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篇 

大衞、米非波設、 

以及神的恩慈 

M. C. 詩歌： 
本篇信息的主題是『大衞、米非波設以及神的恩慈』。這是一篇溫暖人心、令人喜悅，

也是非常溫柔、溫和，能深深摸着並感動我們的信息。相信在本篇信息末了，我們都要爲

着神的恩慈那超越並難以言喻的豐富而歡騰，並讚美神。 

神向着墮落之人的恩慈 
在新約裏，至少有三處經節描述神向着我們的恩慈。首先是羅馬二章四節：『還是你藐

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與恆忍，不曉得神的恩慈是領你悔改？』這裏『恩慈』出現兩次，

末了說，神的恩慈是要領我們悔改；我們需要思考這事。神的恩慈豐富且包羅到極點，要

向全宇宙顯示神向着我們這些罪人是何等的良善、仁慈，並且滿有情愛。 

第二處經節是以弗所二章七節：『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

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在要來的諸世代，就是國度時代和將來的永遠裏，神要向

全宇宙，包括舊造的宇宙和新天新地的新宇宙，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

恩典超越的豐富。這意思是，我們要永遠記念神的恩慈。這裏說到恩慈中的恩典，指明恩

典是在恩慈中施與我們的。不是神覺得我們可憐，丟一樣我們不配得的恩惠給我們；乃是

神在一種特殊的態度、內裏的感覺和特別的心腸裏，在祂的恩慈中，將恩典賜與我們。神

的恩典有超越的豐富，這恩典是在向我們所施的恩慈中臨及我們的。神在祂兒子基督耶穌

裏，向着我們乃是滿有恩慈的。 

第三處經節是提多書三章四至五節。四節說，『當我們救主神的恩慈，和祂對人的愛顯

現的時候。』這指明救主神的恩慈和祂的愛乃是在某個時候顯現出來，給人看見並經歷的；

然而在那時以前，神的恩慈和神的愛向人是隱藏的。五節說，『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本

於我們所成就的義行，乃是照着祂的憐憫，藉着重生的洗滌，和聖靈的更新。』這兩節題

到恩慈和憐憫。神是照着祂的憐憫，救了我們。當然，我們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因

信而得稱義（弗二8，羅五1）；因此，恩典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提多書三章四至五節，

保羅特別用了『恩慈』和『憐憫』這兩個辭。在以下的信息裏我們會看見，我們可憐的光

景是全然不配得救的。神的愛和神的恩典都是我們不配得的；然而，神的憐憫比神的恩典

彀得更遠，將我們從自己可憐的地位帶到適合祂愛的光景，我們纔能得救。此外，我們還

有救主神的恩慈，指明救恩乃是以美善、愉悅的方式臨及我們。 

詩歌二十二首是擘餅聚會敬拜父時經常唱的詩歌。這首詩歌將父神對我們的憐憫描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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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盡致，正如大衞和米非波設的故事所豫表的。第一節說，『父，我讚美你的憐憫，如

此高大並深闊；因着我的輭弱、失敗，你的憐憫時加多。我今敬拜、我今敬拜，你這憐憫

抬舉我！你這憐憫抬舉我！』在神眼中，我們就像米非波設，兩腿都是瘸的（撒下九13

下）；然而，因着我們的輭弱、失敗，神的憐憫時加多。這正如米非波設因大衞的恩慈和

憐憫蒙了抬舉（7、13）。 

詩歌第二節說，『對你憐憫我們驚奇，如此低就且不移，竟然臨及我這罪人，且要維持

永無已。何能使我、何能使我從這憐憫被遺棄？』神的愛和恩典竟然臨及我們這些罪人，

這是何等的低就。身爲亞當的後裔，我們犯罪得罪神，有了過犯，並且滿了不義和污穢。

事實上，我們只配死，只配永遠的滅亡和沉淪。然而神愛我們，低就我們，親自臨及我們，

甚至使我們這些仇敵與祂和好。米非波設是掃羅的孫子。掃羅嫉妒大衞，並企圖要尋索大

衞的命（撒上十八6～9，二三14～15）。按理，米非波設間接成了大衞的仇敵。看看我們

的光景，我們不也是敵對神，與神爲仇，是神的仇敵麼？然而，神竟然臨及我們，藉着祂

兒子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我們與祂和好。這是何等的憐憫！如果神將祂公義的要求加諸我

