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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與保羅神學指定閱讀課本 

1. 馬有藻﹕從稱義到成聖-保羅書信詮釋 

2. 保羅（保羅書信閱讀書籍） 

3. 翻天覆地—使徒-保羅新傳 

 

保羅書信與保羅神學參考書 

 

1.莊新泉﹕牧師保羅一書（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2.柏饒齊：聖經難解之言保羅篇（校園） 

3.陳終道：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2~7 冊（校園） 

4.天道聖經註釋：3~12 冊(天道) 

5.邁爾( F.B. Meyer ):保羅(活泉) 

6.傑弗遜與馬得勝:保羅的人格與屬靈生活(活道) 

7.陳濟民：新約神學精要（中神） 

8.莫理斯(Leon Morris )：認識新約神學（校園） 

9.古特立( Donald Guthrie )：古氏新約神學（華神） 

10.賴德 (George E. Ladd)：賴氏新約神學（華神） 

11.滕慕理 (Merrill Tenney)：新約綜覽（宣道） 

12.田雅各：聖經各卷要義（中福） 

13.梁家麟：哥林多前書註釋（天道） 

14.韓威廉 (William Hendriksen )：提摩太前後書註釋 （天道） 

15.J.W. Shepard, The Life & Letters of St. Paul (Eerdmans) 

16.Richard N. Longenecker, The Origin & Nature of Paul’s Christianity  (Baker) 

17. Richard N. Longenecker, The Ministry & Message of Paul (Zondervan) 

18.F. F. Bruce, Paul , Apostle of Heart Set Free (Eerdmans) 

19.Herman Ridderbos, Paul: An Outline of His Theology (Eerdmans) 

20.James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Eerdmans) 

 

課程要求： 

1.上課十週，不先請假，視為曠課。會影響成績 

2.閱讀聖經：羅馬書～腓利門（13卷）一次 

3.于上課十周內完成指定課本的閱讀﹕馬有藻﹕從稱義到成聖-保羅書信詮釋；保羅（保羅書信閱讀書籍）； 

翻天覆地—使徒-保羅新傳 

寫每以下兩本書（《保羅》，《翻天覆地》）的簡單心得。 

4. 寫 paper (3000字以上) 

5.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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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保羅神學與保羅書信 

Pauline Epistles & Pauline Theology 

=>Johannine Theology 約翰神學(約翰福音、約壹、約貳、約參)，彼得神學，先知神學，摩西 

五經神學 

 

Methodology(方法論):聖經、神學之處理方法 

1.Biblical Theology→處理保羅書信                                              

  以聖經作者，書卷作大前提，出發點，找出作者，某書卷在當時代情況，針對當時問題，需要→

信息，特別啟示，真理(historial, contextual approach) 

  雅各:A.D.50 年猶太信徒，逼迫困苦→失愛心，生活見證→信心，行為並重(羅 2:24) 人稱義是因

為行為，不是單因著信(得救的證明) 

  羅馬書:A.D.58 羅馬猶太人，外邦人組成教會→有衝突，羅 3(長處)， (羅 11)本樹//枝子 

  未去過羅馬，擔心，信仰根基→寫完整救恩要道:中心，因信稱義(得救的原則) 

 

                       神論 

                       基督論 

      M. Luther         人論 

                       救恩論      少提雅各書(草木禾栺，非正典一部份) 

      因信稱義         教會論 

      (系統教導        末世論 

      系統神學) 

 

2.在一個真理主題，透不同作者，書卷 → 多面性的豐富，完整 

  i.e.基督論:太(王)，可(僕人)，路(人子)，約(神子)，羅(挽回祭)，來(中保) 

3.從各卷不同時代看真理漸進性 progressive richness:明朗，清楚，具體→救恩，創 3:女人後裔，皮

衣(創 22) 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 49)猶太支派出→出獻祭贖罪→(申 18:18)→(賽 53) 

   

保羅神學(13 封書信) 
 

1.家庭背景:(腓 3:5)，從小受教於會堂，熟讀舊約  LXX(150B.C.亞歷山大城) 

2.三大宗教文化影響(文化背景):(徒 21:39／22:3, 6~8)→生於大數，(加 1:12~17) (羅馬行政首府，貿

易中心，大學城):希臘文化背景，長在耶路撒冷:猶太文化，A.C.9 大馬色遇見主:基督教信仰 

3.教育背景: (徒 22:3) 13 歲到耶路撒冷，住在姊姊家(23:16)，受教迦瑪列(徒 5:34)，grandson of Rabbi 

Hillel (60B.C.~A.D.20) 

  教導:比較自由新派之 Judaism, Hillel (自由)  離婚看法(可 10:2~4)  Shammai(保守嚴謹)  

