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書 3:9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比他們強嗎？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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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偏離正路，⼀同變為無⽤。沒有⾏善的，連⼀個也沒有。13 他們的喉
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舌頭弄詭詐，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14 滿⼝是咒罵苦毒。15 	
殺⼈流⾎，他們的腳⾶跑，16 所經過的路便⾏殘害暴虐的事。17 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
道；18 他們眼中不怕上帝。19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說的，好塞住各
⼈的⼝，叫普世的⼈都伏在上帝審判之下。20 所以凡有⾎氣的，沒有⼀個因⾏律法能在
上帝⾯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知罪。21 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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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並沒有分
別。


羅⾺書到此為⽌，已經把三種⼈做了分別的處理，道德淪喪的⼈，道德⾼尚的⼈，宗教
⼈，在這段做了總結：沒有⼀個義⼈。我們來仔細看⼀下


I. 全⼈類，不分國家，不分⺠族，都是罪⼈。

A. 罪的滲透是超越國界的。嘲笑某⼀個國家或⺠族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壞，台灣
⼈壞，⽇本⼈壞，越南⼈壞，朝鮮⼈壞，美國⼈壞，⽩⼈壞，⿊⼈壞，黃種⼈
壞。


B. 9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比他們強嗎？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和希臘⼈
都在罪惡之下。


C. 希臘⼈：Hellenistic. 當時在羅⾺帝國裡受了希律⽂化影響的⼈。基本上是所有
⼈。


D. 保羅引⽤了舊約經⽂來佐證，免得猶太⼈還在那裡⾃命清⾼。

1. 詩篇14:1愚頑⼈⼼裏說：沒有上帝。他們都是邪惡，⾏了可憎惡的事；沒有⼀
個⼈⾏善。2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要看有明⽩的沒有，有尋求上帝的沒
有。3 他們都偏離正路，⼀同變為污穢；並沒有⾏善的，連⼀個也沒有。


2. 詩篇5:9 因為，他們的⼝中沒有誠實；他們的⼼裏滿有邪惡；他們的喉嚨是敞
開的墳墓；他們⽤舌頭諂媚⼈。


3. 詩篇140:3他們使舌頭尖利如蛇，嘴裏有虺蛇的毒氣。

4. 詩篇10:7他滿⼝是咒罵、詭詐、欺壓，舌底是毒害、奸惡。

5. 箴⾔1:16 因為，他們的腳奔跑⾏惡；他們急速流⼈的⾎，

6. 詩篇36:1惡⼈的罪過在他⼼裏說：我眼中不怕上帝！


II. 從上⾯這些經⽂，我們看到，罪的滲透不但超越國界，也影響到所有的⾝體器官

A. “詩篇14:1愚頑⼈⼼裏說：沒有上帝。” ⼼：⼼在聖經裡不單是指⼼臟，它是⼈所
有思想感情意志的中⼼。在今天我們會⽤這個⼈腦袋裡沒有⼀樣好東⻄。


B.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 喉嚨：敞開的墳墓。喉嚨是和⽣命氣息相關。也就是
指⼈在沒有基督時，⽣命氣息就是敞開的墳墓，還沒有下葬的死⼈，下葬還沒蓋
⼟的墳墓。




C. “舌頭弄詭詐，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14 滿⼝是咒罵苦毒。” 嘴巴裡的舌頭是來騙
⼈⽤的。嘴唇裡的牙⿒和毒蛇的毒牙⼀般，被咬到就死了。嘴巴塞滿了咒罵。


D. “殺⼈流⾎”。⼿，是拿來殺⼈⽤的。

E. “他們的腳⾶跑，16 所經過的路便⾏殘害暴虐的事。” 腳所前往的地⽅，都是去幹
壞事的。


III. 這篇經⽂，在神學上就被總結為「全然的墮落」。Total depravity. 

A. 在鬱⾦香的五個要點上 （列出如下），其中「全然的敗壞」算是 根基的⼀個要

點。

1. T 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敗壞

2. U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的揀選

3. L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贖

4. I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5. P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聖徒的堅忍


B. 其他的重要經⽂：

1. 創 6: 5 耶和華⾒⼈在地上罪惡很⼤，終⽇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2. 詩篇51: 5 我是在罪孽⾥⽣的，在我⺟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3. 以弗所書 2: 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2 那時，你們在其中
⾏事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
中運⾏的邪靈。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體的私慾，隨著⾁體和⼼
中所喜好的去⾏，本為可怒之⼦，和別⼈⼀樣。