們身上，我們就有禍了，因爲必要滅亡；但神卻在祂的恩慈中，使祂的憐憫和祂的愛臨及

我們。至終，我們都成了蒙憐憫的器皿（羅九23）。 

詩歌二十二首第三節說，『我們感激你的憐憫，如此豐富且充足！因這憐憫、藉着救贖，

你曾豐厚賜眷顧。捨此何能、捨此何能使我如此蒙愛護？』第四節：『哦，你憐憫富有感

召，柔細、可愛又甘甜！藉你忍耐和你恩慈，正合我需賜恩典。我們寶貴、我們寶貴你這

憐憫的完全。』請注意第四節中出現了『恩慈』一辭。 

詩歌二十九首論到父對我們的愛；在這首詩裏，我們也能看見神的憐憫和恩慈的軌跡。

每當我們唱這首詩時，都該因神的憐憫和恩慈而受感。第一節說，『我們從前所有，不過

就是死亡、罪惡；我們現今所有福分，都是來自我神。』我們得救前是滿了罪過、罪愆的

人；我們從前所有的，不過就是死亡、罪惡。 

詩歌第二節說，『我在罪中，你愛來尋，感動我心相信；叫我因信得着安樂，因你基督

得活。』在撒下九章，大衞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以

恩慈待他。』（1）大衞從掃羅家的一個僕人得知，掃羅家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是兩

腿殘廢的（2～3），立卽就問：『他在那裏？』（4）這四個字含示了何等的愛、憐憫和

恩慈。當初人墮落，躲避神的面，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裏？』（創三9）

如今大衞所問的，與當初神在伊甸園裏所問的一致。大衞問米非波設在那裏，不是要尋索

他的命，也不是要審判他。米非波設也許想大衞要殺他，但大衞並不是這樣；反之，大衞

要以恩慈待米非波設。在創世記三章，神也是如此富有憐恤、恩慈的在那裏呼喚亞當，對

他說，『你在那裏？』（9）神的意思似乎是對亞當說，『我要找到你，我要拯救你。』

對人而言，『你在那裏？』這四個字實在是福音，是大好信息的開頭，也是每一篇福音信

息的基礎。『你在那裏？』道出了神的憐憫；乃是那一個富有憐憫的愛來尋找我們，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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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詩歌二十九首第四節：『神，你這樣豐富的愛，誰能報答得來？你愛真是遠超人意，神

聖！不可思議！』第五節：『哦父，但願你今使我時刻明白更多：像你這樣慈愛的神，當

得我命、我心！』第九節：『慈愛父神，我們欠你，一切都欠了你，我們只好一面感激，

一面因子安息。』神向着我們的恩慈，我們永遠無法報答。我們永遠都欠慈愛的父神；我

們永遠不只是祂愛的對象，更是祂恩慈中之憐憫的對象。 

詩歌二百三十四首，是衞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所寫的一首很有名的詩歌。第一

節說，『救主流血所成救恩，我是何人竟也有分？罪是我犯，死歸祂受，祂替我死，爲將

我救！驚人之愛，何竟如此？我主我神爲我受死！』第三節說，『離開天上父的寶座，降

世爲人，恩何廣闊；虛己、捨身，流血、贖罪，爲救亞當無望族類；全是憐憫，無量、白

給，竟然臨及我這罪魁！全是憐憫，無量、白給，竟然臨及我這罪魁！』你看見這裏的思

想麼？一切全是憐憫；乃是神的憐憫臨及我們這些罪魁（參提前一16）。在我們可憐、癱

瘓、殘廢的光景中，在我們病弱、輭弱的時候，神的憐憫尋到並臨及我們。我們就在神恩

慈的洪流之中，藉着神兒子的死得救（羅五10），並在救恩中得着恩典。 

聖經恢復本的註解對恩慈所下的定義是：『恩慈是一種仁慈的良善，出自憐憫和愛。』

（弗二7註3）我們需要對神的恩慈滿了感覺。在希臘原文裏，恩慈包含良善、正直、溫和、

優越等意思。這乃是描述神來拯救我們時的心腸和態度。從人性一面說，恩慈包括同情、

幫助、恆忍、溫和、愉悅、慈心、溫暖、情深、柔愛等。若是屬人的恩慈尚且包括上述的

屬性，神向着我們的恩慈必定包含更超越的豐富。我們要沐浴在神的恩慈裏，因祂向着我

們的恩慈，對祂滿了感激、感謝和敬拜。神不僅在我們得救時向我們顯示祂的恩慈，更是

從我們得救的時候起，一再、永不止息、永無止境的向我們展示祂的恩慈；祂要在我們的

人生裏，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不是以嚴厲、冷酷的方式，乃是在祂的恩慈裏，帶着憐

