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论，又称为救恩论，所有宗教都知道人类需要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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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救论
2. 神人合作论
3. 炼狱说
不是圣经的启示
 天主教在改教后做了很多的改变，
天主教在改教后做了很多的改变
到如今还不肯放弃炼狱的说法


4 普救论，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得救，
4.
普救论 有 天所有的人都会得救


2. 神人合作论，多数的宗教是第二种，
一方面靠自己的善行、功德、修行
 另方面期待有神明的救援


补赎论，
种补 ；
3. 补赎论，死后的一种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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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归纳各种拯救论，五种最有代表性
总归纳各种拯救论
五种最有代表性 —
1. 自救论，靠自己的善行、修行、本事，来救自己

基督徒先得救，但神是那么的博爱，
其他宗教所有的人类 陆续通通会得救
其他宗教所有的人类，陆续通通会得救
 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
5. 基督的救赎，圣经所应许唯一的道路 —
基督的救恩 基督的代赎
基督的救恩、基督的代赎

又称炼狱说，强调耶稣基督虽然已经
救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刑罚、沉沦，
但并没有免去我们暂时的刑罚 — 就是炼狱，
 基督徒在信耶稣得救后，还有没有亏欠、有没有罪？
信主之后还可能犯罪，炼狱就是一个暂时刑罚的地方
 亏欠越多、就要炼狱就要待越久，
亏欠越多 就要炼狱就要待越久
等到炼狱、暂时的刑罚完毕，才能够进入乐园

何谓救恩论或救赎论…
1 救恩：比较广义的说
1.
救恩 比较广义的说 — 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
有人掉在危险的洞里，你努力把他救出来，
你对他就是有救命之恩
是有 命
2. 救赎：就比较伟大了 —
通常付了很高的赎价、赎金、代价
3. 代赎：更伟大了 —
 代替我们死，好让我们可以得救
 基督的代赎，基督代替人类接受罪的刑罚，
 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了担当世人的罪
 付上极高的代价 — 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个代赎就是代替我们受死的刑罚

4. 基督的代赎在旧约的预表…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 (创三15)
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重伤，但第三天
从 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胜过了蛇的陷害、蛇的诡计
害
诡计


上帝做皮衣给亚当跟夏娃穿 (创三21)，上帝杀羊、剥皮，

代赎的必要性 —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一、为什么不靠自己的善行得救？
1. 行善只是当尽的义务，上帝造人本来就是良善的
路十七9-10 仆人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需要谢谢他吗？

这样，当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
这样，当你们做完了
切所吩咐的，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预表耶稣基督就是这只替亚当、夏娃死的羔羊


献祭制度
献祭制度︰这么多的祭物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祭物 预表
替我们受伤、为我们被杀，
替我们的罪接受了死的刑罚…
 当向上帝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时，
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得到洁净了
旧约的人虽然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
但因信献祭、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信靠上帝，
但因信献祭、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信靠上帝
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洁净、得到救赎


3. 人的善是不完全的、有亏缺的，甚至还包含邪恶的成份。
赛六四6a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当人离开上帝犯罪堕落以后，各方面都被玷污了…
当人离开上帝犯罪堕落以后
各方面都被玷污了
人间最美好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完善的吗？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是父母讲的，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 这是父母讲的
 孩子的不对，很多是从父母传下来的
 父母都有偏心，有可能伤害孩子
父母都有偏心 有可能伤害孩子


爱情起初异性相吸，最常见的爱冷却了，
更严重的就是移情别恋、背叛自己的配偶
跟其他人比较可能觉得我们的爱心还不错，
跟上帝的期待来比较，其实有玷污、有亏缺，
所
所以一切的善也都不完全了。
切的善 都不完 了。

这不是叫我们不要行善，是说没办法靠善来救赎自己。

世界因为太堕落了，行善就被当做很伟大的功劳、功德，
世界因为太堕落了
行善就被当做很伟大的功劳 功德
看见有人在困难中伸出援手，是人类正常的表现
2 善是值得称赞、肯定的，行善对人对己都大有好处
2.
善是值得称赞 肯定的 行善对人对己都大有好处
徒二十35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传福音时常得到一个回应 — 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我们所反对的是以善补恶、而不是行善，
我们所反对的是以善补恶 而不是行善
我们劝人为善，但不认为为善就可以弥补罪恶


4. 怎么办呢？人的罪恶是要认罪悔改、得到赦免、洁净，
而不是以善补恶，
而不是以善补恶
 衣服脏了，是把它洗干净…，不是拿漂亮的布遮盖一下
 这就是一般宗教的想法
是 般宗教
法 — 以善补恶，
以善补恶
实际上需要的不是遮盖、是洁净
5. 我们一切弥补、功德、善行，
累积到一个程度、就量变产生了质变，
有限的功德突然变成无限美好的结果，
就让我们进入天堂、永远得救了？
得
 我们传统的文化跟信仰就是这样子 —
儒家、道家、佛家，靠自己
儒家、道家、佛家，靠自己…
 我们凭什么说有限的善行就产生无限美好的后果，
这叫肉身成道，靠自己的肉身、有限的功德，
却妄想产生无限美好的效果

圣经倒过来讲道成肉身 —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人间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成为肉身来到人间
 无限者来到所造的有限界，成为一个桥梁，
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到无限者
我 借着
到
者—
上帝那里去，这条路才是畅通的
我有一次在书房门口听到一个凄栗的叫声，
有一只蝉快速的飞过、一只麻雀在追它，
忽然那个叫声没有了，蝉突然往上冲、
麻雀往前冲，找不到蝉了，蝉往上冲得救了！
麻雀
冲，
蝉 ，蝉
冲得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 原来得救的路是在上方，
人一直要靠自己的方法，到处找得救的道路
人一直要靠自己的方法
到处找得救的道路
让自己可以进入无限的境界，这是不通的
 真正通的办法是上帝道成肉身成为桥梁，
真正通的办法是上帝道成肉身成为桥梁
借着他可以到无限者那里去，这才是好办法


