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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論課題救恩論課題--罪的事實罪的事實

我們從現代的神學家或者是作家，或者是牧者的看法開始講起。

在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其實宗教家或者是神學家，

講究的是多元路線 或者是包容的路線 包含的路線講究的是多元路線，或者是包容的路線，包含的路線。

這個世代流行的是宗教對話，流行的是宗教比較，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

你不要去排擠別人，每一個宗教都有它的價值，在多元的社會裡面，你不要去排擠別人 每 個宗教都有它的價值 在多元的社會裡面

你要談唯一性，這個是不切實際的。所以各個宗教都應該教導人從自我中心

轉為以神為中心，每一個宗教都有他們的上帝，每一個宗教都在講神的愛，

基督教 是唯 宗教 所以有 些比較自由派的神學家所以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宗教。所以有一些比較自由派的神學家，

就開始有一點典範轉移了，他們由過去的排他性、唯一性，

以基督為中心漸漸地轉成以神為中心，所有宗教的神都可以納進來。以基督為中心漸漸地轉成以神為中心 所有宗教的神都可以納進來

這個跟我們基督教所談論的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很不一樣的；

聖經有講「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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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救恩論主要討論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為什麼人類需要救恩？第 個議題：為什麼人類需要救恩？

答案是：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有罪才需要救恩；

這是羅馬書第一到第三章的主題。

第二個議題：那麼人怎麼得救？

答案是：因信稱義；這是羅馬書四到六章的主題。

我們就從罪先開始談起，罪的定義。我們就從罪先開始談起，罪的定義。

聖經所講的罪，跟中國文化所講的罪是很不一樣的，我們跟人家傳福音的時候、

提到罪的時候，可能我們的聽眾或者是聽我們傳福音的人都不自在，提到罪的時候 可能我們的聽眾或者是聽我們傳福音的人都不自在

就是覺得我又沒有犯罪，你幹嘛說我是罪人。但是如果不切入罪的話，大概

很難切入福音，因為如果沒有罪的話，為什麼需要救恩呢？不需要談救恩。

我們從聖經歸納出罪至少有五個含義。我在講這五個含義、五個定義的時候，

請各位也想一想，中國的文化層面，我們的傳統裡面，有沒有罪的這五個意思。

如果有的話 會不會比較能夠會通

3

如果有的話，會不會比較能夠會通，

如果沒有的話，怎麼樣幫助聽福音的人能夠舒服一點，或者是他們比較理解。

一、沒有射中目標，射箭的時候射歪了、沒有射到中心點，你沒有達到上帝的標準。

上帝的標準如果是 100 分，你考 99 分仍然是罪，99 999 還是罪。上帝的標準如果是 100 分，你考 99 分仍然是罪，99.999 還是罪。

羅三23「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上帝的榮耀就好像滿月一樣，

缺了一點就是罪。天主教的思高聖經，把三23 翻譯作

「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榮光。」上帝的標準是完全的，

但是有誰是完全的呢？既然沒有人能夠達到神的標準，所以人人都是罪人。

二 聖經所啟示的罪 中心思想就是「不信上帝 有誰 生下來就認識上帝呢？二、聖經所啟示的罪，中心思想就是「不信上帝」。有誰一生下來就認識上帝呢？

沒有嘛，當然沒有，連牧師的兒子一生下來不信上帝啊，

神學家生的兒子還是要經過聽福音、信福音的生長過程，神學家生的兒子還是要經過聽福音 信福音的生長過程

所以不信上帝就是罪，意思就是說人人都是罪。

亞當夏娃因為不信上帝的警告，不信上帝的命令，他們寧願相信蛇的引誘，

蛇的試探「上帝豈是真說⋯」還說「你們不一定死」，

撒旦會用一些似是而非，很靠近我們的說法來挑撥離間神跟人的關係。

亞當夏娃因為不相信神寧願相信蛇，成為一切罪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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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夏娃因為不相信神寧願相信蛇，成為 切罪的來源。

所以罪的主要內涵就是不信上帝，所以人人都是罪人。



三、原罪，這個是最難講的，也是最重要的，

這是很震撼人心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有人把它稱為罪性。這是很震撼人心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有人把它稱為罪性。

一般的文化，所有的宗教，包括哲學家像亞里斯多德

這些希臘的哲學家，他們都認為做好事是好人，做壞事才是壞人，

所以他們是先看你的行為表現，再來定你的地位，你的身分；

但是聖經是逆向操作：聖經是先替你定位，然後再來看你的表現。

因為我們是罪人 所以我們才會犯罪；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是義人因為我們是罪人，所以我們才會犯罪；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是義人，