憫，在我們身上成就祂的經綸。 

壹 撒下九章一至十三節記載大衞以恩慈待約拿單的兒子米
非波設： 

撒下九章一至十三節記載大衞以恩慈待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撒上十八至二十章給我

們看見約拿單和大衞的故事。約拿單愛大衞，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十八1）。約拿單知道

他父親掃羅要殺大衞，但他要拯救大衞，因爲他甚喜愛大衞（十九1～2）。爲此大衞對約

拿單心存感激。約拿單愛大衞，與大衞結盟，在立約時，說，『我活着的時候，你要以耶

和華的慈愛待我，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每一個仇敵的時候，你也

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慈愛。』（二十14～15）約拿單和大衞最後一次見面時，約拿單對大衞

說，『你平平安安的去罷，因爲我們二人曾在耶和華的名裏起誓說，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

並你我的後裔中間爲證，直到永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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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四章，掃羅落在大衞手裏。大衞可以殺掃羅，卻沒有殺害他，因大衞是個敬畏

神，在神權柄之下的人。大衞讓掃羅知道，他原可以傷他，但他不願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

者（3～6、8～10）。當下掃羅對大衞說，『你比我公義；因爲你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

你。…現在我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國必在你手裏得着堅立。現在你要指着耶和華向

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後裔，不從我父家除滅我的名。』於是大衞向掃羅起誓（17、20～

22）。 

大衞爲着他所起的誓，也因着約拿單的緣故，覺得有義務以恩慈待掃羅家存留的後裔。

一天，大衞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以恩慈待他。』

（撒下九1）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大衞說，我要『以恩慈待他』，接着他又說，『我要以

神的恩慈待他。』（3上）這指明大衞實在與神是一。他不是以他天然的恩慈，而是以神

的恩慈對待米非波設。掃羅家的僕人洗巴說，『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是兩腿殘廢的。』

王說，『他在那裏？』洗巴對王說，『他在羅底巴。』於是大衞王打發人去，從羅底巴把

米非波設接來（3下～5）。 

在撒下九章米非波設來見大衞時，米非波設可能是個十多歲的青年人。他被帶到大衞面

前，大衞說的第一句話是：『米非波設。』（6）這裏，大衞乃是以帶着情愛、溫柔且非

常個人的方式，喊『米非波設』的名字。米非波設聽見大衞以滿有恩慈、同情的聲音喊他

的名字，必定感到安全和被顧惜。 

大衞接着對米非波設說，『你不要懼怕。』（7上）可想而知，當時米非波設必定相當

懼怕，擔心大衞會殺他。大衞說，『我必因你父親約拿單的緣故，以恩慈待你，將你祖父

掃羅一切的地都歸還你。』（7中）大衞不僅使米非波設的性命留存，還將掃羅的產業歸

還給這位掃羅的後裔。緊接着大衞說了一件最大的事：『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喫飯。』

（7下）按理，米非波設是大衞的仇敵，應當被殺；如今卻可以常在大衞的席上喫飯。在

這段記載裏，『在我席上喫飯』這句話出現了三次（7、10、11）；大衞一再重複並強調，

要使人記得米非波設可以常在大衞席上喫飯。於是米非波設住在耶路撒冷，因爲他常在王

的席上喫飯（13上）。 

這豈不叫我們想起主的筵席？（林前十21）。我們原不屬於這筵席，不配在這筵席上，

但我們的君王救主邀請我們，要我們在祂的席上與祂一同坐席，在席上與祂同喫同喝，以

祂自己作我們的食物和飲料，作我們一切的供應（太二二4）。這筵席是何等豐富，正如

大衞的筵席所豫表的。 

從前大衞曾對掃羅說，『以色列王出來要尋找誰呢？追趕誰呢？不過追趕一條死狗，一

隻虼蚤就是了。』（撒上二四14）現在大衞作了王，掃羅的孫子米非波設向大衞說，『僕

人算甚麼，不過如死狗一般，竟蒙你這樣看顧！』（撒下九8）我們在公義、聖別的神面

前不過如死狗一般，如今卻能滿了平安和喜樂，在愛與穩妥之中與屬天的君王一同坐席。

讚美主，這是何等的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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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衞因着約拿單的緣故，覺得有義務以恩慈待掃羅家存留的任

