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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福音 神威萬丈 
 

第八課 
 

悔改的力量 
 

前幾課裡我們集中探討了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 —— 罪在十字架上得

到了審判，而罪的權勢亦在十字架上被消滅了。 
 

著名英國聖樂家查爾斯.衛斯理(Charles Wesley)在一首聖詩中也把

這個真理表達出來: 
 

 “他打破罪的捆綁能力，釋放罪的囚徒。” 
 

保羅在羅馬書 6:17-18(當代聖經)中亦如此宣告: 
 

 “感謝上帝，你們從前雖然作過罪的奴隸，現在卻衷心服從了所

傳給你們的上帝的真道。你們就得到釋放，擺脫罪惡，作了義的

奴隸。” 
 

在這課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這改變生命的真理，如何能應用在生

活上及如何經歷 “擺脫罪惡”而成為“義的奴隸”。 

 

經歷真理 
 

查閱 羅馬書 6:14 
 

首先必需明白福音的真諦，一切都基於神的恩典。基督徒一般都知道

這個基本教義。我們當然知道“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也不是

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若要體會到整個基

督徒的生命都是基於這個原則，卻非要假以時日不可。這是神給予我

們的新生。這新生是憑著神的恩典和對神的信靠而活的，不是出於自

己的行為，以免有人自以為是！ 
 

在羅馬書 6:14，保羅告訴了我們基督徒從罪惡中得到釋放的關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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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我們會在下面的課文中

再深入探索恩典這個課題。現在先讓我們復習一下“恩典”的定義: 
 

      恩典就是神帶領，幫助我們做我們不能做的事。 
 

恩典和律法，代表着兩個截然相反的生活模式。依靠自己的能力，是

律法的重點所在。恩典，則是指完全依靠神。你不斷與罪糾纏、掙

扎，試圖脫離它的控制，這就是聖經所指的“在律法之下”，這樣罪

就成為你的主人了。 
 

聖經清楚的說明了“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為整個生命的原動力

改變了 —— 由自力變為依靠神。現在，你是在恩典之下。 
 

在這課中，我們要學習恩典如何在生命中運作。首先讓我們回顧一

下，如何把聖經真理成為個人經歷的事實。先重温以下三個步驟: 
 

 啟示 —— 聖靈幫助啟導神的話語 

 悔改 —— 糾正你的思想與行為，與神的話吻合 

 經歷 —— 聖靈賜予你能力活出神的話 
 

以上每一個步驟都帶有神的恩典: 

 

 啟示 —— 恩典使我們明白真理 

 悔改 —— 恩典使我們的生命與神的話結合一致 

 經歷 —— 恩典使我們活出神的話 
 

在過去幾課中，我們集中研究十字架的工作。但要把得到的啟示成為

個人的經歷，中間要經過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悔改。 

 

悔改是什麼？ 
 

悔改是福音裡非常重要的一環。不少人誤以為悔改是消極和負面

的。其實悔改才是最積極的做法。悔改才能得到神為你預備的福澤。 
 

查閱 使徒行傳 3:19 
 

讓我們看看悔改是什麼。悔改並不是僅僅的向神認錯，又或只求神

寬恕。當然寬恕是福音重要的一環，也包括在福音四部份裏的第一

部份。 
                                                 

  我們將在以後的課文中繼續探討“律法”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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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接受基督，真心向神認罪時，神就會寬恕和洗淨他。但這並不

是聖經所說的悔改。悔改，是在福音的第二板塊，以下面兩點為基礎: 
 

 罪的權勢已在十字架上被粉碎了 

 神要你棄暗投明，脫離罪惡，跟隨神 
 

要有真正的悔改，先要明白以上所說的兩點。罪的權勢已經在十字

架上被粉碎了，不必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對抗，否則就會墮入自力

的惡性循環中。憑自力改過，不是真正的悔改。 
 

不知道罪是可憎可惡的,是不會認識到悔改的需要。不少基督徒正是

因為不明此理，就無法真正經歷到悔改帶來的釋放。 
 

到底悔改是什麼呢？讓我們看看聖經對悔改的定義: 
 

