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 驚人恩典！何等甘甜，來救無賴如我！驚人恩典！何等甘甜，來救無賴如我！

前曾失落，今被尋見！前盲，今得看見！前曾失落，今被尋見！前盲，今得看見！

二二 恩典教導我心懼怕，又將懼怕除掉；恩典教導我心懼怕，又將懼怕除掉；

恩典在我初信剎那，顯為何等可寶。恩典在我初信剎那，顯為何等可寶。

三三 主已應許向我施恩，主已應許向我施恩，祂祂話就是保証；話就是保証；

祂祂要作我盾牌、永分，帶我經過此生。要作我盾牌、永分，帶我經過此生。

四四 當我見主萬年之後，仍像太陽照耀，當我見主萬年之後，仍像太陽照耀，

比我開始讚美時候，讚美仍不減少。比我開始讚美時候，讚美仍不減少。比我開始讚美時候，讚美仍不減少。比我開始讚美時候，讚美仍不減少。

驚人恩典驚人恩典驚人恩典驚人恩典

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驚人恩典這首詩驚人恩典這首詩
 約翰牛頓約翰牛頓(John Newton(John Newton，，1725~1807) 1725~1807) 寫於寫於17751775年年

他寫的詩歌有數百首。他寫的詩歌有數百首。 他寫的詩歌有數百首。他寫的詩歌有數百首。

 牛頓生於英國倫敦，父親是西班牙人，從事航海牛頓生於英國倫敦，父親是西班牙人，從事航海
事業。母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基督徒；她深切盼事業。母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基督徒；她深切盼事業。母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基督徒；她深切盼事業。母親是一位虔誠愛主的基督徒；她深切盼
望牛頓能受更多的教育，將來好事奉神，所以時望牛頓能受更多的教育，將來好事奉神，所以時
常在主面前屈膝為他禱告。常在主面前屈膝為他禱告。常在主面前屈膝為他禱告。常在主面前屈膝為他禱告。

 當牛頓小時候，約四歲就能認字，學習了許多聖當牛頓小時候，約四歲就能認字，學習了許多聖
經章節，並會背誦一些經節和詩歌。可惜，母親經章節，並會背誦一些經節和詩歌。可惜，母親
很早就死了。然而主卻記念了她的禱告，三十年很早就死了。然而主卻記念了她的禱告，三十年
以後，才得以應驗。以後，才得以應驗。

 他七歲時，母親過世；其後上學不過兩年，便於十歲時他七歲時，母親過世；其後上學不過兩年，便於十歲時

隨著父親上船，不久染上水手們的放蕩惡習。隨著父親上船，不久染上水手們的放蕩惡習。隨著父親上船，不久染上水手們的放蕩惡習。隨著父親上船，不久染上水手們的放蕩惡習。

 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奸詐狡猾，無所不會。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奸詐狡猾，無所不會。

 1919歲那年，約翰被海軍強行要他接受海軍訓練。後來他歲那年，約翰被海軍強行要他接受海軍訓練。後來他

因為忍受不了那苛刻又艱苦的訓練，便企圖跳船逃跑，因為忍受不了那苛刻又艱苦的訓練，便企圖跳船逃跑，因為忍受不了那苛刻又艱苦的訓練，便企圖跳船逃跑，因為忍受不了那苛刻又艱苦的訓練，便企圖跳船逃跑，

卻被抓回來，以不服從軍令被鐵鍊鎖住。卻被抓回來，以不服從軍令被鐵鍊鎖住。

 他在海上遇到另一艘奴隸船的黑人船主，那人竟誣告約他在海上遇到另一艘奴隸船的黑人船主，那人竟誣告約 他在海上遇到另一艘奴隸船的黑人船主，那人竟誣告約他在海上遇到另一艘奴隸船的黑人船主，那人竟誣告約

