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書5:12所以，正如罪是藉著⼀個⼈進入了世界，並且死是藉著罪進入的；這樣，因
為⼈⼈都犯了罪，死也就臨到了所有的⼈。 13就是說，沒有律法以前，罪已經在世上
了；不過沒有律法，罪就不算為罪。 14然⽽，從亞當到摩⻄，死亡掌了權，甚⾄那些沒
有按亞當過犯的樣式犯罪的⼈，也在死的權下。這亞當是以後要來的那⼀位的象徵。


15但是恩賜不同於過犯。原來，⼀個⼈的過犯尚且使眾⼈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和耶穌
基督⼀個⼈恩典裡的賞賜，難道不更要豐豐富富地臨到眾⼈嗎？ 16⽽且，恩賜不同於由
⼀個⼈犯罪⽽來的後果。因為，由⼀次過犯⽽來的審判雖然導致了定罪，但由很多過犯⽽
來的恩賜卻導致了稱義。 17實際上，⼀個⼈的過犯尚且使死亡藉著這⼀個⼈掌了權，何
況那些領受豐富之恩典和稱義之賞賜的⼈，難道不更要藉著耶穌基督⼀個⼈，在⽣命裡掌
權嗎？

18由此可⾒，藉著⼀次的過犯導致了所有⼈的定罪；照樣，藉著⼀次的義⾏給所有的⼈
帶來永⽣的稱義。 19就是說，藉著⼀個⼈的悖逆，眾⼈怎樣都成了罪⼈；藉著⼀個⼈的
順從，眾⼈將怎樣成為義⼈。 20律法出現，為要使過犯增多；可是，罪在哪裡增多，恩
典就在哪裡格外增多。 21這樣，就像罪藉著死亡掌權，恩典也照樣藉著義掌權，使⼈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進入永恆的⽣命。


上次我們看了我們和亞當與基督有約的關聯，他們是我們約的頭，代表政府。星然長老也
提到了結構性犯罪所帶來的影響⼒，⼈除了亞當以外，都同時是罪⼈和受害⼈。基督，則
是受害⼈，但⼜是翻轉⼀切的救主。


今天我們繼續來看15節之後的經⽂，我⽤的經⽂是中⽂標準版。


I. 15節：但是恩賜不同於過犯。

A. 這個但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亞當害了我們，我們⼜⾃⼰再害⾃⼰⼜害別
⼈。但是，故事沒有結束，開始轉折了。


B. 「恩賜不同於過犯。原來，⼀個⼈的過犯尚且使眾⼈都死了」，過犯所帶來的是
傷害和死亡。


C. 「何況神的恩典和耶穌基督⼀個⼈恩典裡的賞賜，難道不更要豐豐富富地臨到眾
⼈嗎？」⼀個是傷害，⼀個是彌補。

1. 可是，彌補⼤於傷害。你不要誤會，把亞當和基督做完全的平等。不是的。亞
當的傷害沒有⼤於基督的彌補。


2. 耶穌來不是單單彌補亞當所丟失的東⻄。基督來不是把我們再帶回伊甸園。好
啦，亞當把你弄丟的伊甸園，我給你找回來啦，你現在好好⽣活，別再吃那果
⼦啦。再吃，⼜得再死⼀次。不是這樣的。耶穌補回來的，不是伊甸園，是天
堂，是永⽣，是不可能失去的樂園。


