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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

以弗所書 4:32

作者：蓋瑞&琳達·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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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86:5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
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經文告訴我們， 神是良善，樂意饒恕人，且有豐盛的

慈愛，賜給凡求告祂的人。

在本次學習中，我們會先從聖經中，看當今“恩典時代”，

神如何饒恕人；然後，再看在“過去時代”， 神如何饒恕

人。

以弗所書３:２ 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將關
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基督為我們的罪死

羅馬書４:２５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
哥林多前書１５:３ ．．．．．．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
哥林多後書５:２１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 神的義。
加拉太書 １:４ ．．．．．．為我們的罪舍己，
以賽亞書５３:１ 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

人能做的就是信

羅馬書３:２２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
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基督把自己獻上為祭，是為了所有的人，為了全人類。

不過只有人信了祂，基督的祭才能算在相信之人身上。

以弗所書２:８，９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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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１:２１ 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
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一個人聽了福音：

哥林多前書１５:３,４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
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並相信了這條福音資訊，他就會立即得着 神的饒恕，

成為基督成就的救贖之工的受益人。

所有的罪都得赦

歌羅西書２:１３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
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
活過來。

從這節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條重要事實：

·聖徒已得着赦免（過去時）

·赦免的是一切過犯

我們信基督的那一刻， 神就赦免了我們，饒恕了我們。

人只要信了，就再也不用為再得救恩求“饒恕”。

基督獻上的祭，讓我們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沒有留

下一樣罪不能得赦免。

以弗所書１:７我們借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
以赦免，乃是照祂恩典的豐富。

神告訴現在（現在時）我們所有的過犯，都得到了赦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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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恩典得赦免

我們得赦免，是照着祂豐富的恩典。

“照着”這個詞告訴了我們事情發生的方式， 神赦免

我們，是照着“祂恩典的豐富”。

神的“恩典”和“祂恩典的豐富”，在基督的寶血裏

才能找到——是這寶血向 神、為我們的罪，付上了完全且

徹底的贖價。正是因為這恩典的豐富，信徒已經得了赦免。

羅馬書５:２０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
罪在哪里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罪在哪里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不論罪有多深， 神

恩典的豐富總是更多。保羅告訴我們，恩典總是多於罪孽；

而且不是多一點點，是“多出很多”。信徒應該在 神恩典

的豐富中，有十足的信心——相信自己已經徹徹底底得着了

完全地救贖。

在基督裏得赦免

以弗所書４:３２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
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這節經文用的是過去時態：“饒恕了”——你已經得着

了饒恕——因為你得着了饒恕，所以你應該以恩慈待人，存

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神因為基督饒恕，因着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基督因為愛，自己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忍受了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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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楚，為每一個罪人付上了完全贖價。是基督——客西馬尼

園向父禱告的時候，揮血如雨下；是基督——願意為我們的

罪，獻上自己的生命為贖價；是基督——為滿足聖潔 神的

公義，成為了罪，被父 神所棄絕。

十字架上成就的工，為罪已經付上了完全的贖價，基督

已經完成了救贖之工。祂在十字架上得勝，順利完成救贖之

工時說：“這事成了”。

神讓我們靠着信心，來到祂面前——只要信，祂就會

拯救我們，饒恕我們一切的罪。基督作為“贖罪祭”， 神

已經得着了完全地滿足，祂接受了基督在加略山上的受苦之

工。罪人應該認可 神藉着自己兒子做成的工，靠着信心相

信基督一次且永遠、為人所有的罪付上了贖價。

一次最好的交易

哥林多後書５:２１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 神的義。

這是人能經歷到的最好交易。基督替我們成為罪，讓我

們在祂裏面，只要憑着信就可以成為義。信徒得着了完全的

饒恕和完全的公義。

赦罪已經洗去了所有的不義，人一次洗去不義，就永遠

稱義。一個信徒得着救恩的那一刻，他就得着了赦免並得以

稱義了。

在 神恩典時代，赦罪不取決於罪人做了什麼——獻

祭、懊悔或認罪，不過是恩典成就後的事件而已。我們得救

的那一刻，罪就得着了赦免。基督耶穌為你擔當了罪，“饒



6

恕了你”。饒恕不是我們自己做事、懇求或說“對不起”的

果子，它是信心的果子。 神因為基督，饒恕了那些因着 神

兒子信了福音的人。

保羅沒有讓信徒（連“建議”也沒有）向主承認自己的

罪行。保羅所講的是，因着基督和基督所成就的工，人就可

以得完全赦免。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流了寶血，付上了贖價。

我們的罪債已經完全被還清。基督說，“這事成了”！救贖之

工已經成就了。

有人要是想通過認罪或受苦，去成就自己的救恩，他需

要明白並相信，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往基督成

就的完美之工上增添什麼，其實就是低看基督為救贖而死的

功效。

加拉太書１:４ 基督照我們父 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
舍己.