翰竊取船上的貨物。每當上岸時，便用鎖鍊把約翰鎖在翰竊取船上的貨物。每當上岸時，便用鎖鍊把約翰鎖在

甲板上，整天忍受日曬雨淋，捱餓，直至船主從岸上回甲板上，整天忍受日曬雨淋，捱餓，直至船主從岸上回甲板上，整天忍受日曬雨淋，捱餓，直至船主從岸上回甲板上，整天忍受日曬雨淋，捱餓，直至船主從岸上回

來。他這白人竟然作了黑人的奴隸。來。他這白人竟然作了黑人的奴隸。

約翰在這樣的境遇裡，開始祈求神的憐憫，向神說，約翰在這樣的境遇裡，開始祈求神的憐憫，向神說， 約翰在這樣的境遇裡，開始祈求神的憐憫，向神說，約翰在這樣的境遇裡，開始祈求神的憐憫，向神說，

『『主阿，我現在一無所有，求你施恩給我，救我脫離這主阿，我現在一無所有，求你施恩給我，救我脫離這

種黑暗的日子。種黑暗的日子。』』種黑暗的日子。種黑暗的日子。』』



奴隸船奴隸船
 當時的奴隸船從英國啟程，前往非洲。當時的奴隸船從英國啟程，前往非洲。

 部落酋長將因為戰爭或搶劫奪來的男女黑奴販部落酋長將因為戰爭或搶劫奪來的男女黑奴販 部落酋長將因為戰爭或搶劫奪來的男女黑奴販部落酋長將因為戰爭或搶劫奪來的男女黑奴販
賣給船長。賣給船長。

買來的奴隸被當作貨品裝在船底，用鐵鍊一排買來的奴隸被當作貨品裝在船底，用鐵鍊一排 買來的奴隸被當作貨品裝在船底，用鐵鍊一排買來的奴隸被當作貨品裝在船底，用鐵鍊一排
一排如沙丁魚般的鎖起，避免有人自殺或逃亡。一排如沙丁魚般的鎖起，避免有人自殺或逃亡。
通常一艘船可裝六百個奴隸。通常一艘船可裝六百個奴隸。通常一艘船可裝六百個奴隸。通常一艘船可裝六百個奴隸。

 船底的空氣混濁，奴隸的吃喝睡臥，大小便都船底的空氣混濁，奴隸的吃喝睡臥，大小便都
在那裡，以致霍亂，瘧疾橫行，死亡率非常高。在那裡，以致霍亂，瘧疾橫行，死亡率非常高。在那裡，以致霍亂，瘧疾橫行，死亡率非常高。在那裡，以致霍亂，瘧疾橫行，死亡率非常高。
有人死了，就立即將屍體丟下海。有人死了，就立即將屍體丟下海。