3. 耶穌所做的，不是把亞當弄成的負數加回來到零， 從-10加10到0. 耶穌把我們
加到100，直接達到天堂。




II. 16節：「⽽且，恩賜不同於由⼀個⼈犯罪⽽來的後果。因為，由⼀次過犯⽽來的審判
雖然導致了定罪，但由很多過犯⽽來的恩賜卻導致了稱義。」

A. ⼀次過犯，1 trespass, ⼀次就毀掉了。

B. 恩賜：多次過犯，許多的過犯，才有的恩賜，恩典。

C. 我以前看到⼀對美國⼈的基督徒的夫妻，丈夫外遇了。外遇，只要⼀次，就可以
毀掉婚姻。⼀次的過犯，造成無比的傷害。


D. 那位妻⼦當然是devasted, 崩潰，⽣氣，⾃責（是不是⾃⼰哪裡錯了），悲傷，徬
徨（未來怎麼辦）？


E. 後來，妻⼦在尋求輔導幫助後，決定饒恕。丈夫也徹底的悔改，經過漫長的時
間，他們的婚姻被修復了。


F. ⼀次的外遇造成的傷害，可以毀掉婚姻。可是，要修補婚姻，不是只有⼀次的饒
恕，是天天的饒恕，每⼀次看到丈夫，就要從新對⾃⼰說，耶穌赦免我的罪了，
我也赦免他的罪。修補婚姻所需要的恩賜，恩典，遠遠超過那⼀次毀掉婚姻的過
犯。


G. 同樣的，修補亞當過犯所帶來的傷害需要的恩典，遠遠⼤過過犯本⾝。

H. ⼀個外科醫⽣要受10年以上的訓練，才能修補⼀個犯⼈開槍⼀槍打⼈所造成的傷
害。開槍容易，⼿術難。摧毀容易，重建難。亞當容易，基督難當。


III. 17節 「實際上，⼀個⼈的過犯尚且使死亡藉著這⼀個⼈掌了權，何況那些領受豐富
之恩典和稱義之賞賜的⼈，難道不更要藉著耶穌基督⼀個⼈，在⽣命裡掌權嗎？」

A. 和合本是這樣翻譯的：「若因⼀⼈的過犯，死就因這⼀⼈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
恩⼜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在⽣命中作王嗎？」


B. 作王，掌權。這是這節經⽂裡⾯開始提到的⼀個重要的主題。

C. ⾸先，是死亡掌權。保羅勾畫出這個令⼈驚恐的圖像。死亡牢牢的轄制著所有的
罪⼈。死，拿著鉤⼦，把所有的罪⼈鉤入了地獄。你打不過它，你逃不掉，它永
遠成為你的陰影，直到你死，進入地獄中，繼續受苦。


D. 對比之下，我們因耶穌基督⼀⼈在⽣命中作王。「難道不更要藉著耶穌基督⼀個
⼈，在⽣命裡掌權嗎？」


E. 死亡掌權，和恩典⽣命掌權的差別：就像是國喪紀念⽇和聖誕節之間的差別。清
明節和過新年的差別，受難⽇和復活節的差別。完全不同的⼼情，完全不同的慶
祝。


F. 這裡的作王，掌權，是希臘⽂的未來式，第三⼈稱，複數。有⼀群⼈，他們有⼀
天要藉著耶穌基督，在⽣命中掌權！


G. 那⼀群⼈就是我們信耶穌的⼈。我們不是回伊甸園再受試探⼀次，⽽是進入永
⽣，作王掌權。在新天新地裡，管理空中的⾶⿃，地上的走獸，河裡的⿂。我們
會過著幸福快樂的⽇⼦。動物們都成為我們的夥伴，好朋友。




H. 近因為瘟疫，看到新聞報導說領養寵物的收容所都被清空了。⼈在家裡沒事，
想養狗養貓了。動物原來就是上帝造來陪我們玩的，到了新天新地裡，我們再也
沒有懼怕了。


IV. 掌權，作王，是保羅在羅⾺書裡⾯準備開啟的另⼀個重要的主題。

A. 以下是羅⾺書中和「做王」有關的經⽂，做王，做主，順從，掌權，僕⼈


1. 羅⾺書 5:21 就如罪作王叫⼈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因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永⽣。


2. 羅⾺書 6: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3. 羅⾺書 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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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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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上帝，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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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羅⾺書 6:16–20 豈不曉得你們獻上⾃⼰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
作罪的奴僕，以⾄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致成義。17 感謝上帝！因為你們
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卻從⼼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18 你們既
從罪裏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19 我因你們⾁體的軟弱，就照⼈的常話對
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於不法；現今也要照
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於成聖。20 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
義約束了。


5. 羅⾺書 6:22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上帝的奴僕，就有成聖的
果⼦，那結局就是永⽣。


6. 羅⾺書 7:1–2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律法的⼈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是在
活著的時候嗎？2 就如女⼈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丈夫若死
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7. 羅⾺書 7:5–6 因為我們屬⾁體的時候，那因律法⽽⽣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
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
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靈的新樣，不按著儀⽂的舊樣。


8. 羅⾺書 7:23–25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
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24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體呢？25 感
謝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順服上帝的
律，我⾁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9. 羅⾺書 8:1–2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2 因為賜⽣命聖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10.羅⾺書 8:4–7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體、只隨從聖靈的⼈⾝上。5 
因為，隨從⾁體的⼈體貼⾁體的事；隨從聖靈的⼈體貼聖靈的事。6 體貼⾁體
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命、平安。7 原來體貼⾁體的，就是與上帝
為仇；因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11.羅⾺書 8:12–14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體的債去順從⾁體活著。
13 你們若順從⾁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體的惡⾏，必要活著。14 
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


