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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我 是 最

因为我从前逼迫 神的教会。

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

读经
林前十五

9 11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与我同在。

9-11
55-58

11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5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57 感谢 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58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不徒然的恩典
林前十五9-11；55-58
诸长乐牧师 2017.04.23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我们若不是徒然地相信，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我们若不是徒然地相信，
福音就能够拯救我们，福音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今天我要跟大家 起来思想：
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有什么心意呢？

使徒保罗说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不是徒然的。
上帝是一位有计划、有目的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
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带领！

一、恩典的再思
使徒保罗宣告说：使徒保罗宣告说：

十五10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

其实我相信不仅保罗有这样的宣告，其实我相信不仅保罗有这样的宣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宣告；

甚至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接受主，
我们都应该谦卑地有这样的宣告。

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敬拜，都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们基督徒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救恩。
但是其实在我们领受救恩之前，我们都已经领受了神很大的恩典。

神学家形容这种每一个人都领受的，叫做「普遍恩典」。
这样的恩典是给所有在世上的人；

这样的恩典 包括上帝的良善 可以带给人世上的祝福这样的恩典，包括上帝的良善，可以带给人世上的祝福，
但是不能使人得救。



徒十讲到哥尼流，他很虔诚、

他常常祷告 他也周济穷人 但是他还没有得救他常常祷告、他也周济穷人，但是他还没有得救，

他需要接受彼得跟他传的福音，他才能够得救。
路七有一个百夫长，有 个 夫长，

他很爱他的仆人，他也为当时的犹太人建造会堂，

但是他也还没有得救！

然而在他们的身上都彰显出上帝的良善。

上帝的普遍恩典在许多方面向我们显明：
首先在物质上面，登山宝训里面说—

太五45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需要阳光，不会说因为我信了耶稣，
我出去 阳光只照我 不照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出去，阳光只照我，不照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需要雨水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好、是坏，上帝都怜悯我们、赐下雨水。

上帝也赐给我们能够理解事物的理性、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的事情，
甚至明白有一位上帝 这是 罗一 里面所讲的甚至明白有 位上帝，这是 罗一 里面所讲的。
上帝的「普遍恩典」也赐给我们一种道德是非的感觉，

每一个人都有是非之心能够分辨好歹。每 个人都有是非之心能够分辨好歹。

神也把很多的创意来赐给人，这是给所有的人的，不是只给基督徒。
基督徒可以有很多很美好的创作，没信主的人同样可以有美好的创作！，

不论是文学、或者是艺术；农业、或者是工业、甚至烹饪都是艺术。
不是说只有基督徒煮饭才好吃，很多大师傅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煮饭非常好吃，因为上帝把创意给他们。

上帝也把治理的恩赐给人，不管是家庭、公司、政府，有时我们都会
埋怨这个政府不好，但是不好的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很多。
叙利亚以前人家觉得它的领袖不好，所以就把他推翻了，叙利亚就

进入 个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 百姓过得比以前还要痛苦进入一个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百姓过得比以前还要痛苦。
所以上帝赐下这么多的「普遍恩典」，让我们可以很平安地活在这个世上。

普遍恩典，也跟上帝的救恩互相影响、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
对基督徒来说 常常我们会强调神的救恩 而忽略了上帝的「普遍恩典」对基督徒来说，常常我们会强调神的救恩，而忽略了上帝的「普遍恩典」。

其实「普遍恩典」可以帮助基督徒明白几件事：
1 明白上帝用「人不配得的方式」 来赐下1.明白上帝用「人不配得的方式」，来赐下

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天赋、美丽。
2.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狭窄的心胸、欣赏上帝一切的美善。狭 胸
3.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接受非基督徒有的时候在道德、智慧和爱心上，

比我们还好！有的时候我们很狭窄，我们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

当我们不能否认别人比我们好，我们还会很酸地加上一句—可惜他不是基督徒。
这事奇怪了！他尊重、接受上帝的普遍恩典，他好不行吗？
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对上帝的救恩跟普遍恩典没有做出回应，

那在神的面前是可耻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有特别的天份、特别的成就，
我们会说 「都很好！可惜他不是基督徒！」我们会说：「都很好！可惜他不是基督徒！」