悔改是改變方向。這包括跟從神的旨意來重整你的生命。 
 

試想像，你一向都跟從世俗作風，而背向神。偶然你會轉頭望著主

說: “主啊! 我想跟從你!”但是，你的目光還依然投向世界。 
 

悔改不僅僅在神面前說好話，或承諾會改進自己。悔改是回轉、改

變方向，改變人生的方向。人要脫離罪惡，向神而活。 

 

生命的方向 
 

福音是以神為中心，不是以人為中心。因為只有神才能滿足人的一切

需要，使人愉快地生活。福音的大能可幫助你過著以神為本的生活。 
 

查閱 羅馬書 11:33-36 
 

保羅以頌讚來結束這篇文章。在頌讚的結尾，他宣告說: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

永遠。阿們！” 
 

這節經文很簡要地說明了神給你的人生方向。生命每一個環節都是

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這是神創造人類的本意，只可惜這個世界

並不是這樣運作。世界上的東西，並非每一樣都源於他，倚靠他和

歸於他。 
 

為什麼會如此呢？讓我們回到伊甸園,看看人如何背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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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創造亞當時，亞當的內心是以神為中心。他的一切都是源於神、

倚靠神、歸於神。但從亞當犯罪那一刻開始，他的人生方向就轉移

了。他與神的關係亦起了很大的變化。從此，亞當的人生都是以自

我為中心，一切都是本於自己、倚靠自己、歸於自己。 
 

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 ——- 本於自己、倚靠自己、歸於自己 ——

就是舊人的核心問題所在。“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

的”(以弗所書 4:22)。這就像指南針: 舊人的指針總是指向自己。 
 

同樣地，一個以神為中心的人生 ——- 源於神、倚靠神、歸於神 ——

是新人的核心所在。它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 (以弗所書 4:24)。悔改是要改變你人生的方向 ——- 由自我為

中心，變為以神為中心。人生的指針要重新定位，過去指向自己，

現在要指向神。。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以神為本的生活的三個要素: 
 

本於神  
 

查閱  哥林多後書 5:17-18 
 

新普及譯本如此譯述第 18 節: 
 

“這一切都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他藉着基督，把我們帶回他身

邊„” 
 

福音的基本訊息是: 整個救恩,由始至終都是出於神。我們的義，是

完全從他來的。 
 

查閱 羅馬書 3:21 
 

這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福音啟示。沒有這個啟示，就沒有救恩。

如不明白義和救恩都是來自神，不是出於自己，我們便沒法接受神

送給我們的永生。(注意以弗所書 2:8 —— “你們得救„不是出於自

己„”) 
 

這是一個改變人生的啟示。救恩是“上帝賜給我們的”，這樣我現在

擁有永生了! 但是，對很多基督徒而言，他們的人生方向卻是這樣: 
 

 源於神 

 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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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於自己 
 

依靠神  
 

查閱 約翰一書 4:7 
 

基督徒的一生都是依靠神的能力而活的。 
 

查閱 腓立比書 4:13 
 

保羅說，他擁有豐盛生命的“秘訣”。無論在什麼環境中，他都處之

泰然，因為: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主，便凡事都能做了。” 
 

查閱 哥林多前書 8:6 
 

生命來自神，生活也要依靠神。他給你力量過活，也給你力量去改變

人生。真不可思議! 在一剎那間，你就能察覺到戰勝罪惡不是靠你個

人的靈性力量，而是靠著神的大能。他的大能在你生命中運行，改變

你的人生，使你成為他兒子的樣式。 
 

但是，還有不少基督徒只知道救恩是從神而來，靠著聖靈的大能戰

勝罪惡。他們並非完全以神為中心。他們的生命方向是: 
 

 源於神 

 依靠神 

 歸於自己 
 

歸於神  
 

重閱 羅馬書 6:10-11 
 

神造人是要我們成全他的目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僅僅是源於神和依

靠神，還要歸於神。悔改，不只是脫離罪惡，還要回轉 —— 轉向神。 
 

神為基督徒預定的生命是完全源於神、依靠神和歸於神的。 
 

看看以下一個例子。大多數的基督徒都知道應該奉獻金錢。除非有著

以神為中心的人生，否則奉獻就只能是為了滿足舊人的需要而已。

我們從神的話中知道，奉獻“就必獲得十足的報酬，就是搖勻壓緊，

甚至滿載盈懷的報酬”。如果我們將這話看成世間的“投資”計劃，

那麼 “十足的、搖勻壓緊，滿載盈懷的報酬”，就是投資者的回報。

這看法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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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要奉獻呢？是因為明白，我們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我

