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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
我们前几堂课一直在探讨基督怎么样不认识罪？

 道成肉身所取的人性是没有罪的

 基督不犯罪，

不带原罪、连犯罪的可能都没有

迦克墩信经宣告：
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希伯来书)。

林后五21 形容基督为那不认识罪的，
意思是基督与罪没有任何瓜葛、
他将罪拒于千里之外。

我们从多处经文讨论了基督如何没有罪，

而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基督为何没有罪？

迦克墩信经宣告：圣子藉由道成肉身所成为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救恩都是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救恩；

基督之无罪 –当然他本来就不可能有罪，
他的无罪对于他救赎的工作来说他的无罪对于他救赎的工作来说，

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基督必须是 罪的 我 替我

林后五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基督必须是无罪的，才能担当我们的罪、才能替我们受刑罚，

满足神的公义，才能免去上帝的愤怒

如果基督有原罪 那么他本来就应该受刑罚如果基督有原罪，那么他本来就应该受刑罚

原罪在定义上就包括了罪责，
正如 所讲的正如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

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因 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假如基督有原罪，那他受上帝的刑罚本来就是应当的，
就不能够替代我们作为上帝无罪的羔羊 被上帝刑罚就不能够替代我们作为上帝无罪的羔羊、被上帝刑罚，

所以基督必须是那不认识罪的、才能够替我们成为罪。

林后五 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是在引述赛五十三林后五21 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是在引述赛五十三6

关于基督的宣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是那不认识罪的 耶和华却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 他是那不认识罪的，耶和华却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

 而不是说圣子成为一个有罪的人
是这个无罪的人 没有犯罪的意念 没有原罪是这个无罪的人，没有犯罪的意念、没有原罪，
但是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也惟有如此才能够照也惟有如此才能够照

林后五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我们的过犯不算于我们的、不归算于我们身上，
而是归到基督身上，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而是归到基督身 ，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这是 林后五19-21 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当保罗使用「在基督里」这个术语时，
意思是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合而为 好像耶稣在意思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合而为一，好像耶稣在

约翰福音所教导的「枝子连于葡萄树」。

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与基督合而为 ，这是一个奥秘、
却又真实的属灵的联合，使得

一切本来属于我们的都成为基督的；切本来属于我们的都成为基督的；

一切属于基督的都成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一体 结果我们的罪孽就归在他身上因为我们是一体，结果我们的罪孽就归在他身上，
 不只是名义上算为他的罪、而是真实地成为了他的罪

 他真实地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原罪、 他真实地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原罪、

他也不可能犯罪，在他里面连犯罪的意念都没有，

但是我们的罪却真实地归在了他身上

他既替我们受了刑罚，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就除去了我们本来当受的刑罚跟愤怒，就除去了我们本来当受的刑罚跟愤怒，

以至于上帝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

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讲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公义；
在教会可能常常听到 句话 神爱罪人 但是神恨恶罪在教会可能常常听到一句话：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

这个讲法本身并不一定有错，但很容易误导人 –
因为把罪跟罪人分开来 好像罪人是罪这个东西的受害者因为把罪跟罪人分开来，好像罪人是罪这个东西的受害者，

好像罪是人以外的一种力量，

在攻击、威胁神所造的人。在攻击、威胁神所造的人。

不！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罪的受害者，
我们就是罪人 犯罪的人 犯罪的主体我们就是罪人、犯罪的人、犯罪的主体，
 罪是出于人的意念、人的行动，

罪人是因为自己犯罪、所以成了罪人罪人是因为自己犯罪、所以成了罪人

 不是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害我们犯罪

凯旋基督论 Christus Victor主张–凯旋基督论 Christus Victor主张
 基督没有替我们受刑罚，因为上帝不会刑罚人

 基督救赎之功是藉由他在十字架上面基督救赎 功是藉 他在十字架 面

所活出来的圣洁，来胜过那个捆绑我们的罪

凯旋基督论把人讲得好像罪的受害者、很无辜、
受到罪的侵袭 辖制 然后我们就对自己说受到罪的侵袭、辖制，然后我们就对自己说：
「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我再怎么犯罪，

神恨恶的不是我这个人 是我犯的罪 」神恨恶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犯的罪。」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罪与罪人是分不开的，
堕落的人 堕落的天使 是犯罪的主体堕落的人、堕落的天使，是犯罪的主体，
没有这些主体就没有罪这个东西，

 没有犯罪的人 没有犯罪的天使就没有罪 没有犯罪的人、没有犯罪的天使就没有罪

 上帝要刑罚的不是罪、而是罪人

罗一18 原来 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罗 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 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罗三19 20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罗三19-20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宗教改革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
指出 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 称之为神学上的公理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称之为神学上的公理，

就好像几何学里有公理、有定理，

公理就是最基要的真理 加尔文指出这最基要的神学真理：公理就是最基要的真理，加尔文指出这最基要的神学真理：
「只要我们仍是罪人，上帝的愤怒就会一直停留在我们身上。」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 约翰欧文十七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约翰欧文，
论及上帝的公义时，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神恨恶罪是出于选择 还是出于他那不能改变的本性？「神恨恶罪是出于选择、还是出于他那不能改变的本性？