C. 全然的敗壞, Total Depravity 的定義，不是說每個⼈都已經壞到不能再壞了，⽽是
說我們的每⼀個層⾯，靈魂，⾝體，理性，感性，意志，全都受到了罪的玷污和
扭曲。我們都是變態的，只是平常包裝的很好，所以連⾃⼰都騙過去了，覺得⾃
⼰是不錯的好⼈。你說我的室友，配偶，鄰居有罪，我還能同意，可是我就是看
不到⾃⼰的罪。 這就是連我們的理性認知都有罪的原因。


D. 蘇格拉底有⼀次問⼀個問題。 如果你可以隱⾝，你會做什麼事？ 意思就是說，如
果你無論做什麼事，你都不會被抓到，都不需要負責，你會做什麼事？ 會不會趁
⼈不注意時，隱⾝去幫助窮⼈？ 你第⼀個想到的是什麼事？搶銀⾏？ 把討厭的⼈
給做掉？ 我以前⼀個同學就立刻說：「我可以隱⾝的話我要裸奔！」 為什麼我們
可以隱⾝時不是做壞事就是做傻事？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不需要再包裝隱藏我們裡
⾯的真我了！裡⾯的邪惡和愚蠢立刻就出現了。 你想想，如果美國總統說，從今
晚12點到明晚12點，全國做的所有犯罪都會被特赦，絕不追究。請問美國會變成
什麼樣⼦？我想立刻就成了⼈間地獄了，燒殺搶奪，姦淫害命，什麼事都出來
了。 蘇格拉底雖然沒讀過聖經，但他這個問題實在是問到我們⼈類問題的核⼼
了，也就是聖經所說的，我們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的罪⼈，⾏屍走⾁，按著我們
⼼中所喜好的去⾏。 


IV. ⼈全然的敗壞，實在不只是神學的討論，⽽是和我們每天的⽣活息息相關的。




A. 在公元400年左右的奧古斯丁做了⼀個禱告： 「Lord, Grant what thou 
commandest」 「主啊，祢所吩咐的，求祢賜下。」  意思就是說，主啊，祢所吩
咐的，我做不到，求祢賜下順服給我們吧。 這話讓⼀個當時英國的牧師很不舒
服。什麼叫做「主祢吩咐的求祢賜下？」 他反駁，主所吩咐的，都是我們所做的
到的。 我們做不到的，主不會吩咐我們去做。 對吧？ 那個英國的牧師叫做 博拉
糾。 （他聽了這禱告就很糾結。）


B. 這兩⼈的爭論引起了教會裡⾯很⼤的回響。到底神所吩咐的是不是我們做的到
的？如果神吩咐我們去做我們所做不到的，是否公平呢？博拉糾認為那太不公平
了。可是聖經告訴我們， 神所吩咐的我們什麼也做不到。

1. 以賽亞書 64:6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
⼦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2. 約翰福⾳15: 5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C. 奧古斯丁提出了「原罪」的觀念來與博拉糾爭辯。也就是說，⼈⽣下來就有亞當
所遺傳給我們的罪性。我們因為有罪性才會犯罪，⽽不是因為犯了罪才有罪性。 
博拉糾後來也被判為異端。 因為⼈要是真的做的到神所吩咐的要求，那麼我們就
不需要救主耶穌了。我們可以⾃救，不再是無助的罪⼈懇求主救我們了。所以博
拉糾才會被判為異端。 


D. 多特信經就如此來描述⼈的墮落：

1. ⼈原來是好的，可是墮落了，就失去了原來的善。  「⼈原是照神的形像造的,
他對於他的創造主和聖靈的事上具有真正與拯救的知識。他的⼼與意志是 正直
的,他的⼀切情感是純潔的,全⼈是聖潔的;但他因受魔⿁的煽動就背叛了神,⼜誤
⽤了⾃⼰意志 的⾃由,就喪失了這些優美的恩賜;相反地把⾃⼰陷入內⼼的盲⽬,
可怕的⿊暗、虛空和判斷的謬妄中, 在內⼼與意志上變為邪惡、背叛、頑固、
情感不潔 」（第三與第四項教義 論⼈的敗壞,歸向神及其⽅式） 


2. 這裡提到：⼈就誤⽤了⾃⼰意志的⾃由，變為「邪惡、背叛、頑固、情感不
潔 」。 （perversity, defiance, and hardness in his heart and will; and finally 
impurity in all his emotions.） ⼈的背叛和墮落，不僅僅影響到我們的思想，
意志，連情感也污穢了。 愛，不再是純潔的了。男的只想把女的衣服脫了上
床，女的只想⽤⾝體換對⽅的關⼼，甚⾄其他的好處，如錢。 到了 後，性也
不夠刺激了，就搞群交，虐待，毒品。 ⼈只要發了財，就搞這些東⻄，我們的 
perversity, 變態，（就是把原來美好的性，上帝賜給⼈，享受夫妻之愛，⼜可
以創造⽣命的神跡，變成了取悅⾃⼰的物品）已經污染了整個社會，整個地
球。  


