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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06 
從福音經歷見證基督救恩 02 

提摩太前書 1:12-17 

 

唐興 牧師 

 
 

經文： 
1-對得救的感恩 
1a-呼召與差遣：蒙召完全出於基督權柄能力。 

12 我感謝那給我⼒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祂以我有忠⼼，派我服事他。 

1b-歸正的經歷：救恩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 

13 [但是]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的，侮慢⼈的，然⽽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

明⽩的時候⽽做的。 

1c-信愛的回應：救恩產生的全人更新和變化。 

14 並且[但是]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和愛⼼。 

 

2-對救恩的說明 
2a-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要拯救冒犯律法的人。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這話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在罪⼈中我是個

罪魁。 

2b-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了要彰顯基督的忍耐。 

16 然⽽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上顯明他⼀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

永⽣的⼈作榜樣。 

 

3-對救主的頌讚。 

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永世的君王、獨⼀的神，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2 

 

前言：整本聖經66卷書，跨越了1500多年，作者有40幾⼈，他們⽣長在不同的時代，處

在不同的環境，⾯臨不同的問題寫出了這些書卷。他們都是在神的靈的感動和引導下寫

的。每⼀句話，每⼀個字都是出於⼈的⼿筆，但同時也是在聖靈的控制管理下寫的。因

此，整本聖經傳達了⼀個最重要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神的國度(the kingdom of 

God)。從出埃及開始⼀直到舊約結束，聖經都是在講以⾊列國的歷史，以及盼望神應許

的彌賽亞受膏君王、祂永遠國度，和以⾊列復興的來到。四福⾳書講道這位君王的到來，

祂是彌賽亞君王、受苦的僕⼈、末後的亞當、神的兒⼦，祂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就是教

會。啟⽰錄，最後⼀卷書，更是清楚的講到神國度最後終極完成的光景。貫穿整本聖經的

主題就是：神的國度（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國度是如何實現的呢？神的國度的實現是靠「恩典之約」(The Covenant of Grace)

的施⾏實現的(諾亞之約，亞伯拉罕之約，摩⻄之約，⼤衛之約，新約)。恩典之約的施⾏

從創世紀3:15節開始⼀直到啟⽰錄最後21章新天新地。是誰執⾏恩典之約呢？是三位⼀體

的神執⾏恩典之約：⽗是隱藏的，祂發出旨意；⼦是顯現的，祂執⾏⽗的旨意；聖靈是從

⽗和⼦發出的，祂完成⼦執⾏的救恩。神國度核⼼的⼯作就是：神國度的⼦⺠，教會的會

眾必須完全順服神的律法。從舊約到新約都是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整本聖經的中⼼思

想，這是基督⼯作的核⼼，包括祂成為⾁⾝被釘⼗字架。都是要成就神的國度。 

（神的⼯作有三⽅⾯：創造creation，護理providence，救贖salvation） 

 

恩典之約的施⾏就是福⾳的施⾏，聖靈透過福⾳的信息使神的百姓得著新⽣命，並且產⽣

全⼈的更新，以致於律法的義被成就在神百姓的⾝上，最後進入新天新地神的國度。舊約

的福⾳是什麼呢？來4:2「123456789:;67<9=>。」他們是指在曠野的

以⾊列⼈。加3:7「8 ?@#ABCDEFG:HIJKLM1.NO:PQR6457

STUV:WXYZ[\]1^_4。」WCF 第7章，「神與⼈所立的約」說：「在律

法時期，恩典之約是藉著應許、預⾔、獻祭、割禮、逾越節的羔⽺，以及其他傳給猶太⼈

的預表禮儀執⾏，這些都是預表那要來的基督」聖靈就是透過這些舊約時期的福⾳施⾏稱

義和成聖的救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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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升天的基督，現在在天上仍然在執⾏恩典之約。在使徒時期，祂向使徒啟⽰福⾳，祂

透過使徒傳講教導福⾳，建立教會成為全⼈被更新的聖約團體。今天基督仍然透過祂所差

遣的牧師以同樣的⽅式建立教會，建立全⼈被更新的聖約團體，⼀直到主第⼆次再來。 

 