何後裔，他問掃羅家的一個僕人說，『掃羅家還有人沒有？我

要以神的恩慈待他』—3節上。 
大衞因着約拿單的緣故，覺得有義務以恩慈待掃羅家存留的任何後裔，他問掃羅家的一

個僕人說，『掃羅家還有人沒有？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3上） 

二 僕人對大衞說，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米非波設，是兩腿殘廢

的—3節下。 
三 大衞告訴米非波設，他必因他父親約拿單的緣故，以恩慈待

他，並應許米非波設，要將他祖父一切的地都歸還他，並且米

非波設可以常在王的席上喫飯—7，13節。 
僕人對大衞說，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米非波設，是兩腿殘廢的（3下）。大衞告訴米

非波設，他必因他父親約拿單的緣故，以恩慈待他，並應許米非波設，要將他祖父一切的

地都歸還他，並且米非波設可以常在王的席上喫飯（7、13）。米非波設要一直享受王的

同在。 

四 大衞王保存他的性命，歸還他一切的產業，並邀請他同席喫

飯—7，9節。 
大衞王保存他的性命，歸還他一切的產業，並邀請他同席喫飯（7、9）。讚美主，就屬

靈一面說，我們就是米非波設。我們的性命得以保存，我們一切的產業也歸還給我們了。

我們在擘餅聚會裏所喝的杯，乃是表徵我們從前失去的分，如今都已得回，並成爲我們的

享受；神再次照着祂的計畫作了我們的基業。不僅如此，我們就像米非波設，受王邀請，

與王同席喫飯。馬太二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說，『耶穌拿起餅來，…說，你們拿着喫，

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爲這是我立約的血。』林前十一章

二十四至二十五節也說，『你們…要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這就是在主的筵席上，與

主一同喫喝。請記得，米非波設就是我們，我們乃是與王同席喫飯。 

五 大衞將原屬掃羅和他全家的一切產業，都賜給米非波設；米非

波設常在王的席上喫飯，『他兩腿都是瘸的』—9，13節。 
大衞將原屬掃羅和他全家的一切產業，都賜給米非波設；米非波設常在王的席上喫飯，

『他兩腿都是瘸的。』（撒下九9、13） 

貳 米非波設無一點立場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着了；關
於我們與神也是一樣： 

米非波設無一點立場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着了；關於我們與神也是一樣。按米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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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出身來說，他是掃羅的後裔，是沒有立場可以得恩的。照樣，按我們的出身而言，我

們是亞當的後裔，也是沒有立場和地位可以得恩的；然而，因着神的恩慈，因着神對我們

的憐憫，我們竟然得着了。 

一 米非波設在大衞面前，一點地位也沒有—1～6節： 
米非波設在大衞面前，一點地位也沒有（1～6）。他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着另

一個人（7）。這裏所說的另一個人，就是他父親約拿單。我們要領悟，我們領受神的恩

慈，並非因我們是甚麼人，乃是因着另一個人，就是主耶穌。 

1 他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着另一個人—7節。 2 一個罪人在神面前，也

是如此—羅二4。 

一個罪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羅二4）。請記得，米非波設在大衞面前蒙恩，關鍵在

於他父親約拿單。我們的約拿單是誰呢？就是基督。我們在神面前蒙恩，乃是因着祂，不

是因着我們。要知道，我們得救，恢復對神一切的享受，乃是因着基督。這恩慈是何等的

豐富。我們要感謝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替我們受死；因着祂的死，我們得以存活；因着祂在

木頭上受了咒詛（加三13），擔當了我們的罪，我們能得着永遠的生命（羅六23）；因祂

所受的鞭傷，我們便得了醫治（彼前二24）。祂爲我們嘗了死味（來二9），使我們能嘗

到永遠生命的甘美。 

二 米非波設住的地方『羅底巴（Lo-debar）』，是希伯來字，意思

是『沒有草，沒有草場的地方』；今天的世界就是『羅底

巴』—撒下九4： 
米非波設住的地方『羅底巴（Lo-debar）』，是希伯來字，意思是『沒有草，沒有草場

的地方』；今天的世界就是『羅底巴』（撒下九4）。我們要領悟，所有的罪人都住在羅

底巴，一個沒有草，沒有草場的地方，也就是一個枯乾、無水、荒涼的地方。我們這些遠

離神的罪人所住的世界，乃是沒有食物，沒有可以維生的供應，甚至是寸草不生的。世界

上那些閃耀誘人的事物，其實都是騙局，都是海市蜃樓；我們至終會發現那是一個沒有草

的地方。然而，神的恩慈要將我們帶到耶路撒冷，在王的席上與祂同席喫飯。我們要永遠

離開羅底巴，回到我們的王基督這裏，與祂一同生活。 

1 逃離大衞的米非波設，是住在無草之地，沒有任何生命的供應—4
節。 

2 一個遠離神的罪人，也是住在無草之地。 
逃離大衞的米非波設，是住在無草之地，沒有任何生命的供應（4）。撒下四章說到，

米非波設五歲時，他的乳母聽見掃羅和約拿單死亡的消息，就抱着米非波設逃跑；因爲跑

得太急，米非波設掉下來，腿就瘸了（4）。逃離大衞的米非波設住在羅底巴，就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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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草之地，沒有任何生命的供應。一個遠離神的罪人，也是住在無草之地。 