他工作比你还努力，上帝给他那样的天份，难道他不可以成功吗？

在有名的歌剧阿玛迪斯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在宫廷的作曲家
叫做安东尼奥萨列里 他的道德非常好 他也很敬虔叫做安东尼奥萨列里，他的道德非常好，他也很敬虔，

也因着上帝祝福他，他过着很舒服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他碰到了莫札特，哇！他知道什么叫做天才！可是有 天他碰到了莫札特，哇！他知道什么叫做天才！

他觉得他的音乐跟莫札特比起来实在是太平庸了。更让他不舒服的是，
莫札特的生活是一塌糊涂！所以他就埋怨上帝:「上帝呀！?为什么这样？

我这么敬虔，却不把这样的恩赐给我！莫札特这么糟糕，他却这么样地有天份！
我这辈子怎么样都赶不上他。」如果安东尼奥萨列里懂得上帝的普遍恩典，

就 以活得很喜乐 没有苦毒 你就 以欣赏你周围所有的美善就可以活得很喜乐、没有苦毒。你就可以欣赏你周围所有的美善！

反过来说，如果我还没有信耶稣，我有很多的良善，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没有 个人可以决定我生在怎么样的环境这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生在怎么样的环境；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有多少的智商、我在哪方面有特别的才能，
都是我们还在母腹的当中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给我们了！都是我们还在母腹的当中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地敬畏神。



二、恩典不徒然
但是上帝不仅仅赐下普遍恩典 上帝也赐下特殊的恩典但是上帝不仅仅赐下普遍恩典，上帝也赐下特殊的恩典，

这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比起普遍恩典更伟大！
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不是偶然的事件。我 人得救， 偶然的事件。

弗一4我们可以得救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

世界很美丽、很伟大，但这个救恩却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备了，
神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但是神却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并且圣灵不断地光照和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救恩。

所以一个人可以得救，是三位一体真神那样一个奇妙地同工。
我常常在想我这样的一个人配得上帝这么大的工程吗？
有时候们自己都觉得 我算不得什么 世界多 个我没差有时候们自己都觉得—我算不得什么，世界多一个我没差、

少一个我也没差！但是神为了让我们得救，却是三位一体真神，
长期地动工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长期地动工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

因着神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

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它一点也不廉价，需要我们去珍惜的。
罗六2 个信主受洗的人 不可以仍然在罪中生活罗六2一个信主受洗的人，不可以仍然在罪中生活

罗五20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那太好了！我可以继续犯罪让恩典更加显多吗？那太好了！我可以继续犯罪让恩典更加显多吗？

圣经上说：「断乎不可！」是绝对不可以的。上帝的恩典
一点都不廉价，上帝希望我们对他的恩典，能够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回应。

有一个人他去买马车票，他就到了票亭问卖票的人：「有怎么样的票价？」
他说：「有三种票价！头等舱，非常贵；二等舱，大概是头等舱的一半；

三等舱，是头等舱的十分之一。」他就问：「这三种票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上了马车以后，你爱坐哪里、就坐哪里，有位子你就可以坐。」

底 话他想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是你的话，你买几等舱？
他很高兴地花钱买了三等舱！ 然后他上了马车坐在那边，

问旁边的人 「你买几等舱？」旁边的人说 「我买头等舱！」问旁边的人：「你买几等舱？」旁边的人说：「我买头等舱！」
再问旁边的人说：「你买几等舱？」他说：「我买二等舱！」

他想—我真是聪明！你看我跟头等舱、二等舱的人都坐一起。
过一会儿 马车启动了 清风徐来 非常舒服！他更加得意了过 会儿，马车启动了，清风徐来，非常舒服！他更加得意了，
他说：「你看三等舱、头等舱、二等舱，不是都一样！」

马车走了一段路以后，碰到上坡的地方，马就拉不动了，马车走了 段路以后，碰到上坡的地方，马就拉不动了，
就听到这个马车的驾驶在那边喊说：
「二等舱的请下车！请跟着车子旁边走。」

哇！他好得意：「你看，二等舱的先下车！」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马车司机在喊：「三等舱的请下车，然后请帮忙推车。」

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赚到什么样的便宜，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做不做主的工，我们好像都一样嘛！

都是上天堂嘛 都坐在 辆马车上面嘛都是上天堂嘛！都坐在一辆马车上面嘛！
但是到时候你就晓得，事奉上帝跟不事奉上帝，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给我的恩典都不是徒然的！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给我的恩典都不是徒然的！
他说当我得到这个恩典以后，我就格外地劳苦，我比一般人更花代价。

