典都不是徒然的！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上帝給我的恩典都不是徒然的！

他說當我得到這個恩典以後，我就格外地勞苦，我比一般人更花代價。

但是今天我能夠花代價，也是上帝的恩典。

哥後十一 使徒保羅講到他服事主的經歷，哥後十一 使徒保羅講到他服事主的經歷，

他被鞭子打、被棍打、被石頭打；

他坐船，船竟然會壞了三次，他坐船 船竟然會壞了三次

要是當時我看到保羅在船上，我就趕快下船；

他一日一夜在海裡面；他被猶太人迫害；

他有的時候沒有東西可以吃；

有的時候衣服不夠，受寒冷；他常常坐監牢；

但 他都覺得 上帝給他的恩典但是他都覺得這是上帝給他的恩典。

在台灣有兩位宣教士，

個到外蒙古去宣教 最冷的時 零 度一個到外蒙古去宣教，最冷的時候零下50度；

一個到南蘇丹去宣教，最熱的時候零上50度。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要放棄舒適的環境，到那個相差一百度的地方去傳福音？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要放棄舒適的環境，到那個相差一百度的地方去傳福音？

我相信他們是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因此他們願意格外的勞苦。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你得救、我得救以後，我們有沒有願意為主付上代價？

路十九 講到稅吏長撒該的得救，他以前是以賺錢為他人生的目標，路十九 講到稅吏長撒該的得救，他以前是以賺錢為他人生的目標，

但是他信主以後他說：「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賙濟窮人！

我從前騙了誰，我就還他四倍！」他過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我從前騙了誰 我就還他四倍！」他過 個完全不 樣的生活

路七 也講到有一個女子，她是一個犯罪的女子，但是當耶穌在一個法利賽人家

坐席，她跟在耶穌的後面，用她的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坐席 她跟在耶穌的後面 用她的眼淚濕了耶穌的腳

她用她的頭髮當作毛巾一樣，把耶穌的腳擦乾，

並且傾倒香膏在耶穌的腳上、連連親耶穌的腳。

因為她知道她的罪被神所赦免了，她的愛就很多。

耶穌問這位西門說：「你覺得誰的愛比較多？是欠了50兩銀子被赦免，還是欠了

兩銀子被赦免的人 愛多？ 西門說 「那個欠 0兩銀子的人愛多！5兩銀子被赦免的人，愛多？」西門說：「那個欠50兩銀子的人愛多！」

當我們真的認識我們是一個何等的罪人的時候，就像使徒保羅所說的—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每 個信主、蒙恩的人是不再為自己活，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每一個信主、蒙恩的人是不再為自己活，

乃是為那個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過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有一部越南和美國合拍的電影，叫做戀戀三季( Three Seasons)。

當中講到有一個開機動三輪車的司機叫做阿海，當中講到有一個開機動三輪車的司機叫做阿海，

他很努力地工作，但是他愛上了一個妓女。

而這個妓女對他根本就不屑一顧！這個妓 對 根本就 屑 顧！

這妓女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用我的身體賺錢，

有一天我要住到那個五星級的飯店。

後來阿海有一次參加三輪車的比賽，他贏了、得獎，

他就用他得到的錢帶了這個妓女到了那個五星級的飯店，

然而他並沒有跟她發生關係，他太愛這個女孩子了！

他只要看到這個女孩子，安安靜靜地睡在

她夢想的世界裡 他就滿足她夢想的世界裡，他就滿足了。

當這個女孩子睡著以後，阿海默默地付了錢就離開了旅館。

這個女孩子一覺醒來以後，她就發現—我不可以再這樣。這個女孩子一覺醒來以後，她就發現—我不可以再這樣。

她真正的被那個純潔和無條件的愛所觸摸過，她生命產生了改變！

三、勞苦不徒然

弟兄姊妹你我都被這樣神聖的愛觸摸過的，弟兄姊妹你我都被這樣神聖的愛觸摸過的，

問題是我們對這樣的愛有什麼樣的回應？

同時也不要忘記上帝的原則—祂給誰多，就向誰多要；同時也不要忘記上帝的原則 祂給誰多 就向誰多要；

多託給你很多的恩賜、多託給你很多的資源，就要向你多取。

不論是教會或個人，千萬不能落在那個驕傲的自滿裡面。不論是教會或個 千萬不能落在那個驕傲的自滿裡面

我們要像使徒保羅一樣說：

「我立了一個心志，我就是要討上帝的喜悅。」

我們不落在跟別人比較的當中，特別是跟那個比我們差的來比較，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要得到上帝要我們所得著的。

帝 恩典 苦所以面對上帝的恩典，使徒保羅說他是格外地勞苦。

但是這世界上勞苦的人很多，有的時候勞苦了半天一場空！

因為我們的罪，影響了我們的個人跟我們的世界；因為我們的罪，影響了我們的個人跟我們的世界；

也影響了我們的社會跟我們的工作。

創三 我們在工作的當中會有許多的荊棘跟蒺藜。

每一個農夫種田都希望有豐富的收穫，每 個農夫種田都希望有豐富的收穫，

但是每個農夫都經歷到有雜草、有荊棘、有蒺藜。

所以 傳道書 一再講：「虛空的虛空」，」

他舉了幾個方面就說我們勞苦了半天，我們仍然不滿足：

有的時候我們有一些獲得，但是我們不知足；

有的時候我們有一些獲得，但是我們不能夠享受。很多長輩說：

「我過去想吃，沒得吃！但是我現在買得起了，我不能吃。」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我們有 點點成就有的時候我們看到我們有一點點成就，