  對向邦人看法:同樣被神眷顧，傳猶太教//在神計劃裏毫無地位，無關影響 Paul 宣教精神 

4.政治背景﹕大議會會員(San Hedrin) (徒 26 :10) 

5.宗教背景:猶太主義，法利賽思想，(腓 3:5)，法利賽人 Pharisees 

a.相信永生，復活，天使，鬼魂，(徒 23:6~8)／(26:5~8) (Saducees 不信) 

 發展 Christianity 復活真理，(林前 15:20~21／但 7:13~14／徒 9:22) 

b.神掌管歷史，要安排彌賽亞末世降臨 

c.嚴守律法:被擄因不守律法(申 28:15,25) ( Torah:613) 戒命(+ve248,-ve365) 

  藩籬保彰”make a hedge”守安息日→39 個安息禁例，引申條例→oral tradition 

  認為:以色列人完全遵守神的律法→賜福，彌賽亞降臨(加 1:13~14) 

以:基督徒破壞神律法→殘害之影響:律法重要性(羅 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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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神主義(Monotheism)改變:徒 9:20，反異教(西 2:8)，反異教崇拜(林前 10:14,21) 

e.舊約是聖經(羅 1:2,3:2／提後 3:16) 

  影響 93 次引用舊約說明耶穌救恩，新約是舊約延續與應驗 

  羅 9~11 引 26 舊約.說明  舊約神主權揀選，羅 9:25→新約神主權揀選，外邦人得救 

                         舊約律法 10:4→基督關係 

                         舊約以色列延續 11:17→教會 

  引舊約說明因信稱義(羅 1:17／4:3,7~8／加 3:6, 11) 

  福音:亞伯拉罕之約應驗(羅 4:17~18) 

 

  結論:救恩成就乃“按聖經”所應驗 (林前 15:3,4) 

f.猶太之末世觀→今生與來世 (可 10:30／太 12:32→弗 1:21)→「主的日子」(帖前 5:2／林前 15:50) 

 

    神的日子 

       ↓ 

今生           來世 

              神的國 

 

5.希臘文化思想背景: 

 

  (1).希臘文化的比喻 

a.運動[選手，比賽，冠冕] (林前 9:24,25／腓 3:14／提後 2:4~5) 

b.一般律法﹕(羅 7:1~4) 婚姻法／契約法, 遺囑法(加 3:15, 加 4 :1-2)／成人法(Jews12 歲) 

c. procession 遊行(林後 2:14，元帥，士兵，沿途灑香料，煙香／(西 2:15) make a public example  

of their ownership) 

d. market trade 市場買賣(林後 1:22  質:deposit, guarantee 弗 1:14) 

 

(2)希臘文化用語 

a.良心,本性(羅 2:14~15) 

b.奧秘(西 1:26／2:2) 

c.豐滿,完全(西 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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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保羅的律法觀 

1.矛盾之「律法」論點 

a.(羅 2:13)行律法稱義  

律法思想，法利賽人律法觀，(羅 2:6-7, 3:12) 

(腓 3:6)「就律法的義說……」（從外表行為而言）  法利賽人遺傳律法，遵守之義 

b.因信稱義(羅 5:1／加 2:16／羅 3:20)→基督裏新啟示(羅 3:21~22／羅 8:7／羅 7:18)，信主後:廣義

「神的律」 

  結論:兩個時期，信主前: a.律法式，法利賽人式(nomism)，以為人能靠守律法得救 

                 信主後:b.在基督裏新律法觀，理論上人若能守神律法是可稱義，事實上「沒

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羅 3:20)，且「世人都犯了罪…」(羅 3:23)，唯靠信主稱

義    

 

    (十架羔羊未明顯) 

              O.T.                    N.T 

               神                     神 

                  律法                  

                         

人                     人 

      新約隱藏在舊約裏           舊約顯明在新約裏 

 

2.舊約時代聖經的律法觀 (猶太主義律法觀) 

  錯誤的觀念: 在舊約律法時代，舊約以律法為中心，人與神關係建立是「律法關係」。二分法﹕舊

約人靠守律法得救，是神律法時代；新約是恩典時代，靠信主得救。 

舊約聖徒的得救觀，律法觀﹕詩 103:2-3, 8-12, 出 34:6-7 

  舊約中心是甚麼? 人與神關係是甚麼?「約」(Covenant)， 

 「約」:恩典，禮物，不先做什麼善功而得到，乃神「揀選」(申 7:6~7) 

 「律法」:守割禮，是否守割禮產生「約」? 「成為神子民」? 

