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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A. 管理神的創造 
人是神特別的創造  (創 2:7)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A. 管理神的創造 
人是神特別的創造  (創 2:7) 
幫助神管理祂創造的世界  (創 1:28) 
上帝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
治理它；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

各樣活動的生物。」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A. 管理神的創造 
人是神特別的創造  (創 2:7) 
幫助神管理祂創造的世界  (創 1:28) 
何等榮耀, 權利與福份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B. 享受與神的關係 
伊甸園安樂的生活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B. 享受與神的關係 
伊甸園安樂的生活 
學習與神同行 (創 3:8)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B. 享受與神的關係 
伊甸園安樂的生活 
學習與神同行 (創 3:8) 
將來得生命樹的果子作奬賞  (啟 22:1-
3)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B. 享受與神的關係 
 1天使又讓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
亮如水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
來， 2 經過城內街道的中央；在河的
兩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的果子，每
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
民之用。 3 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在
城裏將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
人都要事奉他.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C. 彰顯神的榮美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C. 彰顯神的榮美 
人是照著神的形象而被造 (創 1:26-27) 
26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
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天
空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
一切爬行動物。」 27 上帝就照著他的形像
創造人，照著上帝的形像創造他們；他創造
了他們，有男有女。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C. 彰顯神的榮美 
人是照著神的形象而被造 (創 1:26-27) 
因此人散播在地上也就散播神的形象 

 
  



(一)人在神的創造中原本的
計劃 
 C. 彰顯神的榮美 
人是照著神的形象而被造 (創 1:26-27) 
因此人散播在地上也就散播將神的形
象 
人可以靠著神所𧶽𧶽的智慧管理神的創
造而彰顯神的榮美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A.人類的代表受撒但的試探而犯
罪墮落 (創 3:1-7)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A.人類的代表受撒但的試探而犯
罪墮落 (創 3:1-7) 
亞當不單是人類的始祖, 也是人類的
代表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A.人類的代表受撒但的試探而犯
罪墮落 (創 3:1-7) 
亞當不單是人類的始祖, 也是人類的
代表 
他的失敗引至人類的失敗 
因犯罪受神的審判被驅逐出樂園  (創 
3:22-24)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B. 罪和死進入世界 
罪從一人進入世界  (羅 5:12a) 
罪在地上伸延  (創 4:8, 4:23-24, 6:5-6; 
耶 17:9; 羅 3:9-18) 



羅 3:9-18 

 9 ...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在罪惡之下。  
 10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11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上帝的。  
 12人人偏離正路，一同走向敗壞。沒有行善的，連
一個也沒有。  
 13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的舌頭玩弄詭詐。
他們的嘴唇裏有毒蛇的毒液， 14 滿口是咒罵苦毒。  
 15 他們的腳為殺人流血飛跑；  
 16 他們的路留下毀壞和災難。 17和平的路，他們
不認識； 18 他們眼中不怕上帝。」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B. 罪和死進入世界 
罪從一人進入世界  (羅 5:12a) 
罪在地上伸延  (創 4:8, 4:23-24, 6:5-6; 
耶 17:9; 羅 3:9-18) 
死是犯罪的刑罰  (創 2:17; 羅 6:23a)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B. 罪和死進入世界 
罪從一人進入世界  (羅 5:12a) 
罪在地上伸延  (創 4:8, 4:23-24, 6:5-6; 
耶 17:9; 羅 3:9-18) 
死是犯罪的刑罰  (創 2:17; 羅 6:23a) 
死臨到眾人  (羅 3:23, 5:12)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B. 罪和死進入世界 
罪從一人進入世界  (羅 5:12a) 
罪在地上伸延  (創 4:8, 4:23-24, 6:5-6; 耶 
17:9; 羅 3:9-18) 
死是犯罪的刑罰  (創 2:17; 羅 6:23a) 
死臨到眾人  (羅 3:23, 5:12) 
眾人在罪中的生活  (弗 2:1-3) 



 弗 2:1-3 

 1 從前，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罪惡而
死了。 2 那時，你們在過犯罪惡中生
活，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
者的領袖，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心中
運行的邪靈。 3 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
他們當中，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
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別人一樣，
生來就是該受懲罰的人。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C.人類需要拯救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C.人類需要拯救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使我們與神恢復和好的關係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C.人類需要拯救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使我們與神恢復和好的關係 

使我們得著新的生命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C.人類需要拯救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使我們與神恢復和好的關係 

使我們得著新的生命 

使我們脫離這彎曲的世代(徒2:40) 

 