3. 基督的代赎是唯一能够兼顾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办法，
 按他的公义 —
罗六23 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二17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来九22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该受死的刑罚，
若 流血 就 得赦免 人该受死的刑罚
流血是旧约的献祭，预表耶稣为我们流血、死亡。
 神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不能漠视罪恶、
不能随便一笔勾销、必须惩处罪恶
 人既然犯了罪，就该接受罪的刑罚，
就是死亡、永远沉沦


然而按照上帝的慈爱，他不愿意人们都走向灭亡，
所以安排耶稣基督，用人的身分、代替人受罪的刑罚
所
安排耶稣基督，用 的身分、代替人受罪的刑罚
 这样做并不违背神的公义，人必须
向神悔改、信耶稣、也就是接受耶稣，
才能够得到基督代死的果效


为什么基督的代赎才是唯一的办法？
1. 上帝其实没有救人的义务、也可以不救人
来二16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来二

当上帝决定要救人的时候，
基督十字架的代赎 就变成无可避免唯 的途径
基督十字架的代赎，就变成无可避免唯一的途径
2. 如果上帝有比较轻松的办法，他为什么不用呢？
太廿六36-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哀求，非常忧伤、痛苦的要死，

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的人性面对十字架这么大的苦难，也会害怕的，
 如果有别的办法，上帝为什么不听爱子的祈求呢？
 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公义 — 罪的工价乃是死，
按照神的公义罪要受死的刑罚，
耶稣的死就变成没有办法避免、唯一的一条路了

代赎的效果 — 复和，恢复和好 reconciliation，复和的过程…
1. 我们因为犯罪，与神的关系原来是敌对的、人逃避神，
我 因 犯罪 与神的关 原来是敌对的 人逃避神
创三7-8 人犯罪以后，就躲在树丛里面、在逃避神。
诗九十9、约三36 神在生人的气、神的愤怒临到人。
2. 人是不会自动回转的，神因为主动的爱，
预备了和解的方法 — 耶稣的死和复活，
罗五6-8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
所订的日期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林后五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弗二8-9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石头搬开、小虫不会自动的来靠近光…
 是神所赐 — 神的圣灵感动、光照，才看见自
神的圣灵感动、光照，才看见自己的败坏，
的 坏，
看见神的爱，才会这样子来信、来接受耶稣基督


3. 圣灵的感动光照，我们才会回转来归向神。
林前二14a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弗二1 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的灵性 掉了
我们的灵性死掉了，死人是不会自动回转的，
人是不会自动回转的
是圣灵在某些人心里动工，让属灵的悟性活过来，
我们才懂得向神悔改、接受耶稣

5. 当我们受到这种感动、光照的时候，
就看见自己的罪恶跟亏欠 也看见耶稣十字架的爱
就看见自己的罪恶跟亏欠、也看见耶稣十字架的爱，
 就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归正了
 神也就免去了对我们的愤怒和刑罚
神
免去
我
愤怒 刑罚
息怒，上帝本来很生气、现在息怒了
罗三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4. 圣灵借着耶稣的死，来感动我们放下敌意。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西一21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基督为我死」这种觉悟不是人自己的聪明可以明白的
「基督为我死」这种觉悟不是人自己的聪明可以明白的，
我们怎么觉悟到、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好的结果 —
信
信了耶稣、与神和好？
稣
林前二3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

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这是圣灵进一步的感动

耶稣为我们流血，替我们还了我们还不起的债，
罗五9 靠着他的血称义，就免去神的忿怒。
就是复和的过程。
我在美国参加聚会，一首诗歌 — 复和 song of reconciliation，
 特别黑人跟白人在美国南方曾经有很深敌对的关系…
特别黑人跟白人在美国南方曾经有很深敌对的关系
 耶稣使我们复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

复和的结果

2. 从罪恶中得释放，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
如果 靠耶稣 都是在罪的辖制 控制 捆绑之
如果不靠耶稣，都是在罪的辖制、控制、捆绑之下，
当我们心里顺从了神这个救恩之道，
我们就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就成为义的奴仆
我们就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就成为义的奴仆…

1. 在律法上得了释放，
律法就是法律，
按照神的法律我们应该被判死刑…
罗八1 4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罗八1-4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神已经看我们是一个义人
义人 — 这就是称义，
称义
我们被宣判没有罪了！



人本来是软弱无力的，
人本来是软弱无力的
 知道要行善，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知道作恶不好，又偏偏去作恶，这是一种捆绑
知道作恶不好 又偏偏去作恶 这是 种捆绑



义的奴仆并不是一种捆绑，而是
信主以后感恩图报，甘愿做主耶稣的奴仆 —
 接受义的要求，甘愿的、乐意的、
顺服神公义的要求
 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他的律法里面，
是心甘情愿的遵守

3.消极，免于神的愤怒；积极，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接纳我们了，我们可以随时来亲近他！
来十19-20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耶稣钉十字架后，幔子裂开了，
耶稣钉十字架后
幔子裂开了
表示可以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蒙恩惠、
得怜恤 做随时的帮助 — 以马内利！
得怜恤、做随时的帮助
半夜最高领导的孩子，可不可以叫爸爸倒一杯水？
我们信耶稣以后，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神的儿女，
时亲
、来到
前，
可以随时亲近他、来到他面前，
这是多么宝贵、属灵的特权，就是基督代赎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