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lus Christus  唯獨基督


提摩太前書 2：5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
基督耶穌；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了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來。


宗教改⾰革，其實更更好的翻譯是宗教復復原運動。 Form: 形狀狀， Formation: 成形，Re-
formation，從新成形。基督教在1500年年多的歷歷史裡⾯面，越來來越離開了了原有聖經裡⾯面所描
述記載的基督教。 從耶穌復復活升天後，⾨門徒們四處傳揚耶穌基督的⽣生平，他的完美無罪
的⽣生活，是真正的聖⼈人。他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擔當了了我們罪的刑罰。死後第三天
復復活，顯現給500⼈人看，然後在眾⼈人⾯面前升天。凡事悔悔改相信他的⼈人，他必要再來來接他們
到天堂永遠與主同在。 這是聖經裡使徒們無論到哪裡都不不斷傳揚的故事。 使徒們不不講⾃自
⼰己多麼偉⼤大，屬靈靈，反⽽而不不斷地記載著⾃自⼰己做的傻事，說的傻話， ⼼心裡迷惑不不信的這些
醜事，甚⾄至彼得三次不不認主，⾨門徒害怕躲藏四散的這些事，使徒們也不不忌諱說，讓⼈人知道
他們沒有什什麼不不同特別的地⽅方，⽽而唯⼀一值得我們信賴的那⼀一位是耶穌基督。 在哥尼流家
裡百夫⻑⾧長向彼得下拜，彼得⽴立刻把他拉起來來，不不接受敬拜。使徒⾏行行傳 10：25 “彼得⼀一進
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前拜他。26 彼得卻拉他，說：「你起來來，我也是
⼈人。」”


可是，⼈人慢慢地離開了了聖經的教導，開始把⼈人封成聖徒，向⼈人膜拜，向⼈人禱告，認為上帝
太遙遠了了，我們需要其他聖徒做我們的代求者，使神看在這些⼈人的⾯面⼦子和善⾏行行上，聽我們
⼈人的禱告。 今天的天主教有許多的聖徒，供⼈人向他們禱告。 在 catholic.org 的網站
上，”Saints A-Z”, 光是在 A 底下，就列列有894位聖徒。 B 有345， C 有466， ⽽而且這還
不不是完整的，具統計，天主教⾄至少有⼀一萬個聖徒， 光是John Paul II 就封了了110個聖徒。 


I. 上帝並不不反對我們從其他的聖徒學習，得到⿎鼓勵勵。

A. 希伯來來書 12：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見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
重擔，脫去容易易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路程，2 仰望為我
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樂樂樂，就輕看羞辱，忍受了了⼗十字架的
苦難，便便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1. 讓聖徒⿎鼓勵勵我們，但仰望基督。


B. 哥林林多前書 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C. 希伯來來書 6：11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勤，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
到底。12 並且不不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II. 然⽽而，我們雖然可以從其他的信徒的⽣生命中學習到功課，但他們不不該成為我們和基督
之間的代⾔言⼈人。 基督渴望與他的百姓有直接的談話和交流

A. 在舊約裡， 以⾊色列列⼈人直接聽到了了基督的聲⾳音，但他們因為懼怕⼜又不不信，寧願逃離
神，讓⼈人對他們說話。出埃及記 20：18 眾百姓⾒見見雷雷轟、閃電、⻆角聲、⼭山上冒煙，
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19 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不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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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20 摩⻄西對百姓說：「不不要懼怕；因為上帝降臨臨是
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敬畏他，不不致犯罪。」21 於是百姓遠遠地站⽴立；摩⻄西就
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


B. 耶穌直接帶領他的百姓進⼊入迦南地，與他們同在： 約書亞記5：13 約書亞靠近耶
利利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不料料，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來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
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14 他回答說：
「不不是的，我來來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
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來來，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行了了。


C. 在何⻄西阿書裡上帝稱以⾊色列列百姓為祂的妻⼦子 2：16 耶和華說：「那⽇日你必稱呼我
伊施，不不再稱呼我巴⼒力力；17 因為我必從我⺠民的⼝口中除掉諸巴⼒力力的名號，這名號不不
再提起。18 當那⽇日，我必為我的⺠民，與⽥田野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地上的昆蟲
⽴立約；⼜又必在國中折斷⼸弓⼑刀，⽌止息爭戰，使他們安然躺臥。19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
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20 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
我－耶和華。

1. 妻⼦子和丈夫之間沒有第三者的地⽅方。 

2. 妻⼦子和丈夫有親密的對話。


III. 在新約裡，我們看到基督和教會之間的相連。

A. 基督稱我們為朋友。 朋友之間可以直接交流對話。 如果還要透過第三者的介紹，
就不不是朋友。 約翰福⾳音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14 你
們若遵⾏行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了。15 以後我不不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不
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見的，已經都告訴你們
了了。


B. 聖靈靈內住在我們裡⾯面，提醒安慰保守我們。 約翰福⾳音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
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17 就是真理理的聖靈靈，乃世⼈人不不能
接受的；因為不不⾒見見他，也不不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
你們裏⾯面。


IV. 在宗教改⾰革（復復原）運動後，與“基督的聯合”就成了了最重要的核⼼心教義之⼀一。 

A. 約翰福⾳音 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不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理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更多。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
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了。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不常在
葡萄樹上，⾃自⼰己就不不能結果⼦子；你們若不不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5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了我，
你們就不不能做甚麼。