        隔離是憑據(Sign, proof) :表明是屬神的人，表明是屬神順服的子民，是一記號與提醒 

        It is not a cause of covenant, but a “presevation”of the covenant relationship 

        i.e.夫妻「婚約」， 守「貞潔」， not a “cause”， but a obligation & prevervation，愛才是因 

  摩西之約 Mosaic Covenant, 出 19:4~6 

       「律法」:十誡 出 20→申 28:15,25 

        →not a “cause”，but “a preservation”自己作神子民→申 5:16, 5:33; 28:1~14 

        是繼續享受這恩典立約之條件，非促成這約的條件，守神律法 / 愛享屬地「存活得福」的 

福氣 

        分辨:先有「約」(恩典)，後有「律法」，得救行善，得救成聖 

 

3.兩約間之律法觀 

  改變，因被擄打擊，尼 1:7~9，從律法的角度看→被擄，歸回得救關係 

  律法成為得救作子民方法，條件，原因，先後次序，因果放錯 

  2nd 錯 內外重點放錯 

  O.T.:內心之要求過於外在行為，申 6:5;10:12;路 19:18;彌 6:8 

  舊約: 成為外在行為律法主義 legalism 

       守律法行為→善功         以機械式因果關係看「行為」 

有「行為」善因→善果    不主重內心，並與神同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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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羅的律法觀 

a.繼承兩約法利賽人思想，腓 3:6，“就律法的義是…….” 

 

                      大馬色異象 

為律法大發熱心通過教會            徒 22:7~8→律法觀熱心:破碎 

       除去不守律法者    改變 

            摩西 

b.在基督裏律法觀，新律法觀 

i.律法熱心不是真知識: 錯誤知識是什麼? 守律法是得救方法，行為律法是最重要，律法是一

切，但信主後發現律法不是一切，基督才是一切，律法的總結是基督。 

τελοs: completion 完成，總結，最高峰是「基督」，不是更精深行為律法 

 

     律法                               基督 

人             神                  人              神 

      bridge 

 

       ii.不是靠律法的義                       乃靠基督的義 

 羅 3:21~22，「律法之外」 

不是靠律法的義，人的義              乃神的義，基督的義，「加給」我們 

       iii.羅 3:27~28，不靠行為立功，守律法      乃「信」主之法 

 

       iv.律法是「指標」，基督是「目的地」 

加 3:23~24,引→基督那裏， how?使人知罪，羅 3:10;羅 5:20;羅 7，定罪:羅 5:13 

τελοs, goal→Christ 

       v. 律法的屬靈永恆性 

         羅 7:12,14;3:31(堅固)羅 13:8~10，愛﹕完全律法   弗 6:2，守十誡                             

前靠律法得救，今仍守律法，目的不同。守律法是生活的律法，不是得救的律法    

       律法 

生命            生活 (加 3:27，弗 4:1) 

                                                       

vi 律法之不足性：律法沒有力量，乃叫人死。羅 8:3，林後 3:6 

舊約律法─外在、外樣。羅 5:20，林後 3:3 // 新約把律法寫在心版上 

﹝Side-effect﹞律法─引動罪(羅:5.8) 

vii  基督徒已向律法死﹕羅 7: 4，加 2:19 不在工作(律法)之約下，乃在基督裡，屬新約(恩典

之約下) 

  viii 對保羅律法的掙扎(羅 7:7-25) 

  viiii 行律法的福氣 (加 3:12, 利 18:5, 申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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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有關經文」 
………………………………………………………………………………………………………………………………………………………………………………….. 

 

 

羅 2: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 

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羅 2:20 是蠢笨人的師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 

羅 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 3:21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羅 3:28 所以〔有古卷作因為〕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 3:31 這樣、我們因信廢了律法麼．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 

羅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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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7:12-14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 

我死麼．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

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

了。 

羅 7: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 

羅 8 :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 

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羅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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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林前 9:21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神面前、不 

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約 2:16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 

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加 2:19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 神活著。 

加 3:13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

挂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加 3:24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 

加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加 5: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腓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 神而來 

的義． 

西 2: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提前 1:8 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來 8:4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 

來 10:16『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 

要放在他們的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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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約與律法﹕三個約 
工作之約：(參. 西敏寺信條 7:1-2)   

i)「約」之定義：立約雙方，應許，條件，懲戒(詛咒)  

ii)聖經基礎：   

a) 何 6:7 “亞當背約”   

b) 羅 5:12 - 21  「預像」「照樣」   

c) 創 1-3  滿足「約」之定義：應許→生命的賞賜(reward of life)   

d) 工作之約之有效延續性(Its effectiveness & continuity)：加 4:4-5    

e) 基督滿足完成此「工作之約」一切義律要求：太 3:15，腓.2:8，西.2:14(塗抹律法攻擊) 加 3:13(脫

離律法詛咒)，林前 1:30(祂成為我們的公義，聖……) 

iii)工作之約之要素： 

 a) 立約雙方─受造物與創造主的關係(natural relationship) 