提摩太前書更進⼀步告訴我們建立教會，建立神的國度，就是建立永⽣神的家的環境，是

在和異教爭戰的下進⾏的。12-17節是保羅⾃⼰⽣命被改變更新的⾒證。 

 

中心思想：以純正福⾳歸正經歷⾒證基督救恩，對抗異教，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的柱

⽯和根基。 

 

純正福⾳歸正conversion 和重⽣regeneration有所區別。重⽣完完全全是神的⼯作，神

把新⽣命的種⼦賜給屬於祂的百姓（約3章）。歸正conversion，是重⽣因信稱義的⼈，

開始產⽣⽣命上的轉變。有的⼈是很突然的，和劇烈的，像保羅⼀樣。有的⼈是漸漸的轉

變，像提摩太⼀樣。 

 

經文解釋： 
1-對得救的感恩 

保羅在這段經⽂中⽤了8次的「我」。中⽂和合本聖經「我」這個字，在12-17節，則出

現10次。很顯然，這是保羅個⼈的經歷。基督親⾃向保羅啟⽰福⾳，保羅因為從基督⽽

來的純正的福⾳，透過聖靈浩⼤能⼒的運作，在保羅⾝上產⽣巨⼤的改變。這是假教師所

沒有的⾒證。這是虛假福⾳所沒有的⾒證。因為，⽣命巨⼤的改變，是出⾃於基督的救

恩。基督的救恩是聖靈透過純正健全的福⾳，在⼈內⼼產⽣的轉變。保羅從迫害基督徒的

法利賽⼈，成為建造教會的使徒的巨⼤轉變，這種的轉變帶來了信⼼和愛⼼agape。這是

保羅在這裡對抗異教的⾒證。 

 

保羅的歸正。保羅在這裡很明顯是回憶他在⼤⾺⼠⾰路上的經歷：出⽣、受教育，逼迫教

會，蒙召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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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保羅是以⾊列12⽀派中的便雅憫⽀派，他的猶太名字是「掃羅」。「保羅」是他

家族的羅⾺姓⽒，他是猶太⼈，但是具有羅⾺公⺠的⾝分。⼤約主後5年，出⽣於「⼤

數」（徒9:11，21:39，22:3）（⼩亞細亞東南邊）。 

 

受教。保羅出⽣在希臘⽂化中⼼的所在地「⼤數」，他對希臘⽂化哲學思想有⼀定程度的

認識。但是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教育，在耶路撒冷長⼤，受嚴格的猶太律法教導。他的

老師「伽瑪列」是當時猶太教中的重量極，響噹噹的⼈物。他有⾃⼰的學校和學派（徒

5:33-39）。保羅可能在少年的時候就從出⽣地，搬到到耶路撒冷居住上學。他 

他是熟悉希臘⽂化的法利賽⼈中的法利賽⼈。他是猶太公會成員中的新起之秀。他不僅遵

⾏律法，⽽且捍衛律法。不僅捍衛律法，⽽且要為神除去那些基督徒。因為，他們控告猶

太⼈抗拒聖靈，殺害義者耶穌，不遵⾏律法，是耳朵沒有受割禮的⼈（徒7:51-53）。 

 

逼迫門徒。徒8「`abcMdefgh=ijkMlJmncopqrs <9tuvwx
cyz:{|}~�,WXY�,����8c������ �������WXY,
�:�I�����<9��W���:P��qmn���<� 。」徒9：1「mn

¡C¢,c£$¤¥¦§¨©c�:ªa�«{:¬ �®7�¯°&±²r�³´:=µ
c¶·¸c¹*º:»¼½�.¾�¿cM:ÀÁÂÃ:\Ä<ÅÆÇÈ�¶ÉÊq」這

時保羅可能30歲（主後35）Kent Hueghes:「他是⼀個虔誠的、冷酷的、⾃以為是的、

偏執的宗教殺⼈犯，⼀⼼要進⾏全⾯的鎮壓審判異端。」 

蒙召經歷： 

主後35年，保羅30歲。徒9:3「Ë mnÌ¶:�È�¯°&:ÍCÎÏÐÑÒ:ÓÔÕ�
<qÖ <P×ØhÙ:Úa3�5Û<WXYmn:mn�^2ÜÝÞß8à�r <WX
Y,�:^¼áà�,WXY8P¼^âÞßc��。」 