保羅所傳的“救贖”

·歌羅西書 １:１４ 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
得以赦免。

·歌羅西書 ２:１３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
犯．．．．．．

·歌羅西書 ３:１３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饒恕人。

·以弗所書 １:７ ．．．．．．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
祂恩典的豐富。

·以弗所書 ４:３２ 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



7

一樣。
·哥林多後書 ５:２１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

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 神的義。
·使徒行傳１３:３８，３９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

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

保羅講到， 神已經完成了救贖之工。我們的罪已經得

着了赦免，這是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信徒在 神面前，罪

過已經得着赦免了。

受洗歸入基督的死

你相信福音的時候， 神看你受洗歸入了基督的死。

羅馬書６:３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是受洗歸入祂的死嗎？

羅馬書６:６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
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 奴僕。

加拉太書２:２０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
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己。

神看信徒都歸入了基督的死。因為信徒歸入了基督的

死，基督寶血的功效，可以運用到罪人身上。人的每一項罪，

都在基督寶血裏，得清洗得潔淨了。

恩典時代的使徒保羅

保羅論到 神的赦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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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項 神已經完成的恩典之工；

·已經完成，且信徒永遠不會失去；

·完完全全地洗淨了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罪，並且

保羅解釋了 神如何給信徒預備如此奇妙全備的救贖：

·因為基督為我們的罪死

·因為血

·是按着祂恩典的豐富

·因着基督的緣故

·因為基督為我們成為了罪

 我們得以成聖

 我們在基督裏得着了 神的義

想要明白赦罪的道，我們需要去找保羅，因為主託付了

保羅，讓他把“恩典時代”啟示出來。正是在保羅的書信裏，

我們可以看到“基督裏測不透的豐富”。 神把關於豐富的

道理啟示給了保羅，為的是讓萬人知道都知曉。

歌羅西書１:２５－２６ 我照 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
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這道理
就是曆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

以弗所書３:８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
祂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以弗所書３:１－３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
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 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
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
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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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時代——摩西的律法

在過去的時代，饒恕需要遵循摩西的律法。現在的許多

信徒還是回到“過去摩西律法的時代”，去尋找赦罪的道，

這是錯誤的。

摩西的律法這樣寫道：

·利未記５:１０ 他要照例獻第二只為燔祭。至
於他所犯的罪，祭司要為他贖了，他必蒙赦免。

·利未記１６:２１兩手按在羊頭上，承認以色列
人諸般的罪孽過犯，就是他們一切的罪愆，把這罪都歸
在羊的頭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曠野去。

·歷代志下７:１４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
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我必睜眼看，
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但以理書９:２０ 我說話，禱告，承認我的罪
和本國之民以色列的罪，為我 神的聖山，在耶和華我
神面前懇求。
律法時代，需要通過獻祭、認罪，並且還需要通過祭司

職任等，人的罪才能得着赦免。在那個時代，不承認自己的

罪，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詩篇６６:１８ 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利未記１７:１０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

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吃什麼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
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

 馬太福音６:１５ 你們不饒恕人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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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律法時代，赦罪是有條件的，這取決於猶太人對律法的

順服程度。遵從律法，罪才能得着赦免；沒有遵從律法，罪

就不得赦免。

律法的功用

律法可以提醒猶太人的良心，使他們歸向主，去尋求饒

恕，這確實是律法的目的。

羅馬書３:２０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
能在 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律法管轄之下的猶太人，他們的赦罪計畫，實際上只是

“短期有效”，他們需要不斷地認罪和獻祭。

神借着律法給猶太人一個定罪的律，為的是讓他們有

一個“有罪的良心”，這正是律法的功用。定罪後，人該認

罪並獻祭，然後才得 神的赦免。

希伯來書１０:１－３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
本物的真像，總不能借着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來
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嗎？因
為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但這些
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
除罪。

猶太人會時刻記念自己的罪（罪的良心），因為動物的

血斷不能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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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音書——過去的時代

四福音中談到的饒恕，也是照着摩西的律法。

羅馬書１５:８ 我說，基督是為 神真理作了受割禮
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

基督在地上事工，針對的是猶太人——祂是受割禮人的

執事，就是猶太人。

加拉太書４:４ 及至時候滿足， 神就差遣祂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主在地上整個事工階段，律法都有功效。