E. 多特信經就對⼈性做出了這樣的結論，當然也是聖經的結論： 「因此所有的⼈都
⽣在罪中,本為可怒之⼦,不能⾏拯救⾃⼰的善事,傾向邪惡,死在罪及其捆綁中, 若沒
有聖靈的重⽣之恩,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歸向神,既不能改⾰本性的敗壞,也不能傾向
於改⾰。」（III and IV, 3)




F. 那你⼀定會說，⼈真的有這麼壞嗎？ 很多不信神的⼈也很好啊！

1. 多特信經如此回答：「然⽽,⼈墮落之後,在他裡⾯還保留⾃然之光的余輝,借此
他對神,對⾃然之物,和善惡之分還擁 有些知識;對德⾏、社會的治安,仍能維持
外部的善良⾏為。但這⾃然之光不⾜以領⼈對神有得救上的 知識(不能認識神),
不能領⼈得到真正的改變」


2. ⼈在墮落之後，全然的敗壞不是指每個⼈都壞到不能再壞了，⽽是指我們的每
個層⾯（理性，感情，意志）都受了罪的玷污。 也就是說，⼀個不信神的⼈可
能還是很會算數學，做科研，可是他的理性不夠使他認識神，也不夠使他認識
⾃⼰。 ⼈被罪污染之後，看不到⾃⼰的罪，也無法從理性來認識神。  ⼀個不
信神的⼈可能⾃認為對別⼈很誠實，可是卻不⾒得能對⾃⼰誠實。若不是聖靈
的感動，沒有⼀個⼈能跟⾃⼰誠實。我們會很⽣氣，但嘴巴卻會說，「我才不
⽣氣」。  我們會嫉妒⼈，可是嘴巴卻會說：「有什麼了不起，我才不在
乎」。 我們天天騙⾃⼰，告訴⾃⼰我是 好的⼈，善良⼜純潔，可愛⼜美麗，

英俊⼜有才華， 後終於把⾃⼰也給騙了，我們對那些膽敢打破我們完美⾃我
形象的⼈是無法忍受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婚姻都以破裂收場，因為那打破我
們完美⾃我形象的⼈常常就是我們的配偶。


G. 羅⾺書替我們做了總結：3:19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說的，好
塞住各⼈的⼝，叫普世的⼈都伏在上帝審判之下。20 所以凡有⾎氣的，沒有⼀個
因⾏律法能在上帝⾯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知罪。


V. 怎麼辦呢？

A. 21 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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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並沒有分別。


B. 這是1:16-17的Thesis Statement 16 我不以福⾳為恥；這福⾳本是上帝的⼤能，
要救⼀切相信的，先是猶太⼈，後是希臘⼈。17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上顯明
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於信。如經上所記：「義⼈必因信得⽣。」


C. ⼈，是無藥可救了。所以需要耶穌來拯救我們。

D. 路德這麼說：The principal point … of the law … is to make men not better but 

worse; that is to say, it displays unto them their sin, that by the knowledge 
thereof they may be humbled, terrified, bruised and broken, and by this means 
may be driven to seek grace, and so come to that blessed Seed [Christ]. (律法的
要點就是讓⼈不是變得更好，⽽是變得更壞；也就是說，它把他們的罪顯現給他
們看，使⼈因著這對罪的認知成為謙卑，恐懼，受傷，和毀壞， 後使⼈能尋求
恩典，進⽽來到那有福的基督⾯前。


寶⾎活泉  ⽣命聖詩，173

1 今有⼀處寶⾎活泉，從救主⾝發源；

罪⼈只要在此⼀洗，能除全⾝罪愆。

能除全⾝罪愆，能除全⾝罪愆，




罪⼈只要在此⼀洗，能除全⾝罪愆。


2 與主同釘有⼀強盜，臨終喜⾒此泉，

我罪雖然同樣深重，主能潔淨完全。

主能潔淨完全，主能潔淨完全，

我罪雖然同樣深重，主能潔淨完全。


3 被殺羔⽺奇妙寶⾎，永有除罪能⼒，

直到所有天⽗⼦⺠，洗清⼀切罪跡。

洗清⼀切罪跡，洗清⼀切罪跡，

直到所有天⽗⼦⺠，洗清⼀切罪跡。


4 ⾃從因信⾒此泉源，流⾃救主肋旁，

我便讚美主恩奇妙，立志⼀⽣傳揚。

立志⼀⽣傳揚，立志⼀⽣傳揚，

我便讚美主恩奇妙，立志⼀⽣傳揚。


5 直到離世⼝舌無聲，安睡在墳墓中，

在天我唱更美妙歌，頌主救贖⼤能。

頌主救贖⼤能，頌主救贖⼤能，

在天我唱更美妙歌，頌主救贖⼤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