 盟約的關係(covenant relationship)   

b) 應許(Promise)：higher form of life, eternal,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death, erring, sinning 羅 10:5；加

3：12 行律法       活著 

 生命樹的『賞賜』(創 2:9，3:22，24) 

 創 2:17 implies promise﹕a natural state     rewarded higher state 

  c) 條件(Condition)：   
   Moral law written in his heart   

   Perfect moral ability // moral inability after Fall    

   Moral inner laws: positive law (*know not sin) 

   Forbidden fruit: additional, revealed command, negative character   

    a negative possibility of un-abiding, sin 

   A single fest, why a test?   

    a covenant condition, a means of reward   

    a sign of creature & creator distinction, a sign of obidence   

   末世救贖性的意義(林前 15:45-47)，Eschatological redemptive significance   

 

 d) 懲戒(Penalty)：   

   「死」：separation 分離隔絕 創.3:23，弗 4:18 (生命隔絕)//創 1:26  

   Spiritual death：弗.2:1，弗 4:18a(心地昏昧) → physical death   

  iv)工作之約之延續性(perpetuity)：神不變的屬性，律法的總結(fulfillment) 羅 10:4   

 

 

永恆救贖之約 (Covenant of Redemption)   
 

1. 聖經根據   

a.  創世前之安排：弗 1:4f，3:11，提後.1:9，彼前 1:20   

b. 立約之雙方，子服父命：約 10:18，17:4，5:30，6:38   

代表教會，以血成全與父所立之約(新約)：林前 11:25 

新約相對於西乃山之約(亞當工作之約之復示)   

c.  約之條件 (Condition)：   

i)順服，作贖罪祭：來 10:5-7，腓 2:8   

 ii)只求差我來者的旨意，作父所交託的：約 5:30,36   

 iii)道成肉身，生於律法之下，成全律法：加 4:4-5，太 3:15／ 5:17，加 3:13 

d. 約之應許 (Pro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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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得作中保，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來 2:10 

ii) 父賜主教會救贖子民：約 6:38／39,44,65，17:9，賽.53:11，啟 13:8   

iii) 作萬有之首，得國度之權柄：弗 1:22，弗.2:9-11，詩 2:8-9，徒 13:33，太 28:18  

Covenant of Redemption: Father ~ Son (as surety, Head of elect) 

Covenant of Grace: Triune God ~ Elect (in the Surety)   

恩典之約能有效的，無條件地實施於選民身上，全靠賴救贖之約基督的工作與父之應許   
              

    工作之約             
COVENANT OF WORKS 

                                  

              

          MOSAIC COVENANT    

   

 Father 救恩第一應許   亞伯拉罕之約        Works(工作)     

     1
st
 Promise Abrahamic Covenant        

  

  Son H.S.                                        

  

 

 

恩典之約 (Covenant of Grace)   
  Intro：舊約信徒如何得救？  時代論與恩約論   

1. 恩約不同的形式：原始的應許(創 3:15)，亞伯拉罕之約(創 17:1-7)，摩西之約     (出 19:5-7)， 

新約(耶 31:32f，結 36:26f，林前 11:25)   

 
         舊約    新約   

 

2.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之定義 7.3~6   

3. 亞伯拉罕之約：約的範圍 (創 17:7，羅 4:16，加.3:7)，要求(創 17:1)  

4. 摩西之約：   

i) 亞約的延伸與具體化：申 1:8，出.32:13，利.26:42，詩 105:8-11，加 3:17-19 

ii)律法的內容：a.十誡(出.20)   

  b.敬拜禮儀的律例(Ceremonial)：西 2:17，希 10:1(預表基督)，加 4:10，  

    西 2:16(已廢止) 

a. 司法的典章 

b.  (civil laws)：出 21:22，now only applicable in principle 

iii)頒賜律法的目的： a.埃及 430 年，被敗壞    

b.建立聖潔國度屬神的見證(出 19:6)  

 c.定罪→贖罪之法(實用，預表)  

 d.工作之約道德律「復興」→基督末世滿足工作之約(加 4:4~5，3:19-24)   

  iv)摩西之約的要求與應許：關乎迦南國度物質的應許，得永生憑信心獻祭 

        申 28:1-25，利 16:9-10，12:6(出生祭)  

 

 

 

 

 

  

Elect under  

The NEW COVENANT 

In Christ 

Grace(恩典) 

COVENANT OF GRACE  

Works 

工作 

Grace 

恩典 

Non-elect under 

the curse of the 

COVENANT OF 
WORKS 

恩典之約 

摩西之約 

在基督裏

得蒙救贖 

蒙揀選者在新約(得蒙救贖) 

在工作之約

下受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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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same principle: Grace & by Faith 