 奴隸船的船長和水手沒有一點人性。奴隸船的船長和水手沒有一點人性。

 17471747年二月，約翰終於巧遇父親派來營救他的年二月，約翰終於巧遇父親派來營救他的

船。當約翰從非洲返英的途中，遇到強烈的暴船。當約翰從非洲返英的途中，遇到強烈的暴

風雨，船在沉浮之際，船上的水手被怒海捲入風雨，船在沉浮之際，船上的水手被怒海捲入風雨，船在沉浮之際，船上的水手被怒海捲入風雨，船在沉浮之際，船上的水手被怒海捲入

海中，他在恐懼中又真心地向神呼求，求神拯海中，他在恐懼中又真心地向神呼求，求神拯

救，並願意將自己奉獻給主，永遠作主的奴僕救，並願意將自己奉獻給主，永遠作主的奴僕

 17501750 5454他卻當了四年奴隸船的船長。他卻當了四年奴隸船的船長。 17501750--5454他卻當了四年奴隸船的船長。他卻當了四年奴隸船的船長。

 之後離開這份無人性的職業，努力學習語文和之後離開這份無人性的職業，努力學習語文和之後離開這份無人性的職業，努力學習語文和之後離開這份無人性的職業，努力學習語文和

聖經。申請多次想要作牧師，都被拒絕。聖經。申請多次想要作牧師，都被拒絕。

年，約翰終於被按立為牧師。年，約翰終於被按立為牧師。 17641764年，約翰終於被按立為牧師。年，約翰終於被按立為牧師。

 他寫了上百首非常好的詩歌。他寫了上百首非常好的詩歌。 他寫了上百首非常好的詩歌。他寫了上百首非常好的詩歌。



 牛頓從此一直傳道直到八十歲。當他年老時，牛頓從此一直傳道直到八十歲。當他年老時，

記性幾乎完全失去，他說：「我的記憶力衰弱，記性幾乎完全失去，他說：「我的記憶力衰弱，記性幾乎完全失去，他說：「我的記憶力衰弱，記性幾乎完全失去，他說：「我的記憶力衰弱，

但兩件事不能忘記：我是一個大罪人，基督是但兩件事不能忘記：我是一個大罪人，基督是

一位偉大的救主。」一位偉大的救主。」

他的目力也大減，需要一位老朋友，跟他上台，他的目力也大減，需要一位老朋友，跟他上台， 他的目力也大減，需要一位老朋友，跟他上台，他的目力也大減，需要一位老朋友，跟他上台，

站在旁邊，幫他找講稿的標題。站在旁邊，幫他找講稿的標題。

 有一次講道時，他連說了兩次：「耶穌基督是有一次講道時，他連說了兩次：「耶穌基督是

寶貴的。」旁邊的人提醒他：「你已經說了兩寶貴的。」旁邊的人提醒他：「你已經說了兩寶貴的。」旁邊的人提醒他：「你已經說了兩寶貴的。」旁邊的人提醒他：「你已經說了兩

次了，繼續講下去吧！」次了，繼續講下去吧！」

 牛頓立刻回答說：「我雖然已經說了兩次，我牛頓立刻回答說：「我雖然已經說了兩次，我

還要再說一次！」接著高聲喊道：「耶穌基督還要再說一次！」接著高聲喊道：「耶穌基督還要再說一次！」接著高聲喊道：「耶穌基督還要再說一次！」接著高聲喊道：「耶穌基督

是寶貴的！」是寶貴的！」

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墓碑上刻著

 John Newton, Clerk, once an 
infidel (不信神者) and libertine (放蕩

的人), a servant of slaves in Africa, 的人), a servant of slaves in Africa, 
was, by the rich mercy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preserved, restored, pardoned, 
and appointed to preach the faith 
he had long labored to destroy." g y



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墓碑上刻著

 紐頓約翰，神職人員，曾浪蕩不檢、不紐頓約翰，神職人員，曾浪蕩不檢、不紐頓約翰，神職人員，曾浪蕩不檢、不紐頓約翰，神職人員，曾浪蕩不檢、不

信神，在非洲作過奴隸；藉我們滿有憐信神，在非洲作過奴隸；藉我們滿有憐

憫的救主耶穌基督，得蒙保守、醫治和憫的救主耶穌基督，得蒙保守、醫治和

赦免，以及被委派去傳揚他曾長期致力赦免，以及被委派去傳揚他曾長期致力

破壞的信仰。破壞的信仰。破壞的信仰。破壞的信仰。

無賴 W h無賴 Wretch

 『『在罪孽裡生的在罪孽裡生的』』詩詩51:551:5

 『『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創創8:21 8:21 

 『『人人……心中終日所思念的盡都是惡心中終日所思念的盡都是惡』』創創6:56:5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耶1 91 9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耶17:917:9

 『『肉體之中，沒有良善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羅羅7:187:18 『『肉體之中，沒有良善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羅羅7:187:18

 雖然活著，卻雖然活著，卻『『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弗2:12:1 雖然活著，卻雖然活著，卻『『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弗2:12:1