是重生得救的義人，所以我們才會行屬靈的善事。

把原罪講得最清楚的是羅馬書，五12，我在救恩論裡面會不斷地討論這一節，把原罪講得最清楚的是羅馬書，五12，我在救恩論裡面會不斷地討論這 節，

因位這一節可以對付很多的異端。

五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接著才說「因為眾人都犯了罪。」因為我們有罪性，所以我們才會犯罪，

先講因為你是罪人，所以你才會犯罪，先看你的定位，再來看你的表現，

犯罪的結果就是死亡，罪的工價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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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結果就是死亡，罪的工價就是死，

這個就是神學家所說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罪性 sinful nature。

聖經把罪性講得很生動，原罪是你看不到的，它不會寫在你臉上說「我是罪人」，

可是它是控制我們行惡的一股力量，讓你不能不去行惡的力量，明知不應該去做，可是它是控制我們行惡的一股力量，讓你不能不去行惡的力量，明知不應該去做，

可是你依然去做；是一股你沒有辦法勝過的力量，或者是權勢。

近代的神學家給罪下了一些定義，我覺得很好，也許更清楚地點出那個癥結，

這個是古典的系統神學家，我介紹兩位他們的說法：

一位是伯可夫 Berkhof，什麼叫原罪？原罪就是人與生俱來的，

生下來就有了「人與生俱來 罪的腐敗或者是墮落生下來就有了「人與生俱來，罪的腐敗或者是墮落。」

另外一位也是上個世紀的系統神學家 Charles Hodge，
他說原罪就是「我們整個本質敗壞的情況」。」

人類整體，整個本質敗壞的情況。

英國有一位有名的神學家、歷史學家 Lord Acton，他說：「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越聰明的人，犯罪的伎倆就越高明。」

「道德感越強烈的人」，就是那個越完美主義的人，越有道德潔癖的人，

「越感受到向下沈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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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感受到向下沈淪的力量」，

就像馬丁路德一樣，隨時覺得有認不清的罪。

Lord Acton 說：「基督教的原罪理論，使基督徒更小心提防那無所不在的罪惡。」

就空間來說，罪性是無所不在；就時間來說，罪性一生跟著你，隨時可以冒出來，就空間來說，罪性是無所不在；就時間來說，罪性 生跟著你，隨時可以冒出來，

它是在我們裡面蠢蠢欲動，無所不在，而且蠢蠢欲動，都講得非常地生動。

人類的第一宗謀殺案，哥哥該隱殺掉弟弟亞伯，兩個人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了，掉 兩個 就打 了

哥哥失手把弟弟亞伯殺死了，上帝就故意問哥哥該隱說：你弟弟在哪裡？

該隱就說我豈是看管我弟弟的。上帝就跟哥哥說：「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

變 臉色 你若行得好 豈 蒙悅納 你若行得 好 罪就伏在門前變了臉色呢？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

罪好像一頭野獸，它伏在你們家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

聖經在這裡講得很生動，創四 罪就像一頭野獸，它就蹲在你們家門口隨時伺機聖經在這裡講得很生動 創四 罪就像 頭野獸 它就蹲在你們家門口隨時伺機

要吞吃你，可是你要制伏它，你要對付它。創四6-7 用到兩個動詞戀慕跟制伏，

這個是在創三，上帝用來咒詛人類的兩個動詞：

女人要「戀慕」男人，男人要「管轄」女人，一模一樣的動詞。

罪就是像女人戀慕男人一樣，一生要纏住我們，我們卻要想辦法

擺脫它，甩開它，這個就是罪性了，控制我們去行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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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它，甩開它，這個就是罪性了，控制我們去行惡，

就像使徒保羅所說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罪性最好的定義就是不能不犯罪，這個我太有感受了：我小時候受到罪性的轄制，

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那時候真是身不由己 說謊面不改色、偷錢是家常便飯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那時候真是身不由己，說謊面不改色、偷錢是家常便飯，

我在家裡面是最難管教的孩子，我上面是哥哥，下面是弟弟，可是爸爸發現

最難管教的是這位女孩子，不知道挨過多少鞭子打。爸爸不但打我，

打完我以後還要我寫悔過書，寫完悔過書，爸爸還要我蓋我的手印，

下一次再做錯事再偷錢，被抓到了，再毒打一頓，然後把上一次寫的悔過書

拿出來念給爸爸聽 再立 個新的悔過書 我蓋到 個地步 自己心裡很荒涼拿出來念給爸爸聽，再立一個新的悔過書。我蓋到一個地步，自己心裡很荒涼，

因為我知道這一份悔過書絕對不是最後一份，我還要蓋不知道多少手印，

很荒涼，就是知道我明明不應該去做，可是我為什麼去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很荒涼 就是知道我明明不應該去做 可是我為什麼去做 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就是你不能不犯罪，它是一股控制我們去行惡的力量。