神会不会看到人犯罪却不刑罚罪？

神恨恶罪如果是出于选择，那么上帝也可以选择喜爱罪。」神恨恶罪如果是出于选择，那么上帝也可以选择喜爱罪。」

这种说法明显违反圣经、明显是在亵渎上帝！
 上帝乃是出于他圣洁的本性 不可能不恨恶罪 上帝乃是出于他圣洁的本性，不可能不恨恶罪

上帝在他本性上既是圣洁的，
在他旨意上就必定要刑罚罪人，在他旨意上就必定要刑罚罪人，

所以罪人就必须受神的刑罚，这是圣经清楚的启示



出卅四7、鸿一3 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先知那鸿对不断离弃神的犹太人 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人宣告先知那鸿对不断离弃神的犹太人、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人宣告。

在教会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子的问题，说：

「上帝直接赦免我们的罪就好了「上帝直接赦免我们的罪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差圣子来替我们受刑罚？」

那为什么不能够看我们犯罪 然后在天上作为一位那为什么不能够看我们犯罪，然后在天上作为 位

慈爱的父亲，就说：「好啦，你犯罪没关系啦、

你可怜啦、我赦免你啦。」你可怜啦、我赦免你啦。」

答案很简单也很沈重 – 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罪必须受到刑罚、罪人必须承受上帝的愤怒 所以罪必须受到刑罚、罪人必须承受上帝的愤怒

 上帝圣洁的本性使得他必然刑罚罪人，

神的权能不在于他可以违背他圣洁的本性权

权能的意思是上帝所有的旨意以及行动都完全合乎他的本性、
彻底彰显他的本性，他本性的彰显不会受到彻底彰显他的本性，他本性的彰显不会受到
任何外在事物的拦阻，这个叫做上帝的权能。

罪人必须受上帝的刑罚、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平息上帝的愤怒。
因此罪人如果要得赦免 他的罪债要除去 因此罪人如果要得赦免、他的罪债要除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因信与基督联合
保罗说的：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保罗说的：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归到基督身上

惟有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刑罚，惟有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刑罚，
才能够除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愤怒。

赛五三4-6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以赛亚笔下这位替我们受刑罚的义仆，必须是无罪的，
否则他受的刑罚就不是替我们受 而是自己本来当受的否则他受的刑罚就不是替我们受，而是自己本来当受的。

赛五三9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彼前二22-24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彼得在这里讲到基督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在这里讲到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加三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保罗跟彼得在这两段经文当中都告诉我们：
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木头上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木头上，

乃是要显明他受到律法的咒诅；

也就是在律法下 被定罪 受刑罚也就是在律法下，被定罪、受刑罚，

这是律法咒诅的意思。

这两段经文的背景是这两段经文的背景是 –
申廿一22-23 人若犯该死的罪，

被治死了 你将他挂在木头上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 挂在木头上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挂在木头上，
是受上帝公义律法咒诅的，
 基督是那不认识罪的 却替我们成为罪、成为咒诅 基督是那不认识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成为咒诅
 我们犯了该死的罪，现在都归到他身上，

他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受到上帝公义律法的咒诅他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受到上帝公义律法的咒诅



罗三10-18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

接着保罗就讲律法的咒诅怎么样临到普世的人身上…
罪真的不只是善的缺乏，罪是与神为敌，

这样子的人要受到律法的咒诅。

罗三19-20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为律 本 叫人知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神的义在律法以内的彰显，
帝就是我们按上帝公义的律法受到刑罚。

21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22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并不是基督的救赎违反了律法的义 恰恰相反并不是基督的救赎违反了律法的义，恰恰相反，

基督的义是成就了、成全了律法的义，

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

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应该按着律法灭亡。
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

白白地，意思是我们自己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
但并不代表上帝的恩典是免费的，

这恩典不是免费的、是无价的。

多特信经 二3 只有圣子的死，

才具有这无限的价值 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才具有这无限的价值，来满足上帝的公义。

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的确显明上帝的爱

 保罗也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保罗也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但是神的爱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
林前十三他的爱与他的公义是完全纯一的林前十三他的爱与他的公义是完全纯一的，
是一体的，而且不是一体的两面；
是完全等同的 –是完全等同的

他的爱就是他的义、他的义就是他的爱。

义与爱 是对同样一个事实的两种形容：义与爱，是对同样 个事实的两种形容：
 基督的救赎显明了上帝的义
 他的义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的义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原文 hilasterion是指平息愤怒，
英文通常翻译成 iti ti 是正确的翻译英文通常翻译成 propitiation，是正确的翻译，

带有平息愤怒、化愤怒为恩慈的意思。

所以「挽回祭」就预设了上帝原本的愤怒与刑罚所以「挽回祭」就预设了上帝原本的愤怒与刑罚，

基督救赎之工的核心，并不在于

替我们胜过一个攻击、捆绑我们的敌人替我们胜过 个攻击、捆绑我们的敌人，

好像我们只是受害者而已

基督救赎之工的核心，在于免去上帝愤怒的刑罚基督救赎之工的核心，在于免去上帝愤怒的刑罚

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讲神的爱，
但是我们经常讲的不是真正的神的爱，但是我们经常讲的不是真正的神的爱，

