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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犯罪、被定罪的人，

因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借着人的信，神就称罪人为义；

接下来仍然是福音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阶段 –接下来仍然是福音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阶段 –

要「成义」、或「成圣」。

称义 是过去的罪被洗净称义，是过去的罪被洗净，

 不义被算为义、被称为义

 是对付罪过 罪行 是对付罪过、罪行

 每一个犯罪的行为、过犯要得赦免、

不被算为罪，这是第一步不被算为罪，这是第 步

成义、或成圣，是现在不要继续犯罪，

 现在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现在能过 个圣洁的生活

 是对付罪的律、罪性

 每一个人还要脱离罪的权势、每 个 还要脱离罪的权势、

罪的律和性情，就是成义、成圣

从 罗马书第六章 到 第八章15节 就是讲论

基督徒要过成义 成圣的生活基督徒要过成义、成圣的生活，

怎么样能达到成义、成圣的生活…

六16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
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

或作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六19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六19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这两节意思相同的：

一个以致成义 一个以至于成圣个以致成义、 个以至于成圣，

 所有称义的人要达到成义、成圣的境界

 圣经绝对不是要基督徒随便犯罪，再回来得赦免 圣经绝对不是要基督徒随便犯罪，再回来得赦免

当时有人就误解，连今天可能都有人误解…

误解什么？

上帝拯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过

六1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上帝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

白白的恩典，有一些人就误会 –

以为信仰基督可以生活很随便以为信仰基督可以生活很随便，

犯了罪就可以白白得赦免，

 少犯罪，耶稣宝血少洗净、上帝恩典少显出来少犯罪，耶稣宝血少洗净、上帝恩典少显出来

 多犯罪，耶稣宝血多洗净、上帝恩典多显出来

这样岂不是我们要多去犯罪、让上帝恩典多多显出来吗？

如果有人这样问，答案 –

2断乎不可！断乎不可！
应该要继续不断成圣、过圣洁的人生。

很重要的消息就是 六、七、八 三章里面，很重要的消息就是 六、七、八 三章里面，

保罗强调：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成义、成圣。



成圣是上帝非常看重的，从旧约到新约神都在呼喊 –

所有信靠他的人 属他的子民 要过圣洁的人生 所有信靠他的人、属他的子民，要过圣洁的人生

 神说他是圣洁的，神的子民、儿女，都必须要圣洁，

不圣洁的话 不能见神的面！不圣洁的话，不能见神的面！

圣洁，旧约超过一千多次、新约快三百次之多，

神是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的神神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神，

跟神有关的东西都分别为圣，

 天使赞美神的欢唱里 常常呼喊圣哉 圣哉 圣哉 天使赞美神的欢唱里，常常呼喊圣哉、圣哉、圣哉

 我们信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读的经书叫圣经 唱的诗歌叫圣诗 读的经书叫圣经、唱的诗歌叫圣诗、

教会的工作叫圣工、礼拜天被称为圣日
 教会的职分叫圣职、耶路撒冷城也叫圣城、教会的职分叫圣职、耶路撒冷城也叫圣城、

锡安山叫圣山、巴勒斯坦地都叫作圣地
 圣经中基督徒常常被叫作圣徒
成圣，是基督徒要切慕、思考、活出来的！

在圣经里面论到成圣，有两方面的意义：

地位上的成圣 生活上的成圣地位上的成圣、生活上的成圣。

旧约里面，

把头生的牛 羊奉献给神 就分别为圣了 把头生的牛、羊奉献给神，就分别为圣了

 把初熟的果子奉献给神，也被分别为圣了

 圣殿中的器具分别为圣归给神 圣殿中的器具分别为圣归给神

这些牛羊、果子、器具，

没有道德 是非 善恶的问题 没有道德、是非、善恶的问题

 只有归属的问题 – 归给神，就分别为圣，

叫作成圣的地位叫作成圣的地位

但是人活在神面前，

过一个圣洁 敬爱神 对人美好的生活过一个圣洁、敬爱神、对人美好的生活，

这种分别为圣是生活的成圣。

新约论到成圣 样如此新约论到成圣，一样如此。

一7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
罗马教会基督徒 保罗已经称他们为圣徒 是现在的状况罗马教会基督徒，保罗已经称他们为圣徒，是现在的状况；

六19 最后五个字「以至于成圣」，是将来的目标。

 以地位而言 现在已经是圣徒了 以地位而言，现在已经是圣徒了

 以生活而言，要达到将来成圣的目标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说：

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众人
然后写信 讲他们许多缺点 劝他们要然后写信、讲他们许多缺点，劝他们要

敬畏神、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得以成圣

基督徒当信耶稣 悔改认罪 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当信耶稣、悔改认罪，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儿女，

不再是罪人的地位，乃是义人的地位，

 称义的同时、得到了成圣的地位 称义的同时、得到了成圣的地位，

都可以被称为圣徒

 但是还有犯罪的可能，需要不断的经验但是还有犯罪的可能，需要不断的 验

成圣的生活、生活的成圣

基督徒有犯罪的可能…
七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七17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七15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七15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住在我里头的罪在我里面管理，

在我里面控制，我去做了。制 我

七20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八2 我们需要脱离罪和死的律，
基督徒虽然被称义、有了成圣的地位，基督徒虽然被称义、有了成圣的地位，

 但因为罪还住在我们里面、罪的权势还会影响我们

 虽然基督徒不应该犯罪，督 应 罪，

但不照神的办法、可能会犯罪



很关键的问题 – 基督徒怎么能不犯罪呢？

六 七 八章 讲出两个基督徒实行 经验的秘诀

六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六、七、八章 讲出两个基督徒实行、经验的秘诀。

第一个秘诀…

如果你盼望脱离了罪、不再去犯罪、不被罪管辖，

就必须要死，知道怎么死、然后要天天死！

第二个秘诀… 八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叫人活圣灵的律、是充满生命的律，是神的生命带来的律，

这个律能够叫人活、赐人生命、叫人活起来。人 命

所以第一个秘诀要死、第二个秘诀要活。

六8 加以整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六 加以整合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怎么能过成圣的生活、以至于成圣？

秘诀就是与基督同死、向罪是死的
同活、向神是活的

怎么同死？怎么同活？

罗马书又分成两种罗马书又分成两种…

客观的死：

上帝已经替你做好的死上帝已经替你做好的死，

 不是你自己做的、是上帝帮你做的

 上帝在过去历史 在基督里 上帝在过去历史、在基督里，

已经帮你做好的死
 是我们要相信 要接受的 是我们要相信、要接受的

 要知道它、相信它、承认它、接受它

主观的死：主观的死：

是上帝在你的历史中，正在帮你完成的死，

 是我们已经经验到的 是我们已经经验到的

 要靠着圣灵的大能、

靠着上帝现在的作为，靠着 帝现在的作为，

来经验这个死

客观的活：

上帝在过去历史上上帝在过去历史上、

在基督里已经替你完成的活

主观的活主观的活：

现在也要在我们的历史中，

上帝借着圣灵上帝借着圣灵，

正在让我们活出他的律、他的生命

上帝先做好客观的上帝先做好客观的、

然后执行主观的，

 有了客观的为基础 有了客观的为基础、

我们就能产生主观的经验

 它的目的 – 它的目的 –
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过 个成圣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