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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 

救恩論：第三課 

單元一：悔改（Repentance） 

一、序言 

我们看完归正以后，我们必须要谈归正下面的几个部分，就是悔改與信心。 

1. 信心與悔改 

我们要谈到悔改是歸正的消极面，谈到信心是归正的积极面。所以我们要对归正下面的两

个小题，来作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时候我們来谈什麼叫作悔改？在我们教会的布道信息里

面，很少听到布道家教导弟兄姐妹，教导不信的人，他们需要悔改。我們很少听到悔改的

信息，很多信息是围绕着爱，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很少的信息是围绕着你们必须要悔

改。可以说，这是现在教会里面非常缺乏的教导；教导罪人需要来悔改，需要转离罪，转

向神。 

 

2. 歸正消極的層面 

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了解就是，信心与悔改的关系。信心是转向神，悔改是

转离罪。因此归正的消极面是悔改，归正的积极面是信心。 

 

二、聖經的教導 

那到底什麼是悔改？悔改《圣经》上给我们很丰富的教导。＂悔改＂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

里面，都用两个字来表达悔改的意义。在希伯来文用两个字来说明什麼是＂悔改＂。一個

字是比較外在的的改变，方向的调整，方向的扭转；这是用希伯来文字＂shubh＂来表达

的。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字＂nacham＂，这个字比较用於内在的改变，内部的更新，内在

的调整。同样希腊文也用两个字來表达什麼是悔改，一叫＂mentanoia＂，这个字比较是

指内在心思的改变。＂mentanoia＂這個字如同＂nacham＂那個字，表達内在的改变。

同樣的，希臘文还有一个字＂epistrepho＂，這個字類似于希伯來文的那個字＂

shubh＂，來表达外在方向生命的调整，生命的改变。我們看到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同時各

有两个字，來解釋悔改的意义。 

 

这时候我们必须来看几個例子，我们先来看希伯来文這字＂shubh＂，在舊約裡面是怎麼

被用來講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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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文 

旧约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例子，列王纪上八章三十五节那里所教导的。列王纪上第八章三十

五节所用是希伯来文＂shubh＂那字，描绘的是外在的调整、外在方向的改变。第八章三

十五节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懲罰他們，使天閉塞不下雨，他們若向此處禱告，承認

你的名，離開他們的罪，」，这里的＂离开＂原文就是用那个字＂shubh＂，方向要调

整，他要调整他的方向，他要离开走另外一个方向；这里比较強調＂shubh＂外在的改

变。不但这样，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在约伯记三十六章十节，也是用＂shubh＂

這个字表达悔改：「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这个

「离开罪孽转回」，也是希伯来文字＂shubh＂表达生命外在的调整及改变。再看一个例

子，應該讓我們對＂shubh＂有足夠的了解。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先知留下这样的

教导，告诉我们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

华说的，」，这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转离＂過犯這個字，就是那個字＂

shubh＂，指外在方向的转变。 

 

不但有這個字＂shubh＂，同时看到有另外一個字＂nacham＂表達悔改。＂nacham＂比

較是指内心的，内在的，比较深沉的改变。；因此在旧约里面用这个字來表达悔改。其实

《圣经》告诉我们，悔改不只是外在的，同時也是内在的。创世记六章六到七节，我们对

这经文的背景都很清楚，上下文很清楚談到神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六章六節：「耶和华就

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字后悔＂nacham＂，後面中文的聖經說：「心中忧

伤」，很明顯突显内心的事实；我們看到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

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这个字＂后悔＂，就是那個字＂nacham＂。 

 

另外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二节，也是那個字＂nacham＂表达内在的改变。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的背景、上下文也是大家所熟悉的。這些以色列人等摩西上山，摩西多日没下

来，他们等得不耐烦，就在那里製造金牛犊来跪拜。请大家看一下有一段经文，特别是三

十二章的十二节：「为什麼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

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 (＂shubh＂)，不发你的烈怒，后悔 (＂

nacham＂)，不降祸与你的百姓。」，这里用那個字＂后悔 (nacham)＂表示那內心、內

在的那種改變。同樣第十四節，摩西再次求告神，不要毁灭这些硬着颈项的以色列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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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後悔 nacham＂，所以