(二)  罪是人類最大的難題 

 C.人類需要拯救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 

使我們與神恢復和好的關係 

使我們得著新的生命 

使我們脫離這彎曲的世代(徒2:40) 

使我們榮耀神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A. 這計劃出自神的本性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A. 這計劃出自神的本性 

 祂的信實, 祂的憐憫, 祂的愛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B. 過渡時期的計劃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B. 過渡時期的計劃 

舊約獻祭的制度  (來 9:9-10, 10:1-4) 



來 10:1-4 

1 既然律法只不過是未來美好事物的
影子，不是本體的真像，就不能藉著
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使那些進前來
的人完全。 2 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
早已停止了嗎？因為敬拜的人僅只一
次潔淨，良心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3 
但是這些祭物使人每年都想起罪來， 
4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C. 至终的計劃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C. 至终的計劃 

救世主的來臨  ( 創 3:15; 加 4:4-5;  約 
3:17-18a)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創 3:15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他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約 3:17-18a 

17 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
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
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 



(三)  神拯救人類的計劃 

C. 至终的計劃 

救世主的來臨  ( 創 3:15; 加 4:4-5;  約 
3:17-18a) 

成立新約 (耶 31:31-34) 



耶 31:31-34 

31 「看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
猶大家另立新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32 
這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
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
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
華說的。 33 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
家所立的約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
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這是耶和華說
的。 34 …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
得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徒 4: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
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
得救。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A. 祂獨特的身份使祂成為人類唯一的
救主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A. 祂獨特的身份使祂成為人類唯一的
救主 

祂是創造的主  (約 1:3; 西 1:16; 來 
1:3a)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西 1:16 

 … 萬有都是在他裏面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權位的、統治的， 

 或是執政的、掌權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為著他造的。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A. 祂獨特的身份使祂成為人類唯一的
救主 

祂是創造的主  (約 1:3; 西 1:16; 來 
1:3a) 

祂是聖子  (太 3:17)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A. 祂獨特的身份使祂成為人類唯一的救主 

祂是創造的主  (約 1:3; 西 1:16; 來 1:3a) 

祂是聖子  (太 3:17) 

祂知道祂的身份  ( 約 8:58; 出 3:14; 約 
8:12;  路 10:21-22;  约 5:19-23; 可 2:1-12a; 約 
9:35-39)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約 8: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存在了。」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路 10:21-22 

21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而歡喜快樂，
說：「父啊 (Abba)，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因為你把這些事向聰明智慧的人隱藏起來，
而向嬰孩啟示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
的美意本是如此。 22 一切都是我父交給
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
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沒有人知道父是
誰。」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約 5:19-23 
19於是耶穌回答，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
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
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20 
父愛子，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給他看，還要
將比這更大的事給他看，使你們驚訝。 21 父怎
樣叫死人復活，賜他們生命，子也照樣隨自己的
意願賜人生命。 22 父不審判任何人，而是把審
判的事全交給子， 23 為要使人都尊敬子，如同
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
父。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A. 祂獨特的身份使祂成為人類唯一的
救主 

祂是創造的主  (約 1:3; 西 1:16; 來 
1:3a) 

祂是聖子  (太 3:17) 

祂知道祂的身份   

祂是道成肉身來到這世界  (約 1:14,18)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約 1:14, 18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 

18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在父懷
裏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是創造的主  (約 1:3; 西 1:16; 來 
1:3a) 

祂是聖子  (太 3:17) 

祂知道祂的身份   

祂是道成肉身來到這世界  (約 1:14,18) 

祂是神-人 (腓 2:6-7a)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腓 2:6-7a 

6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 

 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  

7   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B. 祂所成全的工作使祂成為人類唯一
的救主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i) 先知的工作   

祂是摩西預言要到世上來的那位先知  
(申 18:15,18-19)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i) 先知的工作   

祂是摩西預言要到世上來的那位先知  
(申 18:15,18-19) 

祂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啟示  (太 4:4)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i) 先知的工作   

祂是摩西預言要到世上來的那位先知  
(申 18:15,18-19) 

祂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啟示  (太 4:4) 

祂是在這末世神給我們最後的先知  ( 來 
1:1-2; 太 5:33-38)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1:1-2 

1 古時候，上帝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
向列祖說話，  

2 末世，藉著他兒子向我們說話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i) 先知的工作   
祂是摩西預言要到世上來的那位先知  
(申 18:15,18-19) 

祂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啟示  (太 4:4) 

祂是在這末世神給我們最後的先知  ( 來 
1:1-2; 太 5:33-38) 

人須要基督先知的工作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II) 大祭師的工作:   