 

 

 

 

 

 

 

  

 

新約(New Testament)﹕恩典之約 

  

5. 舊約與新約本質一樣：恩典(by grace)，基督羔羊為中心(Christ center)  

女人後裔(創 3:15)     羊皮(創 3:20)     羊羔(創 4:4)      挪亞獻祭(創 8:20)     亞伯拉罕獻祭

(創 15:9-10)    亞倫獻祭贖罪(利 16:6-15)     神的羔羊(約 1:29)      血立新約(林前 11:25)             

ii)新約特點： 

a. 新心，新靈，新律─結 36:26f，耶 31:33f，希 10:16   

b.得聖靈 ─ 結 36:27，徒 2:38   

c.不必靠禮儀獻祭贖罪 ─ 希 10:14／19-20   

d.不限於以色列人 ─ 徒 11:18，羅 4:16，提前 2:4,6，彼後 3:9   

e.神兒女 ─ 約 1:12，羅 8:15-16    

f.得恩賜 ─ 弗 4:8-11，羅 12:6-8，林前 12:29-30／ 12:8-10  
 

 

Ⅲ.保羅對耶穌「神性」上的認識：耶穌的神性觀。約 1:41、詩 2:2 

 

1. 直稱認耶穌為「基督」：Anointed  腓 2:11； 3:8 

a. 基督是「神」：羅 9:5     可稱頌的神 

    多 2:13   至大的神 

    提前:16  神在肉身顯現  

    徒 20:23 神在教會 

 

b. 基督是「主」κμριοs：保羅用主 232 次 

     羅 10:13 求告主名              林前 2:8 榮耀的主 

     林前 8:6 創造的主              林後 12:8 - 9 拯救的主 

     林前 4:4-5，11:31；林後 5:10；提後 4:8 審判的主 

 

2. 對基督的敬拜禱告 

 

a. 敬拜稱頌耶穌    羅 14:11，腓 2:10 ﹝敬拜﹞ 提後 4:13 ﹝榮耀祂﹞ ﹝彼後 3:18﹞ 

 

b. 向耶穌禱告     

i. 羅 10:13  ←  求告主名  →  林前 1:2 

ii. 林前 16:22 Aramaic expression μαραναθα，our Lord， come！ 

iii. 林後 12:8  三次求主  帖前 3:11-12 願…，帖後 2:16 願… 

iv. 感謝主  提前 1:12 

十誡 

恩典之約憑
信獻祭得救 
    實質 

工作之約﹕表面 

(覆示) 

摩西之約 

得救

恩典 

 

成聖 

恩典 

(工作之約) 

信 
得救 

 

(恩約) 

信 

成聖 

作完全人 

(工作之約) 

賞與罰 

亞伯拉罕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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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敏斯德信經       第七章 論神與人所立的約 

 