这又是一个例子。 

 

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六节也是另外一个例子，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六節也很清楚地，用那

个字＂nacham＂来表达：「耶和華見他百姓毫無能力，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沒有剩

下，就必為他們伸冤，為他的僕人後悔。」，＂后悔＂很明显又是另外一个字来表达悔改

的意义。 

 

2. 希臘文 

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两个希腊文字，來表达什麼叫作悔改。有个字叫 

＂mentanoia＂。＂mentanoia＂这个字在拉丁文里面；我们知道拉丁文聖經叫《武加大

译本（Vulgate）》，耶柔米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是早期的教父耶柔米（Jerome, 

AD347～420 年）所翻譯的。這拉丁文的《圣经》是从希腊文翻譯的。当耶柔米在翻譯＂

mentanoia＂这個希腊文字時，他用拉丁文那個字＂Penance＂，＂补赎＂這字来表达希

臘文的＂悔改 mentanoia＂。一但這字这样的一翻譯後，整个教导，整个神学的教导，就

很大的改变。在罗马教会裏就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补赎＂的观念，什麼叫 

＂补赎＂的观念呢？特别是在中古世纪时期，他们又弄出一个复杂的认罪悔改、补赎的系

统。在罗马教会里面，一个人犯罪，不但犯罪需要认罪，必需要向神父＂告解＂。向神

父＂告解＂以后，他必须要来＂补赎; do penance＂，什麼叫”do Penance;  補贖＂？他

必须要去补回；他犯了罪要补償。比如说怎麼补呢？神父说：你要去念玫瑰经，念一百次

或念三百次。或是你要做什麼好事来补赎，或是你要去朝圣来补赎。所以这是在整个罗马

教会，與我们新教的教导非常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这裏所用的字＂mentanoia＂不是补赎的觀念，不是做 Penance 補償的

观念，不是你认罪以后，还要去补什麼，不是。这里所讲的＂mentanoia＂是指心思内在

的改变。那個字＂noia＂，原文那個字＂noia＂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mind＂，这

个＂mind 心思＂需要改变。因此马太福音三章八节，就用这个字来表达悔改：「你们要

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中文加上「的心」，这里讲的是内在的事实，与悔改

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

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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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也是用這一个字＂mentanoia＂，十八节这样说：「眾人聽

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

得生命了。"」，这个悔改得生命，這字＂悔改＂就是＂mentanoia＂，,指内在的改變，

可以得生命的改變。接着我们可以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也是用這个字 

＂mentanoia＂表达悔改的真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這裏看到那个「悔改的心」，很明显讲到内在，「可以明白

真道。」，好，这是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 

 

如同希伯来字有两个字来讲悔改一樣, 希臘文的悔改還有一個字就是＂epistrepho＂， 

＂epistrepho＂如同＂shubh＂那個字表达外在的改变。使徒行传十五章三节：「于是教

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这个＂归

主＂，＂epistrepho＂，讲到外在的改变。还有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

归服神的外邦人。」，＂归服＂，在原文里面是＂epistrepho＂這个字。我们再看另外一

个例子；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那裏用＂epistrepho＂來表达什麼叫作悔改：「你们从

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个＂归到＂比较是方向的调

整，方向的扭转。 

 

三、悔改與救恩 

我们从《圣经》这幾个字，来了解什麼是悔改。也看到《圣经》上旧约與新约的例子。接

着我们必须来谈悔改與救恩。我們在談＂救恩論＂，到底悔改與救恩的关系是什麼？我們

的確看到悔改與救恩的关系是密切的，在《聖經》裡面看到悔改是救恩的首要，因此在我

们的救恩信息里面，我们必须要强调悔改的需要。所以我們没有其它的选择，我们必须要

谈悔改。 

 

1. 救恩之首要 

过去我有一个学生是从韩国来的。韩国人在中文的神学院裏读書很辛苦。在读神学的时

候，他们必须要考进神学院，考神学院時必须要用中文來短講，他考了三次才考进神学

院。他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向我说，他发现到台湾的教会很少谈悔改，很多布道信息