們的人生要依靠他、歸於他。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物質錢財，都是神賜

給我們的。我們生存是依靠他，不是依靠金錢的勢力。我們說一切歸

於神，這當然包括一切物質錢財。我們將一切都歸於神，不是自己! 

神不斷賜福給我們，是出於他的特性。並非如我們所想 ——- 多奉

獻，多回報 (見羅馬書 11:35)。我們能夠把一切歸給神是因為這是

我們人生的方針。神（常常）賞賜我們，是因為一切都是從他而來的。

這一切都是源於神、依靠神和歸於神。 
 

這就是福音的入門，是每個基督徒生命的基礎。在這個以神為中心

的基礎上，神给你建立一個穩健的基督徒生活，把你塑造成他的器

皿，讓人看到他，看到他的榮耀。 
 

羅馬書 11:36(新普及譯本)正指出人生的新方向，說: 
 

“因為一切都是由他而出，依賴他的大能而存在，也是為了他的

榮耀而預備的。願一切榮耀都歸與他，直到永遠！阿們。” 
 

啟示與悔改 
 

啟示和悔改，是聖靈在我們心中所做的工作。两者是並行的，缺一不

可。讓我們看看聖經裏所說的例子: 
 

查閱 使徒行傳 2:36-41 
 

在五旬節那天，彼得公開傳揚福音。聽了訊息的羣眾均紛紛悔改 ——

即脫離罪惡，回轉向神。悔改是聽了訊息後的回應。換言之，在悔

改前，他們心裏一定有起伏的感覺。 
 

彼得沒有教訓人，叫他們悔改，這不是他主要信息。相反的，他只是

在講述耶穌的事蹟。從聖經看來，羣眾聽了彼得的話後，就得了這

樣一個啟示: 耶穌是主，是基督(第 36 節)。於是就“覺得心扎”，

問:“„我們該怎麼辦呢？”(第 37 節)。這時，彼得回答他們說:“悔

改!” 
 

悔改是怎樣來的呢？ 
 

 先有啟示 

 後有悔改 
 

有了神的啟示，才有悔改。真正的悔改是由聖靈感動而來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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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領受神的啟示，告訢你過去背向神是不對的，現在要改回來——

回心轉意，面向神。 
 

悔改和啟示的過程，一切都是源於神，不是以我為本。悔改不是靠

自力而來的，它是對神的啟示所作的回應。有人曾說: 
 

“自力，就是人採取主動，要神認可。恩典，則是神採取主動，

讓人回應。” 
 

眾人聽了彼得的信息後，深受聖靈感動，心裏知錯，以悔改回應神

的啟示。他們得到了啟示，知道耶穌是主、是基督，並獲悉他們把耶

稣釘了在十字架上，就懊悔萬分，問彼得說：“我們該怎麼辦才得救

呢？”。他們不是先把自己改好後才回轉過來的。他們得到了啟示，

看到自己的罪、知道神通過基督給他們的救贖，並且作出回應，他

們的這個回應就是悔改。 

 

悔改與舊人 
 

我們相信，在前幾課中，你得到了十字架的工作的啟示，並受其感

動。可是，只有啟示是不夠的，你還要回應神的啟示 —— 悔改過來! 