前曾失落，今被尋見前曾失落，今被尋見

 人落在罪惡的轄制裡，無法自救。人落在罪惡的轄制裡，無法自救。

 無助與無奈，只有徘徊在黑暗陰影底下，如同無助與無奈，只有徘徊在黑暗陰影底下，如同

迷失的羊，沒有牧人（可迷失的羊，沒有牧人（可6:346:34））迷失的羊，沒有牧人（可迷失的羊，沒有牧人（可 ））

 神親自成為一個人，名叫耶穌，來作好牧人，神親自成為一個人，名叫耶穌，來作好牧人，

親自來尋找我們。親自來尋找我們。親自來尋找我們。親自來尋找我們。

 我們不知道有神，不是我們去找神；乃是我們不知道有神，不是我們去找神；乃是祂祂來來我們不知道有神，不是我們去找神；乃是我們不知道有神，不是我們去找神；乃是 來來

找我們，將我們尋回找我們，將我們尋回((路路15:1~7)15:1~7)。被尋見了！。被尋見了！

我們的人生不再迷惘，有了清楚的方向！我們的人生不再迷惘，有了清楚的方向！ 我們的人生不再迷惘，有了清楚的方向！我們的人生不再迷惘，有了清楚的方向！

前盲，今得看見前盲，今得看見

 約翰福音記載了一個生來就是瞎眼的人，被主約翰福音記載了一個生來就是瞎眼的人，被主

耶穌醫治好了。耶穌醫治好了。耶穌醫治好了。耶穌醫治好了。

 大家都看見，覺得非常稀奇。大家都看見，覺得非常稀奇。大家都看見，覺得非常稀奇。大家都看見，覺得非常稀奇。

 但是宗教家卻是睜眼瞎子，因為耶穌在安息日但是宗教家卻是睜眼瞎子，因為耶穌在安息日

那天醫好這人，他們強逼著這原先是瞎子的人那天醫好這人，他們強逼著這原先是瞎子的人那天醫好這人，他們強逼著這原先是瞎子的人那天醫好這人，他們強逼著這原先是瞎子的人

說耶穌是個罪人，他們可以捉拿耶穌。說耶穌是個罪人，他們可以捉拿耶穌。

 這人說，耶穌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這人說，耶穌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有一件

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現在看見了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現在看見了。。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現在看見了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現在看見了。。



恩典的定義恩典的定義

 一般人對恩典的認知：自己沒有作什麼值得稱一般人對恩典的認知：自己沒有作什麼值得稱

讚的好事，卻平白地得到一些善意的待遇。讚的好事，卻平白地得到一些善意的待遇。讚的好事，卻平白地得到一些善意的待遇。讚的好事，卻平白地得到一些善意的待遇。

 Unmerited favorUnmerited favor，，不配而得的惠賜不配而得的惠賜，，不配而得的惠賜不配而得的惠賜

 恩典的希臘文恩典的希臘文 charis charis 的字根是的字根是 chairo chairo 喜樂，喜樂，

j i b f ll f jj i b f ll f jrejoice, be full of joyrejoice, be full of joy

 真正的喜樂是人從轄制裡得了自由，從黑暗裡真正的喜樂是人從轄制裡得了自由，從黑暗裡真正的喜樂是人從轄制裡得了自由，從黑暗裡真正的喜樂是人從轄制裡得了自由，從黑暗裡

進入了光明，從鬱悶中得了喜樂！進入了光明，從鬱悶中得了喜樂！

這個恩典就是因為神來到了人間，帶給人的！這個恩典就是因為神來到了人間，帶給人的！ 這個恩典就是因為神來到了人間，帶給人的！這個恩典就是因為神來到了人間，帶給人的！

恩 典恩 典

 在耶穌降生之前，沒有恩典，聖經中僅有恩惠在耶穌降生之前，沒有恩典，聖經中僅有恩惠

favorfavor。。

 當這位永遠的神成了肉體，如同舊約時代，支當這位永遠的神成了肉體，如同舊約時代，支 當這位永遠的神成了肉體，如同舊約時代，支當這位永遠的神成了肉體，如同舊約時代，支