里面很少谈悔改。我就愣住了，一想的确很對，他讲的蛮对的，韩国教会比较多谈悔改，

在我们中国教会，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传道人不重视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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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可選擇 

《圣经》里我們看到，悔改在我们救恩里面是必须要谈的，是首要的，是不可选择的，它

也是我们福音的要素；所以这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部分。 

 

3. 福音之基本要素 

在新约里面，悔改應該是我们基督徒福音信心的核心。 

 

1) 施洗約翰的講道 

施洗约翰在他讲道里，他也讲到要悔改。 

 

2) 耶穌的講道 

基督耶稣在他的讲道里，天国的宣扬里，也谈到悔改的需要。特别是马太福音四章的十七

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的信息裡，

耶稣的宣讲里，他都很大胆地提到说，你们应当要悔改。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也讲

到悔改的需要。基督耶稣不但在他的事奉里谈到要悔改，他被钉在十架上，然后复活，复

活以后，他升天前，对门徒们也交待要传悔改的信息。特别記載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

七、四十八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

是这些事的见证。」，这里我們看到，耶稣升天前，他最后嘱咐这些门徒们，他們要从耶

路撒冷起传悔改、赦罪的道。因此在我们的福音宣扬里面，不能把这一块《圣经》上的教

导给遗漏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例子，特别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这里上下文的

背景是，保罗在雅典與当地希腊的哲学家來做对话，這個是護教學的基礎，很多時候就回

到這個經文，好像保羅在這裡作護教；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第十七章的三十节：「世人蒙

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

改，这是早期教会的事实。因此从这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悔改與我们的服事，與我们的

信息，是息息相关的；我們应当传悔改的信息。 

 

四、悔改與世俗的憂愁 

接着我们需要来进一步来谈悔改在《圣经》是保罗的教导，保罗的教导谈到两种的悔改，

一个是合乎神心意的悔改，一个是世俗的悔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的教导，这里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很多时候在教导里面，我们可能没有把悔改的信息，向弟兄姐妹作很



6 

 

清楚的说明。这里保罗说，有些的悔改只是表面的，不是真的，他没有一個委身要离开他

的罪，他没有对他的罪有真正的忏悔，真正的懊悔，因此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

徒，我們会觉得他们是没有真正生命的改变。 

 

屬神的憂愁與世俗的憂愁 

我们来看几节经文，特别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

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里看到悔改

导致於得生命，我们要注意这節经文怎麼教导。哥林多后书七章九到十一节；这幾節经文

里，保罗自己就这样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

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这里提到，「依着神的

意思忧愁」，十節：「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保罗这样

说，「以致得救」，所以这里提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保羅說一种合乎神的意思的忧

愁，真正的悔改，会「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这里讲的很清楚，

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十一節：「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

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

的。」，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教导。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

心，可以明白真道。」，不但悔改可以得生命，保罗对此要说，真的悔改可以导致「明白

真道」。 

 

接着我们再把这些经文来了解一下，《圣经》上談到好像有一种悔改是人的意思，又好像

是依著神的意旨来忧愁，来悔改。新约的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我們從十八节来讀，

了解富有的官来找耶稣。從这里一番的对话，看到有一种所谓＂表面的悔改＂， 

＂表面的忧愁＂。我们看这经文怎麼教导我们：有一個官問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

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

孝敬父母。'＂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这个富裕的官，他非常遵守律

法，「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当孝敬父母等等」，他都做了。「耶穌聽見了，就說："

你還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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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見這話，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這裏提到這富有的官，他听耶稣说你要把

一切的变卖後來跟随他，他就忧愁，他就离开；他没有办法接受。他遵守了各条诫命。耶

稣对他说，你要再作一件事情，要跟从我，他就忧愁。这裏的忧愁，是不是保罗所说的人

的意思的忧愁？这是世俗的忧愁，不是属神的忧愁，不是那真正的悔改。 

 

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节。我们还是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节读到三节。这里的上下我