三 不是米非波設去找大衞，乃是大衞打發人去把米非波設接來—4
～5節。 

不是米非波設去找大衞，乃是大衞打發人去把米非波設接來（九4～5）。路加十五章的

浪子醒悟過來時說，『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他想也許父親會接納他作雇工

（17～19）。然而，米非波設因着害怕，連這樣想也不敢。他就像創世記三章裏的亞當，

因着得罪神而害怕，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然而，耶

和華神來呼喚亞當，對他說，『你在那裏？』（8～9）這給我們看見，是神來尋找亞當。 

關於神來呼喚亞當，聖經恢復本的註解說，『亞當和夏娃知道他們過犯的結局就是死

（參羅一32上，六23上）。所以他們躲避主的面，等候死的審判（創三8）。然而神來尋

找他們，不是向他們宣判死刑，乃是向他們傳福音，拯救他們脫離墮落（參約三17，路十

九10）。神所傳福音的第一句話乃是：「你在那裏？」這個問題不是宣告審判，乃是喜信

開頭的話。』（創三9註2）我們都要這樣傳揚福音信息：『你在那裏？』這是神向人傳福

音的第一句話。神的意思似乎是說，『你在那裏？不要向我隱藏。我不是來叫你受審判，

不是來叫你死。我來是要把救恩的路告訴你。』 

米非波設從來沒有想到要去找大衞，乃是大衞打發人去把米非波設接來。事實上，我們

沒有一個人是尋找神的，乃是神差遣人來尋找我們。在舊約，神差遣申言者去對人說話；

現今，神差遣傳福音者來尋找我們，把我們帶回歸祂。 

四 大衞說『米非波設』時，心裏有一種憐恤的感覺，聲音裏有令

人喜悅的聲調—6～7節： 
1 在這句話的深處，有一個心表明神的心是如何—撒上十六7。 

2 大衞的心滿有恩慈和憐恤—二十14～15。 
大衞說『米非波設』時，心裏有一種憐恤的感覺，聲音裏有令人喜悅的聲調（撒下九

6～7）。倪弟兄有一篇福音信息，篇名是『大衞與米非波設』（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十八

册，四四至六四頁）。我們應該去讀這篇信息，只要讀了就會感動到極點。我們能感受到

大衞說『米非波設』時，心裏憐恤和情深的感覺。在這句話的深處，有一個心表明神的心

是如何（撒上十六7）。大衞的心滿有恩慈和憐恤（二十14～15）。讚美主，大衞的心實

在就是神的心，滿有恩慈和憐恤。 

叁 就屬靈一面說，我們都像掃羅王的孫子（撒下四4）兩
腿殘廢的米非波設一樣： 

就屬靈一面說，我們都像掃羅王的孫子（撒下四4）兩腿殘廢的米非波設一樣。在以下

的信息中，我們要將米非波設的故事，應用在我們的經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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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非波設雖然常與王同席喫飯，但他的兩腿仍是瘸的—九7。 
米非波設雖然常與王同席喫飯，但他的兩腿仍是瘸的（九7）。米非波設兩腿殘廢的光

景，豫表我們的無能；我們都想要作一個好人，但我們對於行善無能爲力。這難道不是我

們的故事麼？我們永遠都是瘸腿的。我們憑着自己，要滿足神公義的要求，要行善、作好，

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完全無能爲力的。我們努力作好，結果行出來的正好相反，因爲我們

是瘸腿的。這就是保羅在羅馬七章所說的：『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作。』（19）至終，保羅只能呼喊：『我是個苦惱的人！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的

身體？』（24）就像約翰五章所記載畢士大池子那裏躺臥了三十八年的癱子，沒有辦法自

己下到池中得着醫治（2～5）。要那個癱子自己進到池中得醫治，意思是叫人靠行律法而

得救；但這是人永遠作不到的。然而，主親自來到癱子那裏，醫治並拯救他（6～9）。只

有主耶穌能將我們從輭弱的情況裏拯救出來。 

二 米非波設蒙大衞恩待之後，他只看大衞桌上的豐富，而不看桌

下自己的瘸腿。 
米非波設蒙大衞恩待之後，他只看大衞桌上的豐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正如我們