搭帳幕在人中間，搭帳幕在人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

際。際。』』（約（約 ））際。際。』』（約（約1:141:14））

 『『從從祂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從從祂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

著耶穌基督來的著耶穌基督來的。。』』（約（約1 161 16 1717））著耶穌基督來的著耶穌基督來的。。』』（約（約1:161:16--1717））



恩典臨到人恩典臨到人
 但耶穌雖然是恩典的實際，當但耶穌雖然是恩典的實際，當祂祂在地上時，受在地上時，受

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無法臨到每一個人。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無法臨到每一個人。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無法臨到每一個人。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無法臨到每一個人。

 祂祂擔當了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滿足了神擔當了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滿足了神

公義審判的要求，我們不再被定罪。公義審判的要求，我們不再被定罪。公義審判的要求，我們不再被定罪。公義審判的要求，我們不再被定罪。

 祂祂復活了，成為分賜神生命的靈（林前復活了，成為分賜神生命的靈（林前15:4515:45祂祂復活了，成為分賜神生命的靈（林前復活了，成為分賜神生命的靈（林前

下），每一個願意接受下），每一個願意接受祂祂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人都可以得到祂祂所所

賜的神聖生命，被賜的神聖生命，被遷入神的國中遷入神的國中，，成為神的兒成為神的兒賜的神聖生命，被賜的神聖生命，被遷入神的國中遷入神的國中，，成為神的兒成為神的兒

女女，也成為，也成為神家裡的親人神家裡的親人（西（西1:131:13，約，約1:121:12，，

弗弗2:192:19），這是極大的恩典。），這是極大的恩典。

恩典教導我心懼怕，恩典教導我心懼怕，
又將懼怕除掉

 恩典是這位神來到我們這裡。恩典是這位神來到我們這裡。

 當一個活在黑暗和罪惡裡的狂傲之人，在生死當一個活在黑暗和罪惡裡的狂傲之人，在生死

關頭不得已向神呼求時，恩典臨到了他。關頭不得已向神呼求時，恩典臨到了他。關頭不得已向神呼求時，恩典臨到了他。關頭不得已向神呼求時，恩典臨到了他。

 人發現自己真是一個無賴，邪惡的罪魁，在這人發現自己真是一個無賴，邪惡的罪魁，在這

位公義聖潔的神面前，懼怕油然而生。位公義聖潔的神面前，懼怕油然而生。

 但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成功了救贖，願意接受但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成功了救贖，願意接受祂祂 但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成功了救贖，願意接受但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成功了救贖，願意接受祂祂

的人，立即可以得著恩典。這恩典立即將所有的人，立即可以得著恩典。這恩典立即將所有

的懼怕除去，使相信者可以享受耶穌作恩典。的懼怕除去，使相信者可以享受耶穌作恩典。的懼怕除去，使相信者可以享受耶穌作恩典。的懼怕除去，使相信者可以享受耶穌作恩典。



主已應許向我施恩，主已應許向我施恩，主已應許向我施恩，主已應許向我施恩，
祂祂話就是保証話就是保証

 神的話立定在天，如日之恆，永不改變：神的話立定在天，如日之恆，永不改變：

 主耶穌說，主耶穌說，『『天地要過去，但我的話絕不天地要過去，但我的話絕不

能過去。能過去。』』（太（太24 3524 35））能過去。能過去。』』（太（太24:3524:35））

 詩人讚美：詩人讚美：『『耶和華阿，你的話立定在天，耶和華阿，你的話立定在天，詩人讚美：詩人讚美：『『耶和華阿，你的話立定在天，耶和華阿，你的話立定在天，

直到永遠。直到永遠。』』（詩（詩119:89119:89））

 『『一切信入一切信入祂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

命。命。』』（約（約3:163:16））命。命。』』（約（約3:163:16））

一一 恩典代罪而興，在我靈中執政；恩典代罪而興，在我靈中執政；

使我脫離罪的權能，脫離敗壞天性。使我脫離罪的權能，脫離敗壞天性。

副副 恩典夠我用！永不感力窮；恩典夠我用！永不感力窮；副副 恩典夠我用！永不感力窮；恩典夠我用！永不感力窮；

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受恩重重。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受恩重重。