想大家也很清楚，犹大的堕落，犹大摧毁他的生命：「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

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

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犹大他也后悔，他好像也有忧愁，他也愿意悔改，「把

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这里犹大

不但后悔，他也知道，他出卖耶稣，他这样做是有罪的。「他们说："那與我們有甚麼相

干？你自己承當吧！"  犹大就把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这个人的悔改，如同保

罗说的，是世俗的忧愁，以致于死，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属神的忧愁，讓人导致得生

命，或者是明白真道。 

 

所以从这些经文，《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在谈悔改的时候，要很清楚。我们在讲福音的

时候要很清楚，是不是有人的悔改，是那种打折扣的，是那种表面的，是世俗的忧愁；不

是那真正的忧愁，不是那属神的忧愁。所以他們可能在救恩的外面，没有真正的进来，因

為他们还是没有转离他们的罪。我們看到犹大的例子，他也后悔，他也知道他错了，犯罪

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悔改不是真正的。他若是真正悔改，應該是得生命，而不是出去吊

死。 

  

五、廉價的恩典（輕易相信主義）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悔改有两种，一种是属神意思的忧愁，一种是世俗的忧愁。谈到这里的

时候，我们必须進一步的谈到＂廉价的恩典＂。廉价恩典這观念與传一种没有悔改的福音

是有关系的。廉价恩典的观念，是来自于一位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他一本《追随基督》的书里面提到廉价的恩典。潘霍华

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就被绞刑吊死，他是德国一位年轻有为的神学家。当时在纳粹的时代里

面，他看到德国的教会越来越纳粹化。因此他就與其他的牧师出来，离开当时的德国教

会，成立一个德国当时的＂告白教会＂，或＂Confessing Church（或譯作“認信教



8 

 

會＂）＂。他在当时＂告白教会＂里面，他呼吁教会要回到真正的福音，回到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面前。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主，也不是德国的救星，神才是。因此他看到这些德国的

信徒们，这些路德宗的信徒们，（潘霍华是路德宗的学者，从路德宗的教会出来的一位神

学家），他就谈到这些信徒们，他們有恩典，但是他们把这些恩典当作是「廉价的恩

典」。廉价的恩典本身也是一種＂容易相信主義＂，＂輕易相信主義＂ 

 

1. 昂貴的恩典 

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但绝对是昂贵的。当我们在我们的福音信息里面，缺少

了要求弟兄姐妹作门徒，缺少了要求弟兄姐妹跟随主耶稣基督，缺少了这样一个悔改的信

息，這樣可能我们所传的不是昂贵恩典的信息，乃是一种廉价恩典的信息。 

 

允许我在这里读一段潘霍华所写的《追随基督》，那本书前面的一段，谈到什麼是＂廉价

恩典＂，什麼叫作＂重价的恩典＂，在他这本书的第一章，谈到重价恩典與廉价恩典比

较，他說：廉价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廉价恩典是我们教会的敌人），我们今天正

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教會是为重价恩典来奋斗）。廉价恩典就是在市场上所贩卖的恩

典，（很廉价，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如同我們现在在很多的市场上，所看到的那种低价

抛售的东西），尤如廉价商场所叫卖的货品一样，（把恩典当作商场所拍卖的很便宜的货

品）。他说：廉价恩典就是＂将恩典作为一种教义，一种原则，一种制度。它只宣讲罪得

赦免为一般的真理，上帝的爱被作为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他讲的很清楚，讲的很直

接。是不是廉價的恩典只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一种概念而已，一种教义，把上帝的爱当作

一种概念而已，真正的與上帝没有生命的关系。人们以为只要在头脑上同意那种概念，就

可以獲得赦罪。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的问题，他们接受基督教是因他们觉得基督教很有道

理，基督教是可以接受的，是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一个宗教。在头脑上同意这些概念，我

同意耶稣基督可以是救主，同意他爱世人，我同意他可以作为救主；但是我没有真正的生

命的改变，生命的悔改。他又说：廉价恩典是指不用罪人称义，而罪得了赦免。廉價恩典

所讲是罪人不需要称义，他只要接受神的爱就好了，不需要稱義。 

 