但是今天我能够花代价，也是上帝的恩典。
哥后十一使徒保罗讲到他服事主的经历哥后十一使徒保罗讲到他服事主的经历，

他被鞭子打、被棍打、被石头打；

他坐船，船竟然会坏了三次，他坐 ， 竟然 ，

要是当时我看到保罗在船上，我就赶快下船；
他一日一夜在海里面；他被犹太人迫害；

他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

有的时候衣服不够，受寒冷；他常常坐监牢；

上帝给他的恩典但是他都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在台湾有两位宣教士，
个到外蒙古去宣教 冷的时候零下50度一个到外蒙古去宣教， 冷的时候零下50度；

一个到南苏丹去宣教， 热的时候零上50度。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环境 到那个相差一百度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环境，到那个相差 百度的地方去传福音？

我相信他们是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因此他们愿意格外的劳苦。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得救、我得救以后，我们有没有愿意为主付上代价？
路十九讲到税吏长撒该的得救 他以前是以赚钱为他人生的目标路十九讲到税吏长撒该的得救，他以前是以赚钱为他人生的目标，

但是他信主以后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赒济穷人！

我从前骗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他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 前骗 谁，我就还他四倍！」他过 个完全不 样的生活。

路七也讲到有一个女子，她是一个犯罪的女子，但是当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

坐席，她跟在耶稣的后面，用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她用她的头发当作毛巾一样，把耶稣的脚擦干，

并且倾倒香膏在耶稣的脚上、连连亲耶稣的脚。

因为她知道她的罪被神所赦免了，她的爱就很多。

耶稣问这位西门说：「你觉得谁的爱比较多？是欠了50两银子被赦免，还是欠了

多 「 多5两银子被赦免的人，爱多？」西门说：「那个欠50两银子的人爱多！」

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是一个何等的罪人的时候，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每一个信主 蒙恩的人是不再为自己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每 个信主、蒙恩的人是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那个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有一部越南和美国合拍的电影，叫做恋恋三季 ( Three Seasons)。
当中讲到有一个开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叫做阿海当中讲到有 个开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叫做阿海，

他很努力地工作，但是他爱上了一个妓女。
而这个妓女对他根本就不屑一顾！这 女 就

这妓女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我的身体赚钱，
有一天我要住到那个五星级的饭店。

后来阿海有一次参加三轮车的比赛，他赢了、得奖，
他就用他得到的钱带了这个妓女到了那个五星级的饭店，

然而他并没有跟她发生关系，他太爱这个女孩子了！
他只要看到这个女孩子，安安静静地睡在

她梦想的世界里 他就满足了她梦想的世界里，他就满足了。
当这个女孩子睡着以后，阿海默默地付了钱就离开了旅馆。

这个女孩子一觉醒来以后 她就发现—我不可以再这样这个女孩子 觉醒来以后，她就发现 我不可以再这样。
她真正的被那个纯洁和无条件的爱所触摸过，她生命产生了改变！

三、劳苦不徒然
弟兄姊妹你我都被这样神圣的爱触摸过的弟兄姊妹你我都被这样神圣的爱触摸过的，

问题是我们对这样的爱有什么样的回应？
同时也不要忘记上帝的原则—他给谁多，就向谁多要；同时也不要忘记上帝的原则 他给谁多，就向谁多要；

多托给你很多的恩赐、多托给你很多的资源，就要向你多取。

不论是教会或个人，千万不能落在那个骄傲的自满里面。不论是教会或个人，千万不能落在那个骄傲的自满里面。
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说：
「我立了一个心志，我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不落在跟别人比较的当中，特别是跟那个比我们差的来比较，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要得到上帝要我们所得着的。

所以面对上帝的恩典 使徒保罗说他是格外地劳苦所以面对上帝的恩典，使徒保罗说他是格外地劳苦。
但是这世界上劳苦的人很多，有的时候劳苦了半天一场空！

因为我们的罪 影响了我们的个人跟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的罪，影响了我们的个人跟我们的世界；
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工作。