別人比我們更好，我們會嫉妒。

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做得還不錯，但是很快就被別人忘了。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做得還不錯，但是很快就被別人忘了。

有的時候我們看明明是一盤好棋，

但是就是跟我們工作的人不合作！但是就是跟我們 作的 不合作！

這都是我們在生命、生活當中所遇到的荊棘和蒺藜。



基督徒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因為我們活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

但是因著上帝的憐憫，我們仍然可以得到一些的果實、田間的蔬菜，但是因著上帝的憐憫，我們仍然可以得到一些的果實、田間的蔬菜，

可以供應我們日常的生活。但是基督徒可以說：「我們的勞苦不徒然！」

林前十五 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在主裡面的勞苦，林前十五 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常常竭力 多做主工！因為在主裡面的勞苦

是不徒然的。我們今生的工作，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個禱告。

詩九十 求上帝建立我們手所作的工。

啟十四13 在主裡面睡的人有福了，他們不僅息了世上的勞苦，

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世界會忘記我們所做的，但是上帝不會忘記。

我們在主裡 的 些愛心 慈惠 不論是幫助那些有需要的弟 姊妹太廿五 我們在主裡面的一些愛心、慈惠，不論是幫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或者一點小小的服事，小到一個地步連我們自己都忘了，但是上帝沒有忘記！

祂仍然紀念，而且願意給我們獎賞。所以基督徒的勞苦不是徒然的！祂仍然紀念，而且願意給我們獎賞。所以基督徒的勞苦不是徒然的！

為此我們激勵我們可以殷勤的來服事上帝，

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當中、工作的當中服事上帝；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當中 工作的當中服事上帝；

也在我們教會的服事、和教會生活當中來服事上帝。

基督徒不可以忘恩，更不可以有一種僥倖的心理，只要上帝的恩典，

卻不願意為主付出！我們要殷勤做主的工，奉獻你的恩賜！卻不願意為主付出！我們要殷勤做主的工，奉獻你的恩賜！

會唱詩的就來詩班、好好地來帶領人歸主。

看到有需要的人，願意去幫助他。看到有需要的 願意去幫助他

兩千年的時候，我曾經跟一個教會的長老，去澳門探訪我的宣教士。

我們先到香港住兩天，有人告訴我說香港的奶茶非常好喝，不喝會遺憾！我們先到香港 有 告訴我 香港的奶茶非常 喝 喝會遺憾

結果我那天早上就很滿足地喝了一杯奶茶。

坐上船以後，那天天氣又非常地冷，我的心律不整就發作了！非常難過。

到了澳門以後，人家問我說：「你要去醫院嗎？」他說：「澳門有兩家醫院，

一家要錢、一家要命！你要去哪一家？」我說：「我要去要命那一家！」

果真在 邊躺著 他什麼都 做 也 准我出院果真在那邊躺著，他什麼都不做！也不准我出院。

一直到我的血壓、各方面都稍微穩定一點，他才放我走。

我跟他說，你只要給我吃那種藥，我就 OK了。我跟他說，你只要給我吃那種藥，我就 OK了。

他說：「不給呀！你們台灣人都亂吃藥！」

後來我出院以後，經過我的宣教士介紹，就去了一對年輕夫婦那裡，

他們是一對中醫師，他們非常地辛苦、花代價讀完醫學，他們是一對中醫師，他們非常地辛苦、花代價讀完醫學，

他們欠了好多錢，然而他們卻立志要幫助貧窮人，

所以他們就特別選了在澳門最貧窮的地區，來開他們的診所，所以他們就特別選了在澳門最貧窮的地區 來開他們的診所

讓那些沒有錢去醫院的人，可以到他們那邊就診。

姊妹一天看診時12小時，

弟兄白天在兩個地方打工，到一個公司中午去幫他們看診，

然後晚上的時候，再到醫院繼續看診到12點。

我在那邊接受他們治療的時候，他們跟我講他們的心願，

他們說：「我們信主了，我們覺得主的恩太大！我們能做的有限，

我 就學習耶穌 去 事 些貧窮我們就學習耶穌，去服事那些貧窮的人。」

他們這麼忙，每天還花一段的時間，一定地、好好地讀聖經，

他們說：「我們有 個心願，當我們把債還完的時候，我們要去宣教！他們說：「我們有一個心願，當我們把債還完的時候，我們要去宣教！」

願感動他們的靈，也感動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你的恩典實在太浩大，

不論是在我們身上的普遍恩典，

或者是奇妙的救恩，或者是奇妙的救恩

甚至更豐盛地有恩典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能夠回應你的恩典。讓我們能夠回應你的恩典。

我求你祝福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和弟兄姊妹，

都知道自己是一個蒙恩的人，

並且求你幫助我們讓你在我們身上的恩典，

是一個不徒然的恩典，有合乎你心意的回報。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