B. 我們所有信主的⼈人都在信⼼心中與基督聯合。 （Union）

C. 但我們要繼續保持與基督的交流，契合。（Communion）




1. 聯合是事實，是不不變的。 契合，是會起伏改變的。有時候我們⼼心情好，信⼼心⼤大，
順服主，我們與主的契合就親密。 有時候我們⼼心情差，⽣生病，信⼼心軟弱，犯罪
不不順服主，我們與主的契合就會低落。


2. 但與主的聯合不不因為我們的契合⽽而改變。 

3. 在葡萄樹的⽐比喻中，結果⼦子的樹枝會被⽗父神修剪，使我們結果⼦子更更多。在修剪
的過程中會痛，會覺得我們與主的契合降低，會覺得主離我們好遠。但主的愛
不不改變。


V. 唯獨依靠基督完全地洗清我們的罪，不不再靠聖徒，不不再靠⾃自⼰己的善⾏行行。

A. 在天主教的系統裡，基督的⾎血在洗禮時洗淨了了我們從亞當來來的原罪，和到洗禮那
天的罪。但洗禮後所犯的罪，就要靠向神⽗父告解，向聖徒祈禱，向⾺馬利利亞祈禱，
領聖餐，不不斷地洗去罪。


B. 但聖經裡教導基督的贖罪不不是如此的，祂完全地洗清我們所有的罪，包括未來來的
罪。他成為我們的義，我們的聖潔。 


C. 哥林林多前書 6：9 你們豈豈不不知不不義的⼈人不不能承受上帝的國嗎？不不要⾃自欺！無論是淫
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
辱罵的、勒勒索的，都不不能承受上帝的國。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
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上帝的靈靈，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了。


D. 希伯來來書 10：12 但基督獻了了⼀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上帝的右邊坐下了了。13 從
此，等候他仇敵成了了他的腳凳。14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便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
全。15 聖靈靈也對我們作⾒見見證；因為他既已說過：16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
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律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裏⾯面。
17  以後就說：我不不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18  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
不不⽤用再為罪獻祭了了。


VI. 可是我們還活在罪中，常常會犯罪啊，基督這樣完全地赦免我，不不會使我更更容易易犯罪
嗎？

A. 路路德在解釋葡萄樹的⽐比喻時如此講解：“To summarize, the very essence of my 

heart is renewed and changed. This makes me a new plant, one that is grafted 
on Christ the Vine and grows from Him. My holiness, righteousness, and purity 
do not stem from me, nor do they depend on me. They come solely from Christ 
and are based only in Him, in whom I am rooted by faith, just as the sap flows 
from the stalk into the branches. Now I am like Him and of His kind. Both He 
and I are of one nature and essence, and I bear fruit in Him and through Him. 
This fruit is not mine; it is the Vine’s.” （Luther’s Works, 24: 226.） 


B. “總結來來說：我的⼼心的最根本核⼼心本質被更更新和改變來來。 我成了了⼀一顆新的植物，⼀一
顆被嫁接到基督的真葡萄樹上⽽而繼續成⻑⾧長的植物。 我的聖潔，我的公義，我的純
潔不不是從我流出來來的，也不不是依靠我⽽而有的。 它們完全是從基督⽽而來來的⽽而依靠他
⽽而有，我的根透過信⼼心扎在祂身上，如樹的汁液流從樹幹流到樹枝⼀一樣。我如今



像基督，與他相同，分享共同的⽣生命本質。我透過祂結出果⼦子，果⼦子是祂的，不不
是我的。”


C. 你我不不要以為⽤用天主教的這種積功德⾏行行善我們就會更更聖潔。我們靠⾃自⼰己是不不⾏行行的，
靠其他聖徒也是不不⾏行行的，靠苦修苦待身體也是不不⾏行行的。只有更更親近主，在主的聯
合的根基上繼續與祂契合。


VII.應⽤用：

A.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人身上嗎？不不要以為只有天主教有聖徒，基督教也有。把⼈人抬
⾼高，成為偶像，仰慕他，推崇他，但當他跌倒時，你的信⼼心就垮了了。 

1. 遠志明所拍的神州影集就花了了太多時間講聖徒的故事。 

2. 唐迷也是，把唐崇榮當成是最⾼高指導原則⼀一般。

3. 還有我們會把某個宣教⼠士抬舉成為偶像。 

4. ⾒見見證⼈人是雲彩，但要仰望基督！


B. 與基督契合，不不要花時間與基督“聯合”。 當你犯罪時，不不要想像上帝把你遠遠地
丟掉了了，然後你得再爬回來來。 

1. 不不是階梯狀狀態的成⻑⾧長，越來來越⾼高深。然後跌倒後得重新爬。

2. 是葡萄樹，是有機的，organic成⻑⾧長，不不要掉到⾕谷底去。

3. 跌倒了了，就爬起來來，繼續讀聖經，禱告，聚會，傳福⾳音。 求主憐憫。 


回應詩歌：Give Me Jesus (Guitar) 


Give Me Jesus

1.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2. When I am alone

When I am alone

Oh,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3. When I come to die

When I come to die

Oh,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