表面上我看起來這麼斯文，這麼清秀的女孩子，誰知道是這麼難管教的壞人。

保羅把罪性人格化，把它擬人化，保羅把罪講得好像是一個人，

羅七11「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保羅把罪擬人化 把它講的好像是兇手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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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把罪擬人化，把它講的好像是兇手一樣，

會殺掉我們，罪一生跟著我們。



我是大學的時候信主，一信主完以後，從前那一些壞習慣，突然之間從我的身上

消失得一乾二淨，而且變成家裡面最誠實的人。我的學生還跟我說，消失得 乾二淨，而且變成家裡面最誠實的人。我的學生還跟我說，

如果看到蔡老師臉色不對，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以前這麼會掩飾、

這麼會說謊的人，現在就是紙包不住火。但是這個幽暗，一生還是跟著我們，

我們一生要倚靠恩典，多多地倚靠聖靈，就能夠制伏它，我們要努力擺脫它。

我有一位學生，是教會的傳道人，有一次玩造句游戲，就是把系統神學、基要信仰

編進那個游戲裡面 就由他來造句 他說 罪好像 空格 總是 空格編進那個游戲裡面，就由他來造句，他說：罪好像、空格，總是、空格，

最後是一個驚嘆號，真討厭！就讓少高團契的小朋友去玩，他們很有創意性…
「罪好像身上的灰塵，總是抖之不盡，真討厭！」罪好像身上的灰塵 總是抖之不盡 真討厭！」

「罪好像皮鞋下的口香糖，不小心踩到口香糖，總是擺脫不了，

你怎麼樣用都扒不下來，真討厭！」我也有我自己版本的答案：

「罪好像是染頭髮，染個沒完沒了，春風吹又生，真討厭！」罪一輩子纏著你，

就好像喝咖啡，會上癮，就好像玩電動玩手機，那個上癮行為，總是纏住你、

套牢你，讓你很難擺脫，真討厭！好的，讓各位從這些生活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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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牢你，讓你很難擺脫，真討厭！好的，讓各位從這些生活例證，

去體會原罪、罪性的可怕性，它的無所不在，蠢蠢欲動。

四、內心不潔就是罪，這個主要是根據耶穌登山寶訓的含義。

耶穌教導人若是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就犯了淫亂的罪。你不用真的跟女人上床，耶穌教導人若是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就犯了淫亂的罪 你不用真的跟女人上床，

不用真的有行動，你只要心裡有不好、不乾淨的念頭，你就已經犯了那個罪。

登山寶訓又說你恨你的弟兄，你不肯原諒你的姐妹，如果你心裡懷怨，

那你等於已經犯了殺人的罪，你不用真的拿著刀捅人一刀，你心中如果有那個

不好的念頭，你已經犯了殺人的罪，這個是超高標準，遠遠超過摩西律法的標準。

耶穌的登山寶訓 如果你要真的按照字面去執行的話 大概沒有 個人能夠完全做到耶穌的登山寶訓，如果你要真的按照字面去執行的話，大概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做到，

所以登山寶訓主要的用意，也是讓我們看見沒有一個人是能達到神的標準，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除了耶穌以外沒有完人，沒有完美的人，沒有 個人是完全的 除了耶穌以外沒有完人 沒有完美的人

也就是說只有耶穌才能夠達到上帝的標準。

內心不潔就是罪，這在當時耶穌的聽眾聽來是相當振聾啟聵的啟示。

羅一29「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

滿心是嫉妒、凶殺、爭競、詭詐、毒恨。」我想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不是太陌生，

我們從小不用人教就會嫉妒，我們也會爭競，任何一個團體裡面都有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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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不用人教就會嫉妒，我們也會爭競，任何 個團體裡面都有爭競

內心不潔就是罪，你不用真的有外表行為表現，只要內心不潔淨就是罪。

五、中國文化或是一般文化裡面最常有的含義，就是罪行，

惡 為表現出來的惡行，不好的行為。

有一首福音詩歌說「我沒有罪，沒有罪，殺人放火我不會。

偶爾說謊溜了嘴，啊，天下烏鴉一般黑。」偶爾說謊溜了嘴，啊，天下烏鴉 般黑 」

這個歌詞就反映出一般人對罪的定義，

就是殺人放火這外表的行為，

你要作奸犯科犯了國家的律法才是罪。

聖經也有提到這些表現出來的行為，罪行或者是惡行，聖經也有提到這些表現出來的行為 罪行或者是惡行

羅一30-31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

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可見對世界人來說、對信徒來說，

這些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是罪的一個最普遍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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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是罪的 個最普遍的定義。