坐在桌前的時候，看不到自己的腿，只看見桌上的豐富；照樣，米非波設在席上時，只看

大衞桌上的豐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 

三 我們像米非波設一樣，雖然仍是瘸腿的，卻能在王的席上喫

飯—13節： 
我們像米非波設一樣，雖然仍是瘸腿的，卻能在王的席上喫飯（撒下九13）。實在說來，

我們仍是瘸腿的，但我們乃是在得醫治的過程中。事實上，得醫治的方式就是藉着喫；我

們越喫王的食物，就越蒙拯救並得醫治。 

1 我們的兩腿雖瘸，不過是『在桌下』。 
我們的兩腿雖瘸，不過是『在桌下』。我們無法行走，無法正常的在神面前行事爲人；

然而，我們已經在坐席，我們的瘸腿隱藏在筵席下。我們所看到的，乃是基督那追測不盡

的豐富，作我們的食物、享受、滿足和安息。 

2 我們得救以後，應當忘掉我們『瘸了的雙腿』，而坐在我們的王耶穌

基督的席上，享受祂—7節，羅十四17，尼八10： 
我們得救以後，應當忘掉我們『瘸了的雙腿』，而坐在我們的王耶穌基督的席上，享受

祂（7，羅十四17，尼八10）。然而我們的難處是，在席上的時候，時不時就看看自己的

瘸腿；我們一直看自己的光景，過於看桌上基督的豐富。這指出我們在基督徒生活中應當

學習的一個非常實際的功課：我們應當忘掉自己『瘸了的雙腿』，單單享受我們的王。 

a 每當我們看自己，發現自己是瘸腿的，我們就沮喪—歌二8～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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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只當看主桌上的豐富，並享受這些豐富—弗三8。 

每當我們看自己，發現自己是瘸腿的，我們就沮喪（歌二8～三5）。這是我們基督徒生

活中非常實際的經歷。有時候，我看到自己的瘸腿，雖然不覺得驚訝，但仍會沮喪。這時，

主就會題醒我：『你在看甚麼？你在注視甚麼？我在這裏，我不在桌子下，我與你一同坐

在筵席上。你爲甚麼不看看我？』 

我們只當看主桌上的豐富，並享受這些豐富（弗三8）。每當主日，我們來到主的桌子

前，赴祂的筵席，無論已過那周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糟糕，有多大的失敗，藉着承認我們的

罪，接受主寶血的潔淨而得着赦免，我們就要將眼目從自己的瘸腿轉向耶穌。願我們都望

斷以及於耶穌。每次我們來到主的筵席，不要看自己的瘸腿，乃要看耶穌。祂是我們信心

的創始者與成終者，讓我們望斷以及於祂（來十二2）。我們要看耶穌，並且只見耶穌

（太十七8，可九8）；我們要花更多時間注視耶穌。 

3 神爲我們擺在這裏的，不知有多好，有多豐富，有多甘甜；我們只管

喫—約六50～51，53～57，太八11，二二2，啓十九9。 
神爲我們擺在這裏的，不知有多好，有多豐富，有多甘甜；我們只管喫（約六50～51、

53～57，太八11，二二2，啓十九9）。在這席上，卽使我們一直看自己的瘸腿，腿也不會

復元，何不更多喫生命的餅，更多喝生命的水？三一神一切的豐富，在基督裏作爲那靈，

都是爲着給我們喫喝享受的。我們越喫、越喝，就越得着真實的醫治。 

四 我們該從我們的內顧自己轉離，並且望斷以及於主—來十二2，
二9。 

我們該從我們的內顧自己轉離，並且望斷以及於主（來十二2，二9）。內顧自己是我們

基督徒生活的殺手。我們的確需要主的光照，讓祂摸着我們，暴露我們，使我們悔改認罪。

然而，我們若內顧自己，自我分析、反省，卻是危險的，會招來撒但的控告，以致落到絕

望之中。我們要望斷以及於主。當主的光照來臨時，願我們看主的光，單單注視主自己。 

五 我們只看神所擺在我們面前的豐富和恩典，我們就會有平安，

我們的心就會得着滿足—太五6，十四20。 
我們只看神所擺在我們面前的豐富和恩典，我們就會有平安，我們的心就會得着滿足

（太五6，十四20）。 

肆 大衞對米非波設的恩慈表徵神的恩慈—撒下九3，羅二
4，弗二7，多三4～5： 

大衞對米非波設的恩慈表徵神的恩慈（撒下九3，羅二4，弗二7，多三4～ 5）。 

一 恩慈是一種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憐憫和愛—弗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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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乃是我們救主神的恩慈和愛拯救了我們，使我們與人有別—多