馬太福音１５:２４ 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
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迷失的羊是以色列人。祂被差遣，是要到以色列人那裏

去。四個福音書都在講，主在地上的事工，是祂按照律法到

迷失的羊——以色列那裏去。

這段時間受摩西律法的管轄，人的罪得赦，也是照着摩

西的律法。

馬太福音２３:１－３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
論，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們所吩
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這是基督在教導以色列人，去遵行摩西的律法，但不是

在教導你我去遵守。四福音書是在講 神對祂屬地的子民，



12

以色列人的計畫。

四福音書中的饒恕

把四福音書中的真理，拿來運用到我們恩典時代，這就

是羅馬天主教的錯誤。

約翰福音２０:２３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
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我們需要在正確時代背景下，去理解這段話。基督期待

天國的來臨，給門徒們赦罪和留罪的權柄。以色列拒絕了自

己的王， 神就推遲了天國計畫和相關應許。

很多人會錯誤地使用馬太福音第６章的赦罪資訊。這也
是寫給“期待天國來臨的以色列人”的一段資訊——寫給以

色列，不是寫給活在現在恩典時代的人。

馬太福音６:１４－１５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
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
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在饒恕的問題上，保羅的教導是，我們要饒恕，因為基

督饒恕了我們。在恩典時代，我們已經得着了全然饒恕。

釘在了十字架上

律法從 神在西奈山上頒佈給摩西，就一直掌權，直到

保羅把“律法已釘在了十字架”上的道理發明出來。十字架

廢掉了律法，但 神在啟示給保羅之前，並沒有讓人知道這

道理。

歌羅西書２:１４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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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羅馬書１０:４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祂的都

得着義。
因着十字架， 神表明“律法並其有條件的救恩計畫”

已經過去。基督的血，撤去了有礙我們的字據——律法。
通過保羅， 神宣佈律法統治的時代已經結束，恩典時

代已經開始。
羅馬書５:２１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借着

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恩典時代，是 神的恩典掌權，而不是律法掌權。

羅馬書６:１４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
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羅馬書３:２１,２２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
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
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保羅用“但如今”這三個字表明，事情有所改變：“現

今”恩典時代，與“過去”律法之下行事方式是不同的。我

們要想把屬於這個時代的“赦免”理解清楚，需要明白這種

從“過去”到“現在”的改變。

使徒行傳１３:３８,３９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
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
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

這裏保羅說，我們通過基督傳“赦罪的道”，在一切事

上就都得稱義了。律法不能讓人在一切事上都得以稱義。



14

恩典的工作

恩典時代， 神在信徒良心裏持續提醒，祂已經成就了

大工，祂的兒子用死為我們完全了救贖。信徒的良心，不會

再把自己帶到 神面前，去求更多赦免，而是因着 神成就

的工，會獻上自己的感恩和讚美。

信徒不應該再有一個罪的良心，去求 神赦免自己。我

們讀希伯來書１０:１，２知道，這是屬於律法時代的。

赦罪的果子

在各個時代，饒恕都會結出果子。

馬太福音９:２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
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一個人相信自己的罪得着了赦免，一定會滿心喜樂。

恩典的道理發明出來，絕不是徒然，而是要給我們的心

帶來喜樂和歡悅。

羅馬書１５:１３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借着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

現今恩典時代的信徒，應該被喜樂和歡悅充滿。

保羅這樣回答那些高抬罪的人：

羅馬書６:１,２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顯多嗎？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
在罪中活着呢？

信徒輕看主成就的救贖之功，這絕不是 神的旨意。“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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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可”是 神回答那些因着恩典，故意犯罪的人。

保羅在得救之前，是個宗教領袖，且極力抵擋 神和信

神的以色列人。他迫害 神的教會，保羅說自己在罪人之中

是個罪魁。

提摩太前書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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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明白自己已經得着了完全且徹底的赦免，這使他釋

放，把他從定罪、痛苦的重擔，和罪的自責中釋放出來，去

服事主耶穌基督。

腓立比書３:１３,１４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着
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我們在孩子夏令營中唱過一首歌，歌詞是這樣寫的：

釋放，釋放，釋放

我罪已經得釋放

靈魂得自由，心裏有歌唱

埋葬在最深海洋

這堪比至美無比寶藏

我要用永生去頌揚

讚美讚美！我罪得釋放！

保羅知道基督的寶血，已經洗清了“一切罪”，這“贖

價”徹徹底底地把他從“罪的權勢”中釋放出來，讓他後來

熱心服事的是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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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我們已經完全得赦免和拯救，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去擊敗罪的權勢。信徒需要這樣的力量。