潘霍华在后面又提到什麼是廉价恩典，廉价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需要悔改，他

说是没有教会管教的洗礼。教会的门都开得很大，大家都进来受洗。不用认罪的圣餐；很

多教会的圣餐是一个月一次的那種，很平凡的，就好象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看到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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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宣誓。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他提醒。廉價的恩

典是不付作门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实价的恩典，廉價的恩典没有实价，也是没有道成肉

身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 

 

2. 免費但不廉價的恩典 

接著他就谈到什麼叫作＂重价的恩典＂。他說＂重价的恩典＂是埋在地下的宝贝，人为这

宝贝的缘故，就欢欢喜喜地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它是重价的珍珠。是商人愿意卖去他一切

货物来购买。是基督执政王权的统治。是人为了這個缘故，情愿挖出叫他跌倒的眼睛，为

了要得到这个重价的恩典，他愿意把他眼睛挖出来。他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是门徒为此甘

弃以往而跟从他。这些是他所寫的话，是六十年前寫的，直到今天還是非常地贴切。 

 

3. 要求我們追求聖潔的恩典 

重价的恩典是必須再三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用手叩的门，这样的恩典

是贵重的，潘霍华说，因为它呼召我们来跟从，并且它是恩典，因为它呼召我们来跟从耶

稣基督。它是重价的，因为它使人付上生命为代价，它是恩典，因为它赐给人唯一的真生

命。我刚跟大家分享一小段，潘霍华的那本书裏关于廉价的恩典。 

 

4. 要求我們背起十架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忘

记了，《圣经》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重要的一個要求；罪人必须要悔改，要离开罪，

转向神。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們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主，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

了，十架上也包括钉子。很多時後我们的十架是有十架，但卻没有钉子，但是基督耶稣的

十架是有钉子的。很多人把十架当作装饰品，與我们的生命毫无感觉，毫无意义。所以这

里我们必须看到，其实跟随耶稣真的是要跟随他直到死。 

 

路加福音有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

一下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一句话，非常地有意思，我们

来了解一下，这经文本身谈到有罪的女人来膏抹耶稣。我想我需要读一点这经文的上下

文，来了解一下，这里基督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什麼意思。进一步地了解，到底这里與悔改

什麼关系？與廉价恩典有什麼关系？三十六節这里提到：「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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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裡去坐席。那城裡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

家裡坐席，就拿著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就

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这个女子，这是很肉麻，她

在那里哭，在那里用头发揉耶穌的脚，亲耶稣的脚。我们从来没看过哪一位姊妹亲教会牧

师的腳，用膏揉他的腳。没有看過。这样做的话，我們早就把这位女人赶出去了。这里看

到，三十九節说：「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裡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

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這裡法利賽人很清楚的表達，很典型的。今

天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今天的教會，我想會有很多人扮演法利賽人的角色。 

 

 

四十節：「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 西門說："夫子，請說。"  耶穌

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

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这个例子很有

意思，耶稣提醒西门哪一个更感恩呢？看这里的四十三节：「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

得恩免的人。"  耶穌說：＂你斷的不錯。"」，所以看到很明显的，是那五十两银子的

人。耶稣说，你不需要还，一定会有更多的恩典，四十四節：「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

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濕

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地用嘴親我的

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

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特別請大家注意。四十七節這

裡所说的：「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

愛就少。」，如同他對西门所用的那个比喻。是不是今天我們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不是

我們很多时候，没有经验到，不懂的神的恩典，没有经验到神的恩典。因此看到我们如同

耶稣说的那个教导，他说，「她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一个经验到罪赦

免的，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是不是他对神的跟随，对神的爱会更多呢？那經驗少的，真的

不了解悔改的，没有属神心意的忧愁的人，是不是他的爱就少？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思

想，甚至于小心避免我们传的福音，不是那个廉价的福音，那个廉价恩典的福音。所传的

福音说，当神改变我们時，神要求我们，更紧地，更新地来跟随他，这是关于悔改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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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悔改有哪兩個要素呢？ 

2. 為什麼悔改是救恩的首要？既然悔改並沒有「補償」的意義，哪什麼才是真正的悔

改？ 

3. 什麼是「廉價的恩典」？既然我們的救恩是白白得來，那為什麼救恩卻是昂貴的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