三4： 
恩慈是一種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憐憫和愛（弗二4、7）。乃是我們救主神的恩慈和愛

拯救了我們，使我們與人有別（多三4）。我們與別人有何不同？難道我們比別人好，比

別人完全，比別人剛強麼？絕對不是。我們不過是虼蚤，如死狗一般，與其他的罪人沒有

兩樣。然而，因着救主神的恩慈和愛臨到我們，拯救了我們，纔使我們與人有別。以弗所

二章說到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4），拯救了我們，『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

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7）乃是我們神的憐憫和

大愛，以及祂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使我們與不信的罪人有別。 

1 神的恩典將救恩帶給人；我們因主的恩典得救—二11，三7。 

2 提多書三章五節說，神救了我們，乃是照着祂的憐憫： 
神的恩典將救恩帶給人；我們因主的恩典得救（多二11，三7）。這是說到我們靠着神

的恩典得拯救。然而，提多書三章五節說，神救了我們，乃是照着祂的憐憫。因此，我們

不僅是靠着恩典得救，也是照着神的憐憫蒙拯救。 

a 神的憐憫比神的恩典搆得更遠—羅九15～16，18，23，來四16。 

b 我們可憐的光景造成了我們與神恩典之間廣闊的缺隙。 

c 神的憐憫乃是橫跨這缺隙的橋梁，把我們帶到祂恩典的救恩裏—羅二4，九

23。 

神的憐憫比神的恩典彀得更遠（羅九15～16、18、23，來四16）。甚至可以說，憐憫載

着恩典，將恩典帶給我們。我們可憐的光景造成了我們與神恩典之間廣闊的缺隙。在我們

可憐的光景與神的恩典之間，有無法彌補的鴻溝。神的憐憫乃是橫跨這缺隙的橋梁，把我

們帶到祂恩典的救恩裏（羅二4，九23）。這不是說我們走上憐憫的橋梁而達到救恩；乃

是神親自來臨到我們，一切都是神作的。當祂這話成爲肉體時，乃是滿有恩典，甚至是恩

上加恩（約一14、16）。神的恩典是照着神的憐憫，在神的恩慈中臨到我們，把我們帶到

神的救恩裏。 

3 在提多書三章四至五節，保羅不是說到恩典，乃是說到恩慈、愛和憐

憫： 
在提多書三章四至五節，保羅不是說到恩典，乃是說到恩慈、愛和憐憫。保羅講到我們

的救恩，指出我們蒙拯救是照着神的憐憫，也是出於神的恩慈，和祂對人的愛。 

a 愛是恩典的源頭；在約翰壹書我們摸着父神的愛作恩典的源頭—三1，四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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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父神的心裏有愛，這愛藉着子彰顯出來時，就成了恩典—約一14，16～

17。 

愛是恩典的源頭；在約翰一書我們摸着父神的愛作恩典的源頭（三1，四9～10）。父神

的心裏有愛，這愛藉着子彰顯出來時，就成了恩典（約一14、16～17）。所以，愛是源頭，

恩典是從父神的愛而來。當主耶穌來到人中間，就是恩典來臨；這就是父神心裏的愛在子

裏作爲恩典向我們顯露出來。 

c 恩慈是神賜恩典給我們的態度—弗二7。 

d 我們有憐憫、愛和恩慈，自然就會有恩典—多三4～5，7。 

恩慈是神賜恩典給我們的態度（弗二7）。我們有憐憫、愛和恩慈，自然就會有恩典

（多三4～5、7）。神不僅白白的賜恩給我們，當祂將恩典賜給我們的時候，神內裏的心

腸滿有柔細的感覺，那就是神慈愛的心。舊約常題到神的慈愛（出三四6，民十四18～19，

撒上二十14～15）；『慈愛』是愛和恩慈的結合，可以說是神的愛帶着恩慈，或說是神的

恩慈將祂的愛帶給我們，供我們享受。 

e 我們的神與父已向我們顯示愛、憐憫和恩慈；祂藉此拯救我們—4～5節。 

我們的神與父已向我們顯示愛、憐憫和恩慈；祂藉此拯救我們（多三4～5）。我們之所

以得救，是因爲神的愛、憐憫和恩慈，並藉着恩典。爲此，我們只有感激和感謝；因爲我

們所得着的救恩，完全不是我們配得的。我們一點都不配得着神的愛和基督的恩典。我們

得着這愛和恩典，全是因着神的憐憫；這憐憫是那樣溫柔、滿帶同情的臨到我們。神不是

帶着審判臨到我們，因爲祂已在十字架上審判了祂的兒子，以祂的兒子作了我們的代替。 

三 在要來的諸世代—千年國時代和將來的永遠—中，神要顯示

『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弗

二7： 
在要來的諸世代—千年國時代和將來的永遠—中，神要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