12.羅⾺書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
我們和他⼀同受苦，也必和他⼀同得榮耀。


13.羅⾺書 8:30 預先所定下的⼈⼜召他們來；所召來的⼈⼜稱他們為義；所稱為
義的⼈⼜叫他們得榮耀。


14.羅⾺書 8:37–39 然⽽，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
將來的事，39 是⾼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
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15.羅⾺書 8:31–34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32 上帝既不愛惜⾃⼰的兒⼦，為我們眾⼈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同⽩
⽩地賜給我們嗎？33 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34 誰
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上帝的右
邊，也替我們祈求。


V. 羅⾺書給我們看到⼀個新⽣命的開始。

A. 在今⽣，我們開始與罪惡⾾爭，與舊性情，從亞當來的舊我⾾爭，⽽我們藉著基
督是得勝有餘的。


B. 在基督裡我們得到的稱義，不會因為我們在與罪惡⾾爭的失敗⽽失去。5:16「因
為，由⼀次過犯⽽來的審判雖然導致了定罪，但由很多過犯⽽來的恩賜卻導致了
稱義。」


C. 5:18由此可⾒，藉著⼀次的過犯導致了所有⼈的定罪；照樣，藉著⼀次的義⾏給
所有的⼈帶來永⽣的稱義。 19就是說，藉著⼀個⼈的悖逆，眾⼈怎樣都成了罪
⼈；藉著⼀個⼈的順從，眾⼈將怎樣成為義⼈。


D. 稱義，和你的努⼒就沒有直接的關係了。

VI. 應⽤：


A. 我記得我上⼤學時第⼀次拿了保羅書信的聖經課，我印象極其深刻，我第⼀次好
好的思考因信稱義。對我的靈魂產⽣了極⼤的釋放。⼼中的⼀顆⼤⽯頭放下了。
重擔脫落了。


B. 然後，這因信稱義的教義，開始慢慢的擴散到⽣活的其他層⾯了。以前在⼤學⻄
裝筆挺的上教堂，畢業後看到年輕⼈穿短褲上教會，很⽣氣。但後來想到，他們
因信稱義了。


C. 以前在⼤學我們有交響樂團唱聖歌敬拜，⼤詩班唱讚美歌，多麼美的敬拜。後來
畢業後看到年輕⼈彈吉他打⿎敬拜，非常不舒服。但後來，發現他們還是因信稱
義了。




D. 後來，有⼈錯怪了我，傷害了我，我想到我在基督裡已經因信稱義了，我許多的
罪都被赦免了，我就饒恕了他們，那傷痛也消失了。


E. 我曾經為⾃⼰的罪極其傷痛，禁食禱告，希望從罪中得釋放，和保羅的吶喊是⼀
樣的：7:24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體呢？25 感謝上帝，靠著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順服上帝的律，我⾁體卻順服
罪的律了。」但是，後來發現了 羅⾺書 8:1–2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
定罪了。2 因為賜⽣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
了。」我的⼼得釋放了。


F. 因信稱義，聽起來簡單，但我們的⼼明⽩的非常緩慢，頭腦懂了，但⼼裡許多錯
綜複雜的因素，常常還是回到因⾏為稱義的老樣⼦。今天，我們要再次被提醒，
我們是因信基督稱義了，恩典在我們⾝上掌權了，我們也要藉著基督作王。


Jesus Paid It All 罪債全還清


(1) 我聽救主說道：你⼒量實微⼩， 
應當儆醒祈禱，因我為你中保。 
I hear the Savior say, “Thy strength indeed is small;  
Child of weakness, watch and pray, Find in Me thine all in all.”


主替我捨⾝，罪債全還清，  
無數罪孽污穢⼼，主洗比雪⽩淨。 
Jesus paid it all, All to Him I owe;  
Sin had left a crimson stain, He washed it white as snow.


(2) 我今確實知道，惟主權能浩⼤，　  
可使痳瘋潔淨，鐵⽯⼼腸軟化。 
Lord, now indeed I find, Thy power and Thine alone,  
Can change the leper’s spots, And melt the heart of stone.


(3) 我無佳⾔義⾏，藉此可得主恩，   
唯主所流寶⾎，能洗⼀切罪痕。  
For nothing good have I, Whereby Thy grace to claim,  
I’ll wash my garments white, In the blood of Calvry’s Lamb.


(4) 將來我立主前，靠主聖潔、完全， 
主死我乃得⽣，我⼝常永頌讚。 



And when, before the throne,I stand in Him comple. 
Jesus died, my soul to save; My lips shall still repe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