哥林多前書１５:１０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
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與我同在。

腓立比書１:２１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
處。

保羅在得救之後，攻克己身為的是能夠多多服事基督。

他經歷過諸多患難與迫害，並時時冒着喪失一切的危險。

神預備的赦罪之恩，就是可以釋放信徒，進而激勵信徒去過

一個榮耀 神的得勝生命。

保羅對信徒犯罪的教導

先看詩篇中一節經文：

詩篇１１９:１１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
你。

這是 神對信徒過得勝生活的應許和保守。

保羅教導恩典時代的信徒，要遵行羅馬書６:１１－１
３中所說的：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

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

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

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 神。

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

信徒犯罪，唯一的解決途徑就是“信”。去相信聖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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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舊人的教導。舊我已經死了！已經被埋葬了！把這些話

當成 神的話。明白這些與“舊人”相關、大有榮耀的道理，

可以帶人在罪面前誇勝。在這場與舊人交戰的戰爭中，基督

已經得勝，使我們可以和祂一同得兒子的名分。信徒在“舊

人”死的道理上，信服 神；同樣，信徒也要看自己是“與

神同活”。把眼定睛在“與 神同活”上！信徒是復活得着

“新生命”了。

這些道理大有功效，可以讓信徒遠離罪，脫離罪。可是，

請注意這裏一個小詞，是整個句子的關鍵：羅馬書６:１２
中的“不要”說明是信徒在明白真理後的一種主觀意願。只

有信徒深深地被加略山十字架上，“基督愛之浩大”所折服，

他／她才會願意把肢體獻上，作為 神義的器皿。

羅馬書 12:1, 2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

我們若靠着聖靈的能力，明白了恩典道理的奇妙，就會

願意去行討 神喜悅的事。

腓立比書２:１３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
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信徒若靠着信心信了羅馬書第６章，並讓基督的愛鼓舞
激勵自己去為祂而活，他就能做到“惡，要厭惡；善，要親

近”。



18

不可偏離左右

神在舊約命令以色列人，堅守祂的道，不可偏離左右。

申命記５:３２ 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們 神所吩
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

過去以色列人怎麼知道 神給他們什麼命令？答案是：

他們從 神差遣來、為 神代言的人那裏聽到 神的命令。

以色列人知道 神差遣了摩西，所以他們應該聽從摩西！以

色列人遵守了摩西，就是順服 神；偏離“左右”摩西的律

法，就是離棄 神。

耶穌在約翰福音１３:２０中說到，“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

待那差遣我的。”

神差遣摩西到以色列人那裏去，以色列人卻拒絕聽他

——以色列人“偏離了左右”。以色列人的悖逆，使這個民

族最終把主釘在了十字架， 神最終把以色列人置之一旁。

就像 神派遣摩西給以色列人， 神也派遣保羅給外邦

人。

羅馬書１１:１３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
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敬重原文作榮耀）。

現在很多教會沒有認識到，保羅是 神賜給外邦人的使

徒，去遵行的反而是律法，和基督在地上向以色列事工時的

教導（四福音書）。造成這種混亂，不是因為教會棄絕了 神

的話，而是教會沒有明確保羅書信，對自己意味着什麼。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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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讓人混亂的 神。

教會偏離了保羅的教導，去遵行別的教導，也是“偏離

左右”。教會把律法和恩典混淆起來，已經到了看不到 神

要在當今時代彰顯榮耀的地步。

教會偏向“左”會去遵行律法；然而，律法是 神賜給

祂揀選的子民——以色列民，直到四福音書結束。教會偏向

“右”去遵行希伯來書到啟示錄的教導；然而，我們從加拉
太書２:６－９中可以看出，雅各、彼得和約翰是去給受割
禮之人傳福音。

提摩太后書２:１５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保羅教導我們要“正確分解”或按着正意“分開”真理

的道。把律法和恩典分別開來！如果把兩者混為一談，這會

阻礙信徒，在明白自己的罪已經全然得赦後，得着的大喜樂

和大平安。

作為基督身體的教會， 神把給我們的教導放在了保羅

的書信中。

提摩太后書１:１３ 你從我【保羅】聽的那純正話語
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着。

提摩太后書２:７ 我【保羅】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
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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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４:３２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
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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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子通過如下地址獲得：

恩典港灣教會

2822 Briarwood Drive E

Arlington Hts., IL 60005

847-640-8422
如果您想獲得有用資料，請登錄網站：

www.grace-harbor-church.org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

恕，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http://www.grace-harbor-chu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