*主後49年，保羅44歲。加1：13-17「²Ë ^9Úa8ÎphãäåæâÌcç:è>éê

Þßëì Hcå*í²Ö 8�hãäåæ:î8ï[ðñòócMô3(õ:28ö'
c÷6ôøùúq²r Cûüd8Îýþÿ!"#$ë�%&'8cH±(Ös)²:rí�
²)r*¸:²� BC+,�<-./0h8úÿ:J8d<6hKLMæ:8P13234
5cM67:²8 �13Ð�¶ÉÊªaü9î8E`:$c:;<=>UTª:?�@
È�¯°&q」44歲的保羅回想⾃⼰⼀⽣的遭遇，⼀直追溯到他⺟親懷胎的時候，他發

現⾃⼰的⼀⽣都在神的計劃中。這是保羅第⼀次被記錄在聖經中的⾃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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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59年，保羅54歲。（第三次宣教，在以弗所事奉3年之後，回到耶路撒冷）保羅（主

後89年，54歲）在耶路撒冷被捕受基帕王審問的時候，徒26，「s Îp8ABC2DE
ñFGHIÉJM��cl:²� 8h�¶ÉÊ�K�>Ì�qBÎ«{(_�LM:8
Pdðñ#$NhOÿí<9�©:8�#lPQq²² h¹*º:8RSuTUÞ<9
WVWc�:�!KXY<9:ÜZ[Þ<9\ÈKLc]^。 」 

徒26「²¬ üy:8_�«{(cLM`ab:=�¯°&ªq²Ë c�:8h¶Ð:de
cyz:FaÎÏÑÒ:î-wfg:ÓÔÕ�8?28òÌcMq²Ö 89\×ØhÙ:
8PÚa3�5uhT$�¢8WXimn:mn�2ÜÝÞß8à^uojk¼l
c�m²r 8WXi,�:^¼áàm,WXi8P¼^âÞßc��q²� ^n$o��
8p,¢^qr:Is^`tç:`ab:�^âFacç`8�Iu0^cçbG#$q
²8 8�Iv^wxyz`KLMc{q²| 8}^È<9üÿª:IJ<9c~�_�:
Î��æ�¢ÒG:ÎÉ�L��¢Hí�1.8:_���:`=��#cMò_�

�q’」 

主後62年，保羅57歲。腓3:5-6「r 8��Ï���:8¼C���ë����scM:
¼hT$Mâ�chT$MíP��W:8¼��(Mí� PùúW:8¼Þßå*cí
P��ÐcOW:8¼À�u�cq」（保羅寫提摩太前書時，⼤約62歲） 

⾺丁路德《加拉太書講義》說：「當我還在⺟腹裡，上帝就已經預定我要如此瘋狂殘害教

會，並且預定祂之後會單單出於恩典，在我正⾏殘暴與褻瀆的時候，施憐憫將我喚回，走

上真理與救恩之路。簡⾔之，當我還沒有出⽣，我在上帝眼中就已經是使徒了；及⾄時候

到了，我就在世⼈⾯前被宣告為使徒。」所以，保羅的⼀⽣的遭遇都是神的計劃，沒有意

外，保羅逼迫殘害教會，也沒有破壞神的計劃。從保羅的⾓度看，所有的⽬的是要他承受

使徒傳講教導神國度福⾳的職分。因此，他在羅⾺書8章「萬事都互相效應，叫愛神的⼈

得益處…揀選，稱義，得榮耀」 

 

1a-呼召與差遣：蒙召完全出於基督權柄能力。 

「²¬ 8��ü78ê7c89,����:1�C83 ú:s8¡ç他。」 

【講解】這⼀節經⽂是保羅的感謝，不住地，持續地感謝。第⼀，是保羅感謝他作為使徒

是蒙基督的呼召和差遣，是基督差派他出來服事主的。對比那些假教師，那些不明⽩律法

和福⾳的假教師，他的明⽩⾃⼰蒙召完全出於主的恩典。第⼆，他的忠⼼，他服事的能⼒

是出於主所賜的⼒量。保羅的蒙召完全出於基督權柄的能⼒。今天我們被呼召出來服事主



 6 

也是出於主的恩典的權柄和能⼒。那些假教師雖然⾃⼰出來承擔教會的職分，但是他們沒

有蒙主的呼召，也沒有基督所賜的能⼒。因為他們所傳講的和保羅所傳講的是不⼀樣的福

⾳。 

 

