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2）
神恩典的福音
Ⅰ．恩典乃是神自己在基督裏成爲那靈賜給我們，被我們得着，並給我們享受；神恩典的福
音乃是恩典的管家職分，要將神分賜到人裏面，作他們的享受：
約翰1:17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著耶穌基督來的。
使徒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
受的職事，鄭重見證神恩典的福音。
以弗所書3: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Ａ．在基督裏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在世界起始之前就賜給我們的。
提摩太後書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
和恩典；這恩典是歷世之前，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提多書2:11 因為神救萬人的恩典，已經顯現出來，
Ｂ．太初的神在時間裏成爲肉體，作爲恩典給人接受、得着並享受，使神成爲可接觸、可摸
着、可接受、可經歷、可進入、並可享受的。
約翰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
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16 從祂的豐滿裡
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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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經過的第一道過程，也是最大的過程，就是成了肉體。太初的神，在時間裏成爲
肉體，就是在人中間支搭帳幕。祂這樣來到人中間，是豐豐滿滿的有恩典；從祂的豐滿裏
我們都領受了。祂來是叫我們領受恩典，並且是恩上加恩的領受。祂來了，恩典也來
了。…實在說，恩典就是耶穌。耶穌來了，恩典就來了。這就是三一神，有祂的神性調在
人性裏，成了一位神而人者。這一位就是恩典，是給我們接受的，是給我們享受作我們
供應的，也是給我們經歷的。這才是真正主的救恩。
Ｃ．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乃是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子裏，又實化爲賜生命之靈）的全備供
應，藉着我們運用靈而給我們享受。
加拉太書6:18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阿們。
1・月

Ｄ．奇妙的神聖傳輸應當天天都在發生：神豐富的供應恩典的靈，我們該不斷的接受並分
賜恩典的靈。
希伯來書10:29 何況那踐踏神的兒子，將他藉以成聖的立約之血當作俗物，又褻慢恩典
之靈的，你們想，他該受怎樣更重的刑罰？
加拉太書3:5 這樣，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本於行律法，還是
本於聽信仰？
Ｅ．天天接受恩典使我們湧流恩典的路，乃是轉向靈、運用靈、讓主登寶座（詩歌557）：
１．施恩的寶座乃在我們的靈裏；我們需要接受洋溢的恩典到我們裏面的各部分，使恩典
在我們裏面作王，叫我們在生命中作王，勝過撒但、罪和死。
希伯來書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
應時的幫助。
羅馬書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
恩賜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２．每當我們轉到靈裏，呼求主名，來到施恩的寶座前，我們就應當讓主登寶座，讓祂在
我們裏面作元首、作君王並作主。
以弗所書6:24 願恩典與一切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同在。
３．神的寶座是湧流恩典的源頭；每當我們不讓主登寶座、使主下寶座，恩典的流就停止。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４．我們若讓主耶穌在我們裏面登寶座，那靈作爲活水的江河就會從施恩的寶座流出來
供應我們；這樣，我們就會接受恩典、享受恩典、並將恩典供應給人。
約翰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2・火

Ｆ．天天接受恩典，使我們分賜恩典的路，乃是藉着血、話、那靈和召會：
１．救贖的血，立約的血，神自己的血，將有罪、敗壞的人帶進對神永遠的享受中。
使徒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
神的召會，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
希伯來書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 是藉著祂給
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肉體，
約翰一書1: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
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
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２．神的話能藉着給我們喫，成爲祂恩典的話，而成了我們心中的歡喜快樂。
耶利米書15: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
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約翰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以弗所書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
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３．恩典的靈作爲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神全備的供應，乃是歡樂的油；我們被這油
所膏，成爲基督的同夥。
希伯來書1:9 你愛公義，恨惡不法；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
你的同夥。”
撒迦利亞書12:10 我必將恩典和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
４．神的召會經歷神新鮮、復甦的恩典作降下的甘露，藉着神的憐恤從諸天臨到我們，
以澆灌並變化我們。
詩133: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
永遠的生命。
哀3:22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的慈愛，因祂的憐恤不至斷絕；23 每早晨這
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每當聖徒來聚在一起，實行召會生活，就該有主同在的新鮮、新樣和舒爽。 3・水

Ⅱ．保羅在他的職事裏，鄭重見證神恩典的福音，將神供應到人裏面；保羅在他的著作裏，
向我們揭示神的恩典是甚麼：
使徒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典的話，這話能建造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
中得著基業。
Ａ．恩典就是神的眷臨，爲要留在人裏面，生在人裏面，並與人成爲一。
路加1:28 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願你喜樂！主與你同在了。30 天使對她說，
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馬太1:18 耶穌基督的由來，乃是這樣：祂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他們還沒有同居，
馬利亞就被看出懷了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
提摩太後書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Ｂ．基督徒的生活必須是恩典的生活，是對恩典的經歷，使我們能盡恩典的管家職分，就是
分賜恩典：