跟第一批五旬節信徒一樣，你應該這樣回應: “我該怎麽辦呢？” 
 

查閱 羅馬書 6:6-13 
 

這篇經文教導我們如何將啟示變為行動。在第 6 節，保羅說明了你的

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但在第 11 節，他回應以上所提的問題:“我

該怎麽辦呢？” 
 

由第 11-13節，你對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啟示，有以下的回應: 
 

 向罪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將自己獻給神。 
 

向罪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第 11 節是悔改的第一步。保羅說: “你當看、當算、應當向罪是死

的，但向神卻當看自己是活的。”。之前你向神是死的，向罪是活

的。你背向神，因為你面向罪那一邊。現在，你悔改了，於是離開

罪惡，投進神的懷抱中。這樣，你就是背向罪而面向神了。現在你向 

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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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獻給神 
 

悔改不只是回心轉意，背向罪，面向神；還要全心全意將自己獻給

神。現在要與神同活、為神而活。 
 

福音的指示很清楚，有的事情是“不可做”的，有的卻是“必須做

的”。第 13 節(當代聖經)告訢我們: 
 

 “也不要將你們身體中任何一部分奉獻給罪，作不義的工具„

反而要„將自己奉獻給上帝„。” 
 

這裡有三個詞語 —— 信心、順服、悔改 —— 可互相交替使用。真正

的信心就是順服，也就是悔改，悔改亦即信心。我們說悔改或順服，

就是指信心：人沒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悅(希伯來書 11:6)。

我們說信心，也就是指順服和悔改：信心如不付諸行動，它就是死的

(雅各書 2:17)。悔改就是信心的實踐。 
 

保羅深入探討福音的奇妙後，在羅馬書 12:1 說: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給神]，當作

活祭„。” 
 

要回應神的慈悲，我們怎能不完全將自己獻上給神呢？神為我們犧

牲了自已的性命，我們豈能不以同樣態度回應神呢？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順服神。我們只要回應聖靈的感動，並懷着熱切

尋求神的心，就能經歷到十字架的大能(羅馬書 8:2)。重整人生的價

值觀，積極地完全把自己獻給神，就能真正經歷 “向罪是死的、向

神是活的”了。 
 

將悔改付于行動 
 

查閱 以弗所書 4:22 
 

當代聖經如此翻譯以弗所書 4:22: 
 

“就應該改變從前的生活方式，脫去“舊我”，摒除那被情慾所

污染，腐化了的“舊品性”。” 
 

保羅所說“脫去” 的含意是指“把衣服脫下。”1  
 

查閱 以賽亞書 64:6-7 
 

在這段經文中，神說出了舊人的“不潔淨”，這樣神要掩面，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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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神來說，連我們的所謂善行，也就如“污穢的衣服”，不堪

入目。現代中文譯本如此翻譯說: 
  

“我們都有罪，連我們最好的行為也像污穢破爛的衣裳。由於我

們的罪，我們像枯乾了的樹葉被風吹散。沒有人向你禱告；沒有

人向你求助。由於我們的罪、你不理我們；你遺棄了我們。” 
 

這就是舊人的真實寫照! 保羅現在勸喻我們把這個舊人脫去! 
 

試想像一下：晚上摸着黑回家，不小心絆倒了,重重地摔在地上。回

家後照照鏡子，看見衣服弄穢了、扯破了，而且污迹斑斑，還發出陣

陣臭味。你會怎麼做呢？當然立即把它脫掉，換上乾淨的衣服。 
 

聖經告訴我們，舊人是不潔淨的。福音不是叫我們用自力去改造他、

修補他；福音要我們把它脫去。 
 

聖經不僅僅叫我們脫去舊人，還叫我們穿上新人。 
 

查閱 以弗所書 4:24 
 

在基督裏，我們穿上新衣 —— 乾淨、全新、熨好的(請閱以賽亞書 

61:10;啟示錄 19:8)。我們會在以後的課文中再研究新人這個課題。  
 

當我們知道神在十字架上已經解決了我們“舊人”的問題，我們就 

“當看”舊人為死的了。我們只需轉身，背向舊人而面向神。把舊人

脫去，穿上新人，與神同行。福音的奧秘就是：它的大能把你從罪的

奴役中釋放過來，改變你的人生方向、價值觀、以及敬拜的對象。 
 

查閱 哥林多後書 5:15 
 

這節經文概括了神給你人生的新計劃。新人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的新

生，完全符合神的心意。這個新生的主調是: 啟示和悔改。只要領受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所為的啟示，就能夠真正悔改 —— 脫離舊人、

背向罪惡、面向神、獲得新生。 

 
                                                 
1
  見 Fritz Rienecker & Cleon Rogers, Linguistic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0), p.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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