二二 恩典使我腳步行在屬天路途，恩典使我腳步行在屬天路途，二二 恩典使我腳步行在屬天路途，恩典使我腳步行在屬天路途，

祂祂的恩典的恩典,,應時、豐富，從未將我遲誤。應時、豐富，從未將我遲誤。

副副 恩典夠我用！永不感力窮；恩典夠我用！永不感力窮；

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受恩重重。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受恩重重。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受恩重重。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受恩重重。

三三 何能大於恩典！何能大於恩典！祂祂是神來人間，是神來人間，

祂祂是神在肉身顯現，是神在我裡面。是神在肉身顯現，是神在我裡面。祂祂是神在肉身顯現，是神在我裡面。是神在肉身顯現，是神在我裡面。

副副 我成何等人！是因蒙神恩；我成何等人！是因蒙神恩；

神恩今顯在我身，作我神人永分。神恩今顯在我身，作我神人永分。



恩典代罪而興恩典代罪而興

 以前是罪常常在我們肉體中興起作王，以前是罪常常在我們肉體中興起作王，

信主之後，卻是恩典－－這位讓我們享信主之後，卻是恩典－－這位讓我們享

受的，也與我們同在的主耶穌，活在我受的，也與我們同在的主耶穌，活在我受的，也與我們同在的主耶穌，活在我受的，也與我們同在的主耶穌，活在我

們的靈裡作王了，供應我們恩典，活出們的靈裡作王了，供應我們恩典，活出

一個光明磊落，並喜樂的人生。一個光明磊落，並喜樂的人生。

我們會有難處，但主應許：我們會有難處，但主應許：『『我的恩典我的恩典 我們會有難處，但主應許：我們會有難處，但主應許：『『我的恩典我的恩典

夠你用夠你用』』（林後（林後12:912:9））夠你用夠你用』』（林後（林後 ））

施恩的寶座 來施恩的寶座 來4:14-16

 每一次的短缺和難處來臨，就是讓我們得著更每一次的短缺和難處來臨，就是讓我們得著更

多基督作恩典供應的機會。多基督作恩典供應的機會。多基督作恩典供應的機會。多基督作恩典供應的機會。

 我們既有一位經過了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我們既有一位經過了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我們既有一位經過了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我們既有一位經過了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

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堅守所承認的。因我們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堅守所承認的。因我們

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祂祂乃乃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祂祂乃乃

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

罪。所以我們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

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保羅的書信保羅的書信

 保羅書信的開頭：保羅書信的開頭：『『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

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羅（羅1:71:7））

 當他要離開以弗所信徒之前，鄭重地說，當他要離開以弗所信徒之前，鄭重地說，『『如如 當他要離開以弗所信徒之前，鄭重地說，當他要離開以弗所信徒之前，鄭重地說，『『如如

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祂恩典的話，這話能建造恩典的話，這話能建造

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徒（徒20:3220:32））

 『『神能使各樣的恩典向你們洋溢，使你們在凡神能使各樣的恩典向你們洋溢，使你們在凡

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樣的善工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樣的善工。。』』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樣的善工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樣的善工。。』』

全般恩典的神全般恩典的神

 彼得勉勵：彼得勉勵：『『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

督耶穌裡召你們進入督耶穌裡召你們進入祂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

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

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彼前」（彼前5:105:10））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彼前」（彼前 ））

 整本聖經的最後一句話，約翰的祝福：整本聖經的最後一句話，約翰的祝福：『『願主願主

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啟（啟22:212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