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弗二7）。『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這說法是多麼特

別和新鮮！在來世並永世裏，神要向全宇宙顯示，祂在基督耶穌這個人位裏向我們所施恩

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1 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恩慈中賜給我們的—8節。 
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恩慈中賜給我們的（8）。在撒下九章，米非波設被帶到王面前，王

只要舉個手就可以給他一些賞賜，並不需要帶着任何恩慈的態度，特別因爲米非波設是他

仇敵的子孫。然而，大衞對米非波設是何等的親切，帶着恩慈、情愛和慈心。我們是否感

覺並享受神也是如此拯救了我們？神乃是在祂的恩慈中賜恩典給我們，這是何等的恩情！ 

2 神恩慈中恩典的豐富，超越各樣的限制—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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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慈中恩典的豐富，超越各樣的限制（弗二7）。沒有一個罪人是不能得救的，除非

他拒絕福音。任何悔改的罪人都能得救，因爲神恩慈中恩典的豐富，超越各樣的限制，能

臨及他們；無論人墮落到甚麼境地，祂都能拯救。這是對罪人的大好信息：無論你在那裏，

無論你墮落多深，無論人如何棄絕你，神的救恩仍然能臨及你。神的恩典會在恩慈中找着

你，並且拯救你。 

a 這些是神自己的豐富，作我們的享受—三8。 

b 神恩慈中恩典的這些豐富要公開顯示出來，直到永遠—二7。 

這些是神自己的豐富，作我們的享受（三8）。神恩慈中恩典的這些豐富要公開顯示出

來，直到永遠（二7）。將來在新耶路撒冷，我們都要歌唱：『阿利路亞，神恩慈中的恩

典！』我們要讚美並慶祝，因神恩慈中的恩典實在太豐富，太超越了！ 

四 那靈的果子其中的一項是恩慈—加五22： 
1 我們旣已穿上了新人，（西三10，）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

需要穿上憐恤的心腸和恩慈。（12。） 
那靈的果子其中的一項是恩慈（加五22）。我們旣已穿上了新人（西三10），是神的選

民，聖別蒙愛的人，就需要穿上憐恤的心腸和恩慈（12）。我們作爲信徒，作爲基督身體

上同作肢體者，受教導要穿上新人；這新人包含憐恤的心腸和恩慈。但願我們的心腸不是

帶着恨意、批評或審判，乃是滿有對彼此的憐恤和恩慈。這是我們應當過的新人和身體生

活。 

2 使徒保羅以恩慈作神的執事，並且他囑咐我們要常留在神的恩慈中—

林後六4，6，羅十一22。 
使徒保羅以恩慈作神的執事，並且他囑咐我們要常留在神的恩慈中（林後六4、6，羅十

一22）。在林後六章，保羅說到他在各樣的事上，證薦自己是神的執事；其中一項就是恩

慈（6）。恩慈是一個證明，一個記號，說出保羅是神的執事。那靈的果子包含基督一切

的美德。有憐恤的心腸和恩慈，其實就是有基督那樣憐恤的心腸和恩慈。我們對眾人，特

別是彼此相待，應當同樣展示神的恩慈。 

3 愛是有恩慈，（林前十三4，）我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

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我們一樣。（弗四32。） 
愛是有恩慈（林前十三4），我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

裏饒恕了我們一樣（弗四32）。林前十三章說到愛有十五項美德，其中一項就是有恩慈。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4上）以弗所四章三十二節教導我們要以恩慈相待，心

存慈憐，彼此饒恕。然而，今天社會上似乎喪失了恩慈這項美德。沒有恩慈，只有冷酷和

仇恨；也沒有慈憐、饒恕和恆忍。但願我們都追求愛，愛是有恩慈的。我們要以恩慈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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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盼望我們都被神的恩慈所感；我們乃是因着神的恩慈而得救，叫我

們活基督，有祂的心腸，對眾人有恩慈。（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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