一、神與受造者之間的距離是如此遙遠，甚至雖有理性的人都當順服神為其創造者，然而若非借著在

神那方面的自動謙就，他們絕不能從神有所獲得，作為他們的祝福與賞賜，神願意用立約的方法來表

明他這種俯就1。 

二、神與人所立的初約乃是行為（工作）之約2，以完全的和個人的順服為條件3，神在此約中將生命

應許給亞當；並在他裏面應許給他的後裔4。 

三、人既因墮落使自己不可能借此約得生命，主就願意立第二約5，普通稱為恩典之約。他憑此約將

生命與救恩借耶穌基督白白賜給罪人，要他們信耶穌基督而得救6；並應許將聖靈賜給一切預定得生

命的人，使他們願意並能相信7。 

四、此恩典之約在聖經中往往以遺命的名稱說明，乃指立遺命者耶穌基督之死，並指出由遺命所留下

的永遠產業及其所屬的一切事8。 

五、此約在律法時代與福音時代的實施各有不同9。在律法時恩約之實施乃借應許、預言、獻祭、割

禮、逾越節的羔羊，以及傳給猶太人的其他預表和禮儀，都是預指那要來的基督10，而且這些在當時

是夠用而有效的；借著聖靈的活動，來教誨並建立選民對所應許的彌賽亞有信心，借著他11才能得著

完全的赦罪，與永遠的救恩。此約稱為舊約12。 

六、在福音時代，當實體基督彰顯的時候13，實施此約的條例乃是聖道的傳揚、洗禮和主餐之聖禮的

執行14；這些條例為數雖少，而且在實施上更為單純，又少有外表的光榮，然而在這些條例中對萬國，

連猶太人帶外邦人15，更充份地闡明了證據與屬靈的效力16。此約稱為新約17。所以是兩個本質上並

非不同的恩典之約，乃是在不同的時代只是一個而又相同的約18 

1. 賽四十 13-17；伯九 32-33，廿二 2-3，卅五 7-8；撒上二 25；詩一一三 5-6，一 OO2-3；路十七 10；

徒十七 24-25。 

2. 加三 12；何六 7；創二 16-17。 

3. 創二 17；加三 10。 

4. 羅十 5，五 12-20。 

5. 加三 21；羅八 3，三 20-21；創三 15；賽四十二 6。 

6. 可十六 15-16；約三 16；羅十 6、9；加三 11。 

7. 結卅六 26-27；約六 44-45。 

8. 來九 15-17，七 22；路廿二 20；林前十一 25。 

9. 林後三 6-9。 

10. 來八，九，十；羅四 11；西二 11-12、17；林前五 7。 

11. 林前十 1-4；來十一 13；約八 56。 

12. 加三 7-9、14。 

13. 西二 17；加二 17。 

14. 太廿八 19-20；林前十一 23-25。 

15. 太廿八 19；弗二 15-19。 

16. 來十二 22-27；耶卅一 33-34。 

17. 路廿二 20；來八 7-9。 

18. 加三 14、16；徒十五 11；羅三 21-23、30；詩卅二 1；羅四 3、6、16-17、23-24；來十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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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Home/ChildrenContent.aspx?CategoryId=53b0e291-51e4-401c-a25f-0eb9d4dae41f&SubCategory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ontentId=9f021799-f04b-4ea5-a1cc-ac66f8541bbc#6
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Home/ChildrenContent.aspx?CategoryId=53b0e291-51e4-401c-a25f-0eb9d4dae41f&SubCategory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ontentId=9f021799-f04b-4ea5-a1cc-ac66f8541bb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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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Term Paper研究題目(參考) 
(3千字以上) 

………………………………………………………………………….. 
 

1. 保羅的「律法觀」 

2. 「與主聯合」(Union with Christ) 

3. 「揀選論」(Election) 

4. 聖餐論 

5. 受洗論 

6. 因信稱義 

7. 從羅 5：12~21討論保羅的「恩約神學」(Covenant Theology) 

8. 聖靈充滿二種的意義 

9. 教會論 

10. Already not yet 的觀念 

11. 救恩次序(Order of Salvation) 

12. 救贖論 

13. 姊妹蒙頭 

14. 姊妹不許講道 

15. 林後 6：14信與不信不要同負一軛的研究 

16. 教牧論(Pastoral Theology 提前，提後，提多) 

17. 苦難神學 

18. 成聖觀 

19. 論獨身(林前 8：25 ~ 40) 

20. 分居問題(林前 7：15 ~ 17) 

21. 內在生活(與主奧秘團契 mystical fellowship) 

22. 林前 15復活與復活次序 

23. 喫祭偶像之物問題(林前 10：14 ~ 33) 

24. 林前 14先知講道與方言問題 



 

14 

Ⅳ.與主聯合 Union with Christ：在基督裡  In Christ﹝出現 83 次﹞, In the Lord(出現 47 次) 

徒 9:5  → 與主聯合的真理觀念 。 
 

i. 基礎於基督的教訓： 約 14:20，15:4 

ii. Paul 中心教訓：In Christ :林後 5:17 →得救、新生命→新生活                                                                                            

               解釋：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the new has come” 
 

Def： Charles C. Ryrie： “In Christ, the redeemed man’s new environment in the sphere of 

resurrection life.” 
 

 J.S. Stewart， A Man in Christ， “ He has been transplanted into a new soil and a new climate, and   

both soil and climate are Christ.” 
 

E. Best, One Body In Christ, “ the Phrase‘In Christ’is the phrase for the salvation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ose who belong to Christ in virtue of the existential union with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G. E. Ladd：1. salvific sense in Christ→ In the new sphere of salvation .救恩新領域 

               2. Eschatological sense：In Christ means to experience the newness of the new age aeon. 

                     New Age：末世性應許  →  New Covenant  耶 31:31 

                    New spirit  結 36:26   Spirit Era  珥 2:29 

              3. Representative sense：林前 15:22，In Adam // In Christ， 

                      New Humanity  =  The church 

 

iii. The aspects of the union：林前 1:2 

a. Union & Salvation：羅 6:23， 8:1 
 

b. Union in His death:  1. Death for sin： 羅 6: 3 - 4 → 加 3:3 → 創 6:14b 

       2. Death in flesh: 羅 6:6 

       3. Death to the world: 加 6:14b；加 2:20；腓 3:9 
 

c. Union in His resurrection： 羅 6:5 ﹝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加 3:4 

i. New life，new person: 羅 8:2，new creation ：林後 5:17 

ii. New thinking，new salvation：加 3:1 - 2 

iii. New position，new belonging： 弗 2:6 

iv. New response，new activities，new attitude： 羅 6:11b 
 

   d. Union in His body (The church: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  