這裡的重點在于「⼒量」=以弗所書：超⼤的能⼒，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運⾏

在所有信徒⼼裡的⼒量，就是純正全備福⾳信息在基督徒內⼼產⽣的⼒量。 

 

1b-歸正的經歷：救恩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 

13 [雖然]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的，侮慢⼈的，然⽽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

明⽩的時候⽽做的。 

 

【講解】第13-14節，講到保羅歸正[conversion]的經歷。他是要從⾃⼰得救的經歷證

明，救恩是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保羅是要證明：他曾經是遵⾏律法的法利賽⼈中的法

利賽⼈，但是卻作出違背律法的事：「VWHc:ÞßMc:¢£Mc」。第一，他要證

明⾃⼰得救不僅不是因為遵⾏律法，反⽽是因為⾃⼰違反冒犯了神的律法，他的得救完全

是因為神的憐憫，不是靠他的好⾏為。第二，他要證明基督親⾃向他啟⽰的福⾳，在他內

⼼產⽣了巨⼤的更新和變化的果效，產⽣了信和愛agape。⽽這正成全了律法，滿⾜律

法。 

 

「18¼�.ë�G¤cyzû¥的。」徒23:1，保羅「¦§9:8hHÔpÌç2M\

¼¨�©ú:\Èª-q」保羅逼迫教會的確是出於他的無知，他不知道耶穌是彌賽亞，

另⼀⽅⾯，他真的認為基督教是異端邪說，他認為⾃⼰除掉基督徒是在服事神。保羅不是

說，他的不信和不明⽩，贏得了神的憐憫。不是的，他是說：即使他是無知和不明⽩的，

神仍舊憐憫他。⽽對他⾃⼰的良⼼⽽⾔，他並不是存⼼故意敵對神。他是誤犯了罪（⺠

15:24-29）。保羅是虔誠的，但是他也是⾃義的，無知的，因為他的無知成為敵對神

的。 

 

【例證】這裡的「雖然」[ὄντα]講到⼀種轉變。從前是敬虔卻是⾃義的，熱⼼事奉神卻是

不認識基督的，遵⾏律法的卻是逼迫殘害⼈的，⼀種扭曲的宗教狂熱份⼦。現在他成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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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的浩⼤能⼒，忠⼼事奉主的使徒。保羅⾸先證明他事奉的⼒量，基督所賜的，是從純