新約信徒在神經綸中之恩典下的生活，乃是一個經歷經過過程之三一神作恩典之整體
的生活。…整體的生活，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睡覺或醒着，我都是在那裏以三一神作
我的生命，作我的人位。我跟隨祂行動，與祂同行動。二靈成一靈，二命同生活，二性相
調和。這個生活，就是經歷三一神作恩典的整體生活。
１．我們的話應當把恩典傳輸給聽的人。
路加4:22 眾人都稱讚祂，並希奇祂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
以弗所書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
聽見的人。
以賽亞書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
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5 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
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
２．在召會生活中，我們眾人蒙恩典，召會就得建立，而我們所蒙的恩典，是可以看出的。
使徒4:33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的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11:23 他到了，看見神
的恩典，就歡樂，勸勉眾人，要立定心志，一直與主同在；
4・木

Ｃ．基督身體實際的生活和建造，乃是從內裏享受基督作神的恩典而產生的：
哥林多前書1: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基督徒的聚會可以看作是基督徒的宴會。每一個聚會對我們都是宴會。…我們與聖徒
聚集的時候真是快樂，因爲我們的聚會，就積極的意義說，乃是宴會。

１．享受基督，就能藉着十字架的工作，解決召會中一切的難處。
哥林多前書1:18 因為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為愚拙，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
為神的大能。23 我們卻是傳揚1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為絆腳石，對外邦人為愚拙；
24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2 因
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

過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容易的。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召會生活中遇到許多難處。解決這
些難處惟一的方法乃是享受基督。

２．享受基督帶來生命的長大，將我們產生爲建造召會的寶貴材料。
哥林多前書3:10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典，好像一個智慧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
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11 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
穌基督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木、草、禾秸，在
這根基上建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牠指明出來；牠要在火中被
揭露，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是那一種的。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３．享受基督，就能藉着生命的長大發展我們的恩賜。
哥林多前書12:3 所以我要你們知道，在神的靈裡說話的，沒有人說，受咒詛的，耶穌！
若不是在聖靈裡，也沒有人能說，主，耶穌！4 然而，恩賜雖有分別，靈卻是同一位；5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同一位；6 功效也有分別，神卻是同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
的事。7 只是那靈的表顯賜給各人，是要叫人得益處。8 這人藉著那靈得了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照同一位靈得了知識的言語，11 但這一切都是這位獨一且同一的靈所運行，照
著祂的定意個別分給各人的。
5・金

Ｄ．新約的執事藉着苦難，享受基督作他們全豐全足的恩典；新約的職事，是由啓示加上苦難
所產生的：
哥林多後書1:9 自己裡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１．基督是恩典，成了覆庇新約執事的能力，蔭庇他們的輭弱，成爲他們的居所，扶持、支持、
維持、保護並保守他們。
哥林多後書12: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極其喜歡誇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２．我們需要將神在基督裏的恩典，應用到我們身上作力量和能力，爲着我們的行動，並作我
們的保護。以賽亞書40:29 疲乏的，祂賜能力；無力的，祂加力量。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
倦，年輕人也必力竭跌倒； 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
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Ｅ．基督作神的恩典，乃是那給我們進入、享受、經歷、有分、並據有的美地。
Ｆ．恩典乃是神聖三一傳輸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享受，也就是三一神在父、子、靈三方面
化身裏的顯現：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
給你；26 う願耶和華向你仰1臉，賜你平安。
１．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享受；神的愛就是神自己，作主恩的源頭；聖
靈的交通就是聖靈自己，作了主恩同着神愛的傳輸，給我們有分。
哥林多前書15:10 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
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２．林後十三章十四節先說主的恩，因爲這卷書是着重基督的恩。
哥林多後書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３．聖靈作爲基督的恩同着父愛的循環、傳輸，乃是我們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中的供應：
ａ．整個召會生活都在於林後十三章十四節。
ｂ．林後十三章十四節所啓示，在我們裏面神聖三一的流，乃是我們屬靈的命脈。
Ｇ．神經綸中之神恩典的產品，乃是召會作三一神的詩章，展示神恩典超越的豐富，連同
祂無窮的智慧和神聖的設計。
Ⅲ．在整個新約時代分賜到祂選民裏面的主耶穌的恩典，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在其
中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要作恩典給所有的信徒享受，直到永遠。
6・土