林前 12:13; 羅 12:5; 林前 12:2; 加 3:2; 弗 2:15 - 16 
 

e. Union with The Living Lord： Mystical fellowship： 林前 1:9 

1. Abide in His presence： 約 15:7 

2. Abide in His love： 約一 4:16 

3 Abide in His wound： 約一 2:27 
 

Deissman： In Christ expressed the most intimate possible fellowship of the xian with the living 

spiritual Christ. Just as the air of life， which we breathe，is in us and fill us，and yet we 

at the same time live in this air and breathe it， so it is also with the Christ-intimacy of 

the apostle Paul：Christ in him，he in Christ. 
 

In Christ → Mystical fellowship that one discovers the way to God direct through the inner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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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s6:11: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Romans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Romans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Romans9:1: 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Romans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Romans15:17: 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裡有可誇的。 
Romans16:3: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裡與我同工， 
Romans16:7: 又問我親屬與我一同坐監的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裡。 
Romans16:9: 又問在基督裡與我們同工的耳巴奴，並我所親愛的士大古安。 
Romans16:10: 又問在基督裡經過試驗的亞比利安。問亞利多布家裡的人安。 
ICorinthians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 

ICorinthians1:4: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ICorinthians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ICorinthians3:1: 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裡為嬰孩

的。 
ICorinthians4:10: 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的；我們軟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

耀，我們倒被藐視。 
ICorinthians4:15: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音生了你們。 
ICorinthians4:17: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裡面，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他必提醒你們，

記念我在基督裡怎樣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 
ICorinthians9:21: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

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ICorinthians15: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ICorinthians15: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ICorinthians16:24: 我在基督耶穌裡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IICorinthians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 

IICorinthians1:21: 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 
IICorinthians2:10: 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 
IICorinthians2:14: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IICorinthians3:14: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

了。 
IICorinthians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IICorinthians5: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

託付了我們。 
IICorinthians12:2: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IICorinthians12:19: 你們到如今，還想我們是向你們分訴；我們本是在基督裡當神面前說話。親愛的弟兄阿，一

切的事都是為造就你們。 
Galatians2:4: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 
Galatians2:17: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麼？斷乎不是！ 
Galatians3: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Galatians5: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 
Ephesians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Ephesians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Ephesians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Ephesians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Ephesians1: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Ephesians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Ephesians2: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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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esians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Ephesians2: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Ephesians3: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Ephesians3:21: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Ephesians4: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Ephesians5: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有

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Philippians1: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

事。 
Philippians1: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Philippians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Philippians2: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Philippians3:3: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Philippians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Philippians4: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Philippians4:19: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Philippians4:21: 請問在基督耶穌裡的各位聖徒安。在我這裡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 
Colossians1:2: 寫信給歌羅西的聖徒，在基督裡有忠心的弟兄。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歸與你們！ 
Colossians1:4: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Colossians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Colossians2: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IThessalonians2:14: 弟兄們，你們曾效法猶太中在基督耶穌裡神的各教會；因為你們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

們受了猶太人的苦害一樣。 
IThessalonians3:2 打發我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執事的（有古卷作：與神同工的）提摩太前去，堅固你們，

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 
IThessalonians4: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

的人必先復活。 
IThessalonians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ITimothy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ITimothy3:13: 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IITimothy1:1: 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IITimothy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

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IITimothy1:13: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IITimothy2:1: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IITimothy2:10: 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IITimothy3:12: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Philemon1:20: 兄弟阿，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或作：益處）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 
Hebrews3: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Hebrews9: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

屬乎這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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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神的揀選 (馬丁路德在羅馬書前言的說明) 

1) 個人經歷﹕提前 1:13 他的本相，大馬色經歷。加 1:13-15 (得救的揀選徒 22:14，徒 9:15-16(蒙召的

揀選徒 22:21, 26:19) 

2). 揀選的聖經根據：弗 1:4，林前 1:27，徒 15:7，13:17，約 15:16，19，路 6:13 

3). 『揀選』legomai 字義研究 

  ek (out) +legw]      legomai (關身語態) 

      the talking, expression for Himself 

為自己，按自己意思而揀選(弗 1:5)從許多中選『出』 

4). 揀選與預定(predestinate) 

揀選與預定是一體兩面。永恆創世前的預定，即創世前的揀選，後在時空萬民中作祂揀選的工作，

揀選旨意的顯明。 

預定的經文：羅 8:29，徒 13:48，啟 13:8， 

時空中揀選人的根由：是永恆救贖之約的預定，提後 1:9 

 

 

 

 

 

 

 

5). 揀選之實例： 

以色列人(申 7:6-7)  利未人，祭司 (申 18:5) 大衛王(詩 78:70) 