神學家給聖經中罪的定義做了一個結論，我自己最喜歡的兩個神學家的結論：

一位是初代教會領袖奧古斯丁，「罪就是使人背轉向上帝，面對世界。」我們本來位是初代教會領袖奧古斯丁， 罪就是使人背轉向上帝，面對世界。」我們本來

跟神之間有美好的團契，有美好的關係，但是罪使人背轉向神然後面對世界。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給罪的定義非常貼切：罪使人扭曲，

罪使人漸漸以自我為中心，所以其實結果還是背對著上帝。

自我為中心就是人把上帝趕下了寶座，人自己要坐上寶座，

人要以自己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人要以自己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

創世記為什麼上帝不要人吃那一棵分別善惡的樹呢？分別善惡有什麼不好呢？

那是因為上帝已經給人命令了，伊甸園裡的亞當夏娃已經有了上帝的話語，那是因為上帝已經給人命令了 伊甸園裡的亞當夏娃已經有了上帝的話語

已經有了神的旨意，他們知道怎麼樣過生活，

上帝的話語，上帝的誡命，是他們倫理道德的標準判準，但是人選擇了背叛上帝。

亞當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就神學意義來說就是人要以自己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

人不要上帝，人不屑以神作為標準，這就是罪的由來。

罪的第二個定義是不相信上帝，所以罪它不僅是消極的缺乏上帝原先的罪的第二個定義是不相信上帝，所以罪它不僅是消極的缺乏上帝原先的

良善、公義與聖潔，而且是積極地做惡。



我等一下會講，罪不是什麼，它應該是什麼。首先它不是哲學性的問題，

奧古斯丁年輕的時候是一個有名的哲學家，他喜歡用哲學的方式來解釋罪：奧古斯丁年輕的時候是 個有名的哲學家 他喜歡用哲學的方式來解釋罪：

上帝是純粹的存有 pure being；罪是相反的，罪就是不存在，罪是 none being。
上帝是 pure being，罪就是非純有、不純有、不存在就是罪。

上帝是完全的良善，那缺乏良善就是罪，以此類推。

上帝是完美的，美善的事是由神而來，所以不好的事情上帝不會創造。

所以醜惡就是缺乏美麗；疾病就是缺少健康；謊言就是缺少誠實 以此類推所以醜惡就是缺乏美麗；疾病就是缺少健康；謊言就是缺少誠實，以此類推。

凡是負面的表現、行為，都可以說是缺乏上帝正面的良善、聖潔、公義等等。

但是哲學性的方式，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細菌有的是好的細菌，但是哲學性的方式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細菌有的是好的細菌

就是我們知道有益生菌，但是病毒一定是負面的，Virose，病毒一定是破壞力的。

所以哲學性的定義，只能夠暫時解決表象的問題。如果你去追問，亞當在伊甸園

蛇為什麼會犯罪呢？就說那隻蛇來引誘。蛇從哪裡來呢？上帝不會創造邪惡的蛇吧。

說蛇可能是從天使，墮落的天使而來。天使從哪裡來呢？為什麼墮落呢？驕傲。

驕傲從哪裡來？你最後還是要面對說那個負面的東西從哪裡來，驕傲從哪裡來？你最後還是要面對說那個負面的東西從哪裡來，

上帝只創造美善的東西、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不好的東西上帝不會創造。

罪的源頭是沒有答案，到如今兩千年的教會歷史裡面還是沒有神學家可以提出答案，

所以我把它歸在是奧秘，但是聖經講得清楚的定義，我們有責任來教導。所以我把它歸在是奧秘，但是聖經講得清楚的定義，我們有責任來教導

罪不是哲學的問題，也不是教育性的問題，一般的文化人士，或者是中國人，

喜歡用教育的方式來解釋。中國人喜歡孟母三遷的歷史來作為教育的根據，

小孩子你給他好的環境，給他好的榜樣，他就會學好；你給他不好的環境，

不好的榜樣，他就學壞，所以孟子的媽媽必須要三次搬遷，最後搬到學校旁邊，

孟子才會自動地讀書。但是聖經所說的罪不是教育性的問題，其實我們都知道孟子才會自動地讀書。但是聖經所說的罪不是教育性的問題，其實我們都知道

教育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但有時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的犯罪伎倆就越高明，

所以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聖經所說的罪，既不是哲學性，也不是教育性，

也不是倫理性，也不是心理學的問題，聖經所說的罪，根本是神學性的問題。

神學性的問題就是它是關乎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是關乎人類救恩的問題，

請大家牢牢地鎖定這 點 我以下所談論任何有關於救恩論的議題請大家牢牢地鎖定這一點，我以下所談論任何有關於救恩論的議題，

你都要鎖定在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關乎人類救恩的問題。

亞當夏娃犯罪的最大結果，最可怕的結果就是人不再尋找神，亞當夏娃犯罪的最 結果 最可怕的結果就是 不再尋找神

人不再渴慕救恩，這是救恩論第一個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就是罪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