經歷：校園生活篇
① 我們若要接受並享受恩典，就需要領悟我們的靈是我們能經歷恩典惟一的地方。正如我們使用
電只需要打開開關，我們要接觸運行並塗抹的那靈，也惟有在我們的靈裏。你若想接受恩典並
享受恩典，不要運用你的心思、情感或意志。反之，要回到你的靈並運用你的靈。
② 學校主要是訓練魂裡面的心思和意志。另外，體育課是鍛鍊身體。然而召會生活則是幫助你操
練靈。事實上，操練靈若是沒有被主靈摸著、充滿，魂裡面的心思、情感、意志就無法正常發揮
功用。因此，在召會生活中操練靈、享受主的恩典，能夠提高理解力、集中注意力、耐力，是使
你的學業進步的絕佳秘訣。讀書時，不可以只用魂。一定要操練自己的靈，將心思至於靈，學習
與享受主的恩典一同讀書的祕訣。這樣在恩典中，你就能夠經歷在學業上漸漸進步吧。
③ 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就能藉着十字架的工作，解決召會的難處。我所說的『十字架』，是指基
督的死，特別是祂的死主觀的一面。我們現今所享受的基督，是包羅萬有的一位，有帶着殺死
功效的死包含在祂的所是裏面。我們只要享受祂，就會積極的，不是消極的，被治死。我們每日
享受祂，就每日被治死。一位弟兄可能被另一位弟兄很厲害的得罪了，他甚至可能充滿了恨，
但是當他享受基督的時候，他對另一位弟兄仇恨的細菌，就不知不覺的被殺死了。…這享受會
殺死我們裏面的細菌，解決我們的難處。
④ 享受主，是在學校生活中解決一切問題的秘訣。與同學、老師、父母之間人際關係的難處、學業
成績無法隨心所欲的進步的難處、沈迷遊戲而失去完成功課的時間的難處、自然而然就失去幹
勁而變得無力的難處、為未來的不安所困的難處、被煩惱所充滿的難處等等，其獨特的解決方
法就是享受基督，殺死你裡面一切種類的細菌（焦急、憤怒、嫉妒、憎恨、自我欺騙、叛逆、輕率
等等）。享受基督帶來十字架殺死的工作，能夠解決你學校生活中所有的難處。
⑤ 享受基督可以帶來：ⅰ) 十字架的功效，解決問題、ⅱ)生命的長大、ⅲ) 發展恩賜（才能）、ⅳ)建
造召會。沒有享受基督的話，就沒有召會生活、基督徒生活、有恩典的學校生活。你一定要確立
「晨晨復興、日日更新」的生活。每天早上至少聖別10分鐘，與弟兄姊妹一同禱讀主話。因為沒
有屬靈的吃就無法屬靈的爭戰。「餓著肚子打不了仗」在基督徒生活裡也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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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 497
詩歌376
1 Grace in its highest definition is
1 めぐみとは御子にあり
God in the Son to be enjoyed by us;
たまわるかれご自しん;
It is not only something done or giv’n,
事ぶつや環きょうでなく,
But God Himself, our portion glorious.
主がわが分となること。
2 God is incarnate in the flesh that we
2 受にくし,神・人ちょう和し, Him may receive, experience ourself;
ひとにかみを得させる,
This is the grace which we receive of God,
Which comes thru Christ and
主はわがこころに住む,
which is Christ Himself.
これこそかみのめぐみ。
3 パｳロは主をめぐみとし, 3
すべてちりあくたとす;
「主のためにろう苦すは,
われでなく,主のめぐみ」。

1 神所賜恩典，最高的定義，
是神在子裡 所給的自己；
不重在事物，賜於古或今，
乃是神自己 作我的永分。
2 神成為肉身，來與人調和，
為給人接受，而將祂得著；
人藉主從神 所得的恩典，
就是主自己 來住我心間。

3 在使徒保羅，萬事如糞土，
Paul the Apostle counted all as dung,
恩典之於他，只是神基督；
’Twas only God in Christ he counted grace;
乃藉這恩典－他所經歷主，
’Tis by this grace-the Lord experienced他為主勞苦，超過眾使徒。
That he surpassed the others in the race.

4
4 わがうちで主はちから, 4 It is this grace-Christ as our inward strengthWhich with His all-sufficiency doth fill;
真のめぐみ,しんらいす;
It is this grace which in our spirit is,
めぐみ,わがれいにあり,
There energizing, working out God’s will.
みこころじょう就させる。

基督在我裡，作我的能力，
乃是真恩典，彀為我賴倚；
這彀用恩典 在我的靈裡，
時常加我力，完成神旨意。

5
5 このめぐみ,生ける主は, 5 This grace, which is the living Christ Himself,
Is what we need and must experience;
ちからづけ,かえりみる;
Lord, may we know this grace and by it live,
いちずになれをしたい,
Thyself increasingly as grace to sense.
さらに享受させたまえ。

這恩典就是 那活的基督
作我的一切，時將我眷顧。
主，願我認識 你這真恩典，
享你作恩典，一直的增添。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