先知(耶 1:5)   使徒(約 6:70)       保羅(徒 9:15) 

信徒(約 15:16，太 22:14，羅 11:5-7，林前 1:27-28，弗 1:4)      帖撒羅尼迦信徒(帖前 1:4-5，帖

後 2:13) 

本都，加拉太……庇推尼信徒(彼前 1:2) 

6). 揀選之必然性：約 1:5，3:17，羅 3:10-12，11:32，弗 2:1，5，林前 2:14，路 18:8 (沒有信德) ， 

耶 13:23 (本性，罪性不會改變，神選人，人不會選神 約 15:16，神吸引 約 6:44) 

7).揀選『範圍』定數：羅 11:25，約 17:9，啟 13:8，太 10:5-6，徒 13:48，羅 11:25-26，預定得永的人

都信了 

 

 

8). 揀選的意義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ion) 

i). 在乎『神』，不在乎『人』       非預知人之信心善行而揀選：弗 1:4-5(自己意旨)，提後 1:9(不

按行為，按祂旨意)，羅 9:11，16(不在乎人，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詩 139:13，16-17(未生已

被揀選覆庇，一生神給美好時刻，美善優點從神來，非本身有，神預知而揀選) 

ii). 堅定不移，終必成就：羅 8:28-30，11:29 

iii). 無法逃避抗拒：詩 139:7，13，16，腓 2:13，賽 46:10(必成就) 

iv). 永恆裏揀選：弗 1:4-5，啟 13:8，         永恆的愛(eternal love) 

v). 是神恩典主權，不能告神『不義』(injustice)：羅 3:23，6:23(罪該死)，羅 9:14-15(恩待憐憫主權)，

羅 11:5(恩典揀選)，太 20:13-15(神公義，不虧負誰) 

vi)..為何要揀選？公義 // 慈愛 弗 1:6，12，14(榮耀得稱頌)，詩 89:14 

 

LUTHER'S VIEW ON ELECTION (路得同工歸納：1577 協同書 Formula of Concord) 

父 

聖靈 聖子 

永恆救贖之約 
(提後 1:9，彼前 1:20) 

要求：道成肉身，順服釘死，贖罪 

應許：i) 揀選教會賜給主，成為主身體，主新婦 

      ii) 應許聖靈施工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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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election 
The eternal election of God or God's predestination to salvation does not extend over both 
the godly and the ungodly, but only over the children of God, who have been elect-ed and 
predestined to eternal life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as laid,” as Paul says, 
"Even as he chose us in him, he destined us in love to be his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Ephesians 1 : 4,5) p617 
God's eternal election, however, not only foresees and foreknows the salvation of the elect, 
but by God's gracious will and pleasure in Christ Jesus it is also a cause which creates, 
effects, helps, and further our salvation and whatever pertains to it. P617 
 
Election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should banish all other opinions by the evil foe in an attempt to rob us entirely 
of the glorious comfort which this salutary doctrine gives us, namely, that we know that 
we have been elected to eternal life out of pure grace in Christ without any merit of our 
own, and that no one can pluck us out of his hand. FC p496 
 
Man's total depravity 
The error of the coarse Pelagians, that by his own natural powers,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the free will can convert itself to God, believe the Gospel. (536) For the conversion of 
our corrupted will, which is nothing else but a resurrection of the will from spiritual death, 
is solely and alone the work of God….that man's conversion is not only in part, but entirely, 
the operation, gift, endowment,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lone. 538 
 
The right use of the doctrine 
From this it is beyond all doubt that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r the right use of the teaching 
of God's eternal foreknowledge will in no way cause or support either impenitence or despair. 
So Scripture presents this doctrine in no other way than… to strengthen our faith and to 
assure us of our salvation (Ephesians 1:9,13,14; Joh 10:27-30; II Thess 2:13-15) Hence if 
we wish to think or speak correctly and profitably about eternal election or about the 
predestination and ordering of the children of God to eternal life, we should accustom 
ourselves not to speculate concerning the absolute, secret, hidden and inscrutable 
foreknowledge of God. 618-9 
We should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is revealed will of God, follow it, and be diligent about 
it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gives grace, power, and ability through the word by which he has 
called ,us. We should not explore the abyss of the hidden foreknowledge of God, even as Christ 
answered the question, "Lord, will those who are saved be few? By saying, "Strive to enter 
by the narrow door." (Lk13:23-24) p621 (不猜測，不放縱，不失望，只努力進窄門，進天國) 
 
God's general will and elective will 
Therefore Christ has commanded to preach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in his name 
among all nations." ...It is Christ command that all in common to whom repentance is preached 
should also have this promise of the gospel proclaimed to them(Lk24:4