正福⾳⽽來的浩⼤能⼒，這是第一點。接下來，第二點，他因為認識明⽩了基督和基督的

福⾳（基督親⾃向他啟⽰的），在他裡⾯產⽣了浩⼤的能⼒。除了事奉上的⼒量之外，這

種浩⼤的能⼒也帶來他⾃⼰⽣命的轉變，這是完全出於神的恩典和憐憫。救恩完全出於神

恩典的憐憫，不是靠宗教的狂熱，不是靠⾃以為是的事奉，不是靠外⾯律法的遵⾏。 

⾺丁路德在《加拉太書講義》講到他⾃⼰歸正的經歷：「如此，保羅斬除了⼀切的「配」；

他將榮耀惟獨歸給上帝，卻只將羞辱歸給⾃⼰。保羅想表達的意思就像是：「上帝所打算

給我的每項恩賜——不論⼤⼩、不論是⾁體上的還是靈性上的——以及我整個⼀⽣中無論

甚麼時候所要做的⼀切善事，都是上帝在我還在⺟腹裡的時候就已經預定了，就是在我還

不會思想、不會有願望、不會做任何善事，只是個未成型的胚胎的時候。因此，這恩賜是

純粹出於上帝的預定與憐恤之恩，在我還沒有出⽣就已經臨到了我。⽽在我出⽣以後，祂

⼜擔待了滿載著數不盡的可怕惡⾏與罪愆的我。再者，為著能在我⾝上越發顯明祂浩瀚無

量的憐憫，祂還單單出於恩典，赦免了我⼤不能更⼤、數之無可數的罪愆。祂甚且將何等

豐厚的恩典沛然賜給我，淹沒了我，就是使我不但認識祂在基督裡給予我們的恩賜，還也

要我將之傳給別⼈。」像這樣，就是⼀切世⼈所配得、所賺得的，特別是那些曾經努⼒在

糞⼟般的、屬⼈的義上下⼯夫的老糊塗。」 

 

【應用】⾺丁路德在《加拉太書講義》講到他⾃⼰歸正的經歷：「我曾經藉著修道⽣活，

天天將基督釘⼗字架，也藉著那時候所⼀直持定的謬妄信⼼褻瀆了上帝。外表上我不像別

⼈勒索、不義、姦淫（路⼗八11）；反之，我守貞、順服、守貧。再者，我也放下了今⽣

的思慮，完全投⾝於禁食、守夜、祈禱、唸誦彌撒、等等。然⽽在表⾯的聖潔與信靠之

下，我卻同時滋養著對上帝不⽌息的不信、懷疑、恐懼、憎恨、褻瀆。我所具有的義只不

過是個糞坑，是最讓魔⿁愜意稱⼼的國度。因為撒但喜愛這樣的聖⼈，將這些毀壞⾃⼰⾝

⼼、把上帝所賜的⼀切恩福從⾃⼰坑取剝奪的⼈當作⼼肝寶⾙。說到這樣的⼈，就在他們

表現出各樣聖善⾏為的同時，在他們裡⾯握持無上⼤權的卻是邪惡、瞎眼、懷疑、對上帝

的藐視、對福⾳的無知、對聖禮的褻慢、對基督的褻瀆與踐踏、以及對上帝⼀切恩福的輕

侮。簡⾔之，這樣的聖⼈是撒但的囚奴。因此他們不能不照撒但的⼼意來思想、說話、⾏

事，雖然外表上看起來他們在善⾏上、在嚴謹的⽣活上，都遠勝別⼈。」認識⾃⼰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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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表⾯的信⼼之下的真相，是真正重⽣得救的⼈，真正因信稱義⼈，在成聖的過程中

必然的經歷。認識⾃⼰本性是聖靈的恩典和⼤能，是純正福⾳的果效。 

 

1c-信愛的回應：救恩產生的全人更新和變化。「²Ö ?@«�¼¬8,c&¼K®¯::

8h����ÿ3.ú`°ú。」 

 

【講解】這裡講到三件事：主的恩典，保羅結出聖靈的果⼦信和愛。恩典grace，信⼼

faith，愛⼼love=agape。律法的⽬的就是愛，律法的總結就是愛。保羅說明他的信⼼和

愛⼼是出於基督格外豐盛的恩典，不是靠他遵⾏神的律法⽽產⽣的，⽽是純正福⾳在他⽣

活經歷中產⽣的全⼈的更新和變化的⾒證。福⾳成全了律法，基督的救恩成全了律法。 

 

Yarbrough「這是福⾳恩典的標誌，它不僅潔淨，⽽且賦予保羅⼀種以『信和愛』為總結

的豐滿。 『在基督耶穌裡』可能指向『基督在神對信徒的⼯作中扮演的中保⾓⾊』，更

具體地說，是指信徒獲得這種恩典的狀態或條件（因信稱義）。 這種信⼼和愛⼼是基督

形成的，與虛假教義形成對比的，就像假教師（對律法）所提出的解釋。 」 

 

羅⾺書5:20「¬� ��ï¼K±c:J²³qñí´¼�hµÿqñ:&¶Pôqñ

�q」  

 

【例證】保羅在這裡指出福⾳的⼤能，不僅能夠潔淨我們的⼼，⽽且在他裡⾯產⽣豐盛的

恩典：信⼼和愛⼼，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和愛⼼。「在基督裡」是指基督的⼯作，把神的