祂是麥基洗德體系的大祭司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神起誓立祂作這體系的大祭司  
(來 7:20-21)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神起誓立祂作這體系的大祭司  
(來 7:20-21) 

祂是最適合作這大祭司的職位  (來 
4:14-16, 7:26-28)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7:26-28 

26 這樣一位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
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對我們是最
合適的； 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
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
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28 律法所立的大祭司本是有弱點的人，
但在律法以後，上帝以起誓的話立了兒子
為大祭司，成為完全，直到永遠。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神起誓立祂作這體系的大祭司  
(來 7:20-21) 

祂是最適合作這大祭司的職位  (來 
4:14-16, 7:26-28) 

祂的事奉是在屬天的聖所裏的事奉  
(來 9:11)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為我們獻上最有效的贖罪祭( 來 
9:14, 24-28)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9:14 

14 何況基督的血，他藉著永遠的靈把
自己無瑕疵地獻給上帝，更能洗淨我
們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為，好事奉
那位永生的上帝。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9:24-28 

24如今為我們出現在上帝面前。 25 他也無須
多次將自己獻上，像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
進入至聖所。 26 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
必須多次受苦了。但如今，他在今世的末期顯
現，僅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 27 按
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28 
同樣，基督既然一次獻上，擔當了許多人的罪，
將來要第二次顯現，與罪無關，而是為了拯救
熱切等候他的人。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為我們獻上最有效的贖罪祭(來
9:14, 24-28) 

因祭司體系的轉變, 約也須要轉變  
(來 7:11)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7:11 

那麼，如果百姓藉著利未人的祭司職
任能達到完全—因為百姓是在這職分
下領受律法的—為甚麼還需要按照麥
基洗德的體系另外興起一位祭司，而
不按照亞倫的體系呢？ 12 既然祭司
的職分已更改，律法也需要更改。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為我們獻上最有效的贖罪祭(來
9:14, 24-28) 

因祭司體系的轉變, 約也須要轉變  
(來 7:11) 

基督作了新約的中保  (太 26:26-28;  
來 9:15)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9:15 

… 基督作了新約的中保；因為他的死，
贖了人在第一個約之時所犯的罪過，
使蒙召的人能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為我們獻上最有效的贖罪祭(來
9:14, 24-28) 

因祭司體系的轉變, 約也須要轉變  
(來 7:11) 

基督作了新約的中保  (太 26:26-28;  
來 9:15) 

新約的祝福  (來 8:10-12)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8:10-12 
10   主又說：…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
心思裏，寫在他們的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
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11  他們各人不用教導自己的鄉親和自己的
弟兄，說：你要認識主；因為從最小的到最
大的，他們都要認識我。  
12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絕不再記得他們
的罪惡。」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祂為我們獻上最有效的贖罪祭(來9:14, 
24-28) 

因祭司體系的轉變, 約也須要轉變  (來 
7:11) 

基督作了新約的中保  (太 26:26-28;  來 
9:15) 

新約的祝福  (來 8:10-12) 

為了使新約成立, 基督付出的代價  (來 
10:4-13)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來 10:4-7 
 
4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  
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祭物和禮物不是你所要的，但你曾給我預
備了身體。 6   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 
7   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
卷上已經記載了；上帝啊！我來為要照你的
旨意行。」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III)  君王的工作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基督不單是教會的主, 也是全世界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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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不單是教會的主, 也是全世界的王 

祂第一次來以王的身份來臨, 戰勝罪,死
亡和撒旦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基督不單是教會的主, 也是全世界的王 

祂第一次來以王的身份來臨, 戰勝罪,死
亡和撒旦 

祂的再來要進行審判, 成全神给人類完
美的計劃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基督不單是教會的主, 也是全世界的王 

祂第一次來以王的身份來臨, 戰勝罪,死
亡和撒旦 

祂的再來要進行審判, 成全神给人類完
美的計劃 

祂復活, 升天, 五旬節𧶽𧶽下聖靈給教會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完成救贖後祂坐在天父的右邊 (來 1:3)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完成救贖後祂坐在天父的右邊 (來 1:3) 

祂從死人中復活顕明祂是神的兒子 (羅 
1:3-4; ** 弗 1:20-23; ** 腓 2:9-11; 西 1:13-
18)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弗 1:20-23 

20 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
人中復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權能
的、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不但是今世
的，連來世的也都超越了。 22 上帝使萬
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
之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
有者所充滿的。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腓 2:9-1-11 

9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
萬名之上的名，  

10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
耀給父上帝。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C. 祂帶給人類新的希望新的開始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C. 祂帶給人類新的希望新的開始 