而是自己想出来的一种非常廉价的爱；

我们经常忘记神的爱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爱，义 洁
他是忌邪的神，
他的爱也是忌邪的爱、是一种 jealous love。



我们不喜欢讲神的刑罚，所以英语世界有一些神学家
在翻译新约圣经时 就不喜欢「挽回祭」这个字在翻译新约圣经时，就不喜欢「挽回祭」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预设了上帝的愤怒、刑罚，

在讲平息上帝的愤怒 所以主张把这个字改掉在讲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主张把这个字改掉，

然后翻译成「除罪祭」，好像基督救赎的功效
单单是除去我们的罪而已 而不是免去上帝的刑罚单单是除去我们的罪而已、而不是免去上帝的刑罚，

 因他们从头到尾就不愿意接受说：上帝会刑罚罪人

 喜欢说：神爱罪人、恨恶罪，神除去你的罪、他爱你这个人喜欢说：神爱罪 、恨恶罪，神除去你的罪、他爱你这个

罪，是上帝击打的对象，他们说：上帝不会刑罚犯罪的人。
因此也不接受说：上帝会把我们当得的刑罚归在基督身上，因此也不接受说 上帝会把我们当得的刑罚归在基督身上，

上帝怎么会刑罚自己的儿子，上帝这么爱他的儿子。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了基督作挽回祭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了基督作挽回祭，
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受上帝的咒诅，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如果他没有受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果他没有受刑罚，

我们不能得平安，这刑罚是上帝加在他身上的。

巴刻博士《认识神》当中告诉我们：
「挽回祭」这个概念是福音的核心「挽回祭」这个概念是福音的核心，

意思就是基督替我们受刑罚，好平息神对我们的愤怒。

巴刻提出四点关于挽回祭的真理 是至关重要的巴刻提出四点关于挽回祭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
1. 是上帝称罪人为义的道理

2. 是圣子道成肉身的目的2. 是圣子道成肉身的目的

3. 是基督升天以后继续进行的救赎之工

4. 向我们启示上帝的爱

一、「挽回祭」是上帝称罪人为义的道理：
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 不 有罪的为无罪
假如基督没有一次替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受刑罚，

我们的罪就不能被免去，神也就不能在审判台前称我们为义

假如基督没有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刑罚，
神还称我们为义，神就是说谎的！但是神不能说谎，

神设立基督作挽回祭，是我们被神称义的惟一途径

一、「挽回祭」是上帝称罪人为义的道理

罗三25-26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二、「挽回祭」是道成肉身的目的

来二17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来二17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基督道成肉身，

成为凡事与我们相同、本质相同的人，

目的就是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三、「挽回祭」是基督升天以后，继续进行的救赎之工

约壹二1-2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 位中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约翰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 所以最后 句话意思是约翰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最后一句话意思是 –
不单为犹太人的罪、也为万民的罪。

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

 基督为我们的罪作挽回祭，不但是一次献上而有效

 基督现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也不断地为我们祈求 基督现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也不断地为我们祈求，

祈求上帝赦罪的恩典
而他既然一次作了挽回祭而他既然 次作了挽回祭，
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支取赦罪的恩典。



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愤怒、刑罚，让我们看见罪有多可恨，
本来应当让我们不敢再犯罪 不愿意再犯罪本来应当让我们不敢再犯罪、不愿意再犯罪，
但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明白罪的丑陋、可恨的时候，

我们里面却仍然有罪性 仍旧会犯罪我们里面却仍然有罪性、仍旧会犯罪、

在死之前那个罪性都不会完全除掉。
约翰：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在父那里我们有 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可以不断向他支取赦罪的恩典。

四、「挽回祭」向我们启示上帝的爱四、「挽回祭」向我们启示上帝的爱
我们今天讲神的爱都讲得太廉价了，

讲得好像我们可以随意犯罪、

然后神又无条件地爱我们，

不！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
 这种公义、圣洁、忌邪的爱，又是坚定不移的爱

 如果上帝是个滥好人、是个不会刑罚罪恶的上帝，

那他的爱就是廉价的爱

但挽回祭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不是廉价的，
他的爱是无价的 圣洁的 忌邪的 他的爱是要 他的爱是无价的、圣洁的、忌邪的，他的爱是要

让我们不敢再犯罪、也不愿意再犯罪

尽管犯罪我们会说：我真是苦啊！尽管犯罪我们会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他的爱是这样子的爱

约壹四8b-10 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他的爱是这样子的爱。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所以我们敢再说神爱我们、我们就随意的犯罪吗？
在这圣洁的爱中 我们应当学会敬畏在这圣洁的爱中，我们应当学会敬畏，

这个爱除去我们的恐惧、

这个爱也教导我们畏惧这个爱也教导我们畏惧，

我们感谢赞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