救恩施⾏在稱義的⼈⾝上，使⼈產出信⼼和愛⼼。這種信⼼和愛⼼是基督(純正健全福⾳

教義)所形成的，與虛假教義形成對比，像 

 

信⼼和愛⼼是成聖過程中結出的聖靈的果⼦；信⼼和愛⼼是救恩所產⽣的全⼈的更新和變

化。 

 

【應用】在⾺丁路德清楚明⽩純正的福⾳之前，雖然他已經重⽣得救了，他的內⼼還沒有

被潔淨，他的良⼼是虧⽋的，他的信⼼是充滿懷疑的，他無法從裡⾯結出聖靈的果⼦。他

在修道院遵⾏羅⾺天主教⼀切外在的敬虔，但是內⼼卻是「同時滋養著對上帝不⽌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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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懷疑、恐懼、憎恨、褻瀆。我所具有的義只不過是個糞坑，是最讓魔⿁愜意稱⼼的國

度」。我們知道，後來，他在羅⾺書中發現了保羅傳講教導的純正福⾳教義(羅5-8)。就

是因信稱義的福⾳教義，使得⾺丁路德產⽣了信⼼和愛⼼。他和懷孕的妻⼦在⼤家逃離瘟

疫的時候，開放⾃⼰的家照顧⽣病的⼈。這是我們的榜樣，不僅是是學習⾺丁路德的道德

⾏為，⽽是要學習神如何帶領⾺丁路德認識明⽩純正的福⾳教義。⾺丁路德就是因為明⽩

了純正福⾳的教義⽽帶來⽣命更新的變化。 

 

今天許多的教會幾乎已經失去了純正健全的福⾳教義。許多⼈因為誤解了「⼀次得救永遠

得救」（因信稱義的福⾳教義）。就完全棄絕了單單因信稱義的福⾳真理。⽽把成聖的福

⾳真理，不是變成外表⾏為上的宗教敬虔，表⾯道德⾏為的福⾳，聖經中的⼈物，單單成

為我們道德⾏為的榜樣，⽽不明⽩基督的救恩如何施⾏在我們⾝上。 

 

1-呼召與差遣：蒙召完全出於基督權柄能⼒。 

2-歸正的經歷：救恩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 

3-信愛的回應：救恩產⽣的全⼈更新和變化。 

 

純正的福音教義：基督在⼗字架上已經完全成就了我們的救恩，祂賜給我們⼀個新的⽣命

（對基督和基督⼯作的認識），這個新的⽣命是永遠不會失去的。神已經宣告我們是義

的，基督的義已經透過新⽣命產⽣的信⼼歸算給我們了。這不僅是⼀個已經發⽣的事實，

⽽且是⼀個應許，我們在⾒主⾯的時候必定會是聖潔的。神藉著基督作為中保，透過聖靈

會所成就在我們⾝上的。我們稱為稱義 (justification)，這是因信稱義的純正福⾳教義。 

 

同時，真正因信稱義的⼈，也不會⼀直停留在罪中，新⽣命是在純正福⾳教義的澆灌下，

漸漸成長的，新⽣命是在純正福⾳教義的餵養下，漸漸長⼤的。當聖靈使我們明⽩理解認

識基督和基督的⼯作使，福⾳的浩⼤能⼒，就在我們裡⾯產⽣光照的果效，使我們越來越

認識⾃⼰本性中的罪（像保羅、⾺丁路德⼀樣），福⾳浩⼤的能⼒會使我們越來越有能

⼒，治死⾝體的惡⾏（舌頭），從內⼼的思想、意念、情感上漸漸除去了污穢，不斷地在

失敗的時候悔改認罪，不斷地在認識神的知識上長進，不斷地與罪爭戰。這是稱義的信⼼

產⽣的果效，我們成為成聖sanctification。這是因信稱義的純正福⾳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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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旦得救，永遠得救」（once saved, always saved）的意思。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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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救恩的說明 
2a-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要拯救冒犯律法的人。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這話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在罪⼈中我是個

罪魁。 

2b-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了要彰顯基督的忍耐。 

16 然⽽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上顯明他⼀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

永⽣的⼈作榜樣。 

 

3-對救主的頌讚。 

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永世的君王、獨⼀的神，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