為人類成就人類無能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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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祂帶給人類新的希望新的開始 

為人類成就人類無能成就的事 

建立屬祂的新的群体  — 教會 

 



(四)  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C. 祂帶給人類新的希望新的開始 

為人類成就人類無能成就的事 

建立屬祂的新的群体  — 教會 

把神的國度引進世界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A. 不同的救贖觀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A. 不同的救贖觀 

萬物復原論  Recapitulation  (愛任纽 
Irenaeus) 

贖罪價和勝利論  Ransom and victory  (奥
利金 Origen) 

滿足論  Satisfaction (安瑟倫 Anselm) 

聖禮說  Sacramentalism (阿奎納多馬 
Thomas Aquinas)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B. 基督代替我們受罪刑罰而死的救贖論 

這是宗教改革時期給我们最清楚的認識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 賽 53:4-5  (基督代我們死的預言) 
— 約 1:29  (施洗約翰關於耶稣的話) 
— 彼前 3:18a  (基督死的目的) 
— 林前 15:3-4  (福音的重點) 
— 可 8:31  (基督預言的死) 
— 路 22:7, 14-20  (基督設立聖餐) 
— 約 10:17-18  (基督把生命捨去又取回) 
— 太 26:36-46  (基督客西馬尼園的經歷) 
— 太 27:11-14  (基督受審時不回答) 
— 可 15:34  (基督在十架上大聲的呼喊)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賽 53:4-5  (基督代我們死的預言)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是被上帝擊打苦待。  
 
5   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 
 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彼前 3:18a  (基督死的目的) 
 
…  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 ，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領你們到上帝面前。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約 10:17-18  (基督把生命捨去又取回) 
 
17 為此，我父愛我，因為我把命捨去，好再取
回來。 18 沒有人奪去我的命，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捨棄，也有權再取回。這是我從我父所受
的命令。」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太 26:36-46  (基督客西馬尼園的經歷) 
 
36   耶穌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他對他
們說：「你們坐在這裏，我到那邊去禱告。」 37 於是他
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他憂愁起來，極其難
過， 38 就對他們說：「我心裏非常憂傷，幾乎要死；你
們留在這裏，和我一同警醒。」 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
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是照我所願的，而是照你所願的。」 40 他回到
門徒那裏，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
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時嗎？ 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
探。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太 26:36-46  (基督客西馬尼園的經歷) 
 
42 他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
必須我喝，就願你的旨意成全。」 43 他又來，見他們睡
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44 耶穌又離開他們，第三
次去禱告，說的話跟先前一樣。 45 然後他來到門徒那裏，
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在睡覺安歇嗎？看哪，時候到了，
人子被出賣在罪人手裏了。 46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
那出賣我的人快來了。」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可 15:34  (基督在十架上大聲的呼喊) 
 
34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以羅
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翻出來就
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宗教改革者對 神-律法-罪 之間關係的
認識 

— 神的律法與祂不能改變的的本性有關 

— 人犯罪是得罪神 

— 罪蒙赦免一定要滿足神聖潔和公義的
要求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祂救贖的方法 ( 羅 3:21-26; 來 1:3) 

— 神設立耶穌作贖罪祭 

— 藉着主耶的死罪受形罰顯明祂的義 

— 先前人所犯的罪也蒙赦免 

— 也稱信耶稣的人為義 

 



(五)  教會歷史中一些對救贖
的觀念 
羅 3:21-26 

21 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之外已經顯明出來，
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22 就是上帝的義，因信耶
穌基督加給一切信的人。這並沒有分別， 23 因
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24 如今
卻蒙上帝的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就
白白地得稱為義。 25 [25-26] 上帝設立耶穌作
贖罪祭，是憑耶穌的血，藉著信，要顯明上帝的
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
使今時顯明他的義，讓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
信耶穌的人為義。 

 



(六) 我們對唯獨基督的回應 



(六) 我們對唯獨基督的回應 

A. 感恩 

感謝基督代贖的功勞 

感謝三位一體真神的拯救 

欣賞神的大愛  (羅 8:32-39) 

 



(六) 我們對唯獨基督的回應 

B. 信仰方面 

為信仰站立得穩  (徒 4:5-12) 

堅信不移  (約 6:68-69) 

 



(六) 我們對唯獨基督的回應 

C. 生活方面 

親近主, 祂是我們的大祭師  (來 4:14-16) 

學習顺服  (來 5:8) 

為主而活  (林後 5:15; 羅 6:13b) 

 



(六) 我們對唯獨基督的回應 

D. 在事奉方面 

忠心事主  (林前 4:1-2)   

作基督的特使  (林後 5: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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