创三我们在工作的当中会有许多的荆棘跟蒺藜。

每一个农夫种田都希望有丰富的收获，每 个农夫种田都希望有丰富的收获，
但是每个农夫都经历到有杂草、有荆棘、有蒺藜。

所以 传道书 一再讲：「虚空的虚空」，
他举了几个方面就说我们劳苦了半天，我们仍然不满足：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获得，但是我们不知足；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获得，但是我们不能够享受。很多长辈说：

「我过去想吃，没得吃！但是我现在买得起了，我不能吃。」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 点点成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点点成就，

别人比我们更好，我们会嫉妒。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 但是很快就被别人忘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很快就被别人忘了。
有的时候我们看明明是一盘好棋，

但是就是跟我们工作的人不合作！但是就是跟我们 作的人不合作！
这都是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荆棘和蒺藜。



基督徒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
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 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的果实 田间的蔬菜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仍然可以得到 些的果实、田间的蔬菜，

可以供应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基督徒可以说：「我们的劳苦不徒然！」
林前十五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

是不徒然的。我们今生的工作，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诗九十求上帝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

启十四13在主里面睡的人有福了，他们不仅息了世上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世界会忘记我们所做的，但是上帝不会忘记。

太廿五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些爱心、慈惠，不论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或者一点小小的服事，小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忘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

他仍然纪念 而且愿意给我们奖赏 所以基督徒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他仍然纪念，而且愿意给我们奖赏。所以基督徒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为此我们激励我们可以殷勤的来服事上帝，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工作的当中服事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工作的当中服事上帝；

也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和教会生活当中来服事上帝。

基督徒不可以忘恩，更不可以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只要上帝的恩典，
却不愿意为主付出！我们要殷勤做主的工 奉献你的恩赐！却不愿意为主付出！我们要殷勤做主的工，奉献你的恩赐！

会唱诗的就来诗班、好好地来带领人归主。
看到有需要的人，愿意去帮助他。看到有需要的人，愿意去帮助他。

两千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个教会的长老，去澳门探访我的宣教士。
我们先到香港住两天，有人告诉我说香港的奶茶非常好喝，不喝会遗憾！香港 ， 香港的奶茶 ，

结果我那天早上就很满足地喝了一杯奶茶。
坐上船以后，那天天气又非常地冷，我的心律不整就发作了！非常难过。

到了澳门以后，人家问我说：「你要去医院吗？」他说：「澳门有两家医院，
一家要钱、一家要命！你要去哪一家？」我说：「我要去要命那一家！」

果真在那边躺着 他什么都不做 也不准我出院果真在那边躺着，他什么都不做！也不准我出院。
一直到我的血压、各方面都稍微稳定一点，他才放我走。

我跟他说 你只要给我吃那种药 我就 OK 了我跟他说，你只要给我吃那种药，我就 OK 了。
他说：「不给呀！你们台湾人都乱吃药！」

后来我出院以后，经过我的宣教士介绍，就去了一对年轻夫妇那里，
他们是一对中医师 他们非常地辛苦 花代价读完医学他们是 对中医师，他们非常地辛苦、花代价读完医学，

他们欠了好多钱，然而他们却立志要帮助贫穷人，
所以他们就特别选了在澳门最贫穷的地区，来开他们的诊所，所以他们就特别选了在澳门最贫穷的地区，来开他们的诊所，

让那些没有钱去医院的人，可以到他们那边就诊。
姊妹一天看诊时12小时，

弟兄白天在两个地方打工，到一个公司中午去帮他们看诊，
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到医院继续看诊到12点。

我在那边接受他们治疗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他们的心愿，
他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觉得主的恩太大！我们能做的有限，

我们就学习耶稣 去服事那些贫穷的人 」我们就学习耶稣，去服事那些贫穷的人。」
他们这么忙，每天还花一段的时间，一定地、好好地读圣经，

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心愿 当我们把债还完的时候 我们要去宣教！」他们说：「我们有 个心愿，当我们把债还完的时候，我们要去宣教！」
愿感动他们的灵，也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太浩大，
不论是在我们身上的普遍恩典，

或者是奇妙的救恩，或者是奇妙的救恩，
甚至更丰盛地有恩典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恩典。

我求你祝福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和弟兄姊妹，
都知道自 是 个蒙恩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

并且求你帮助我们让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是一个不徒然的恩典，有合乎你心意的回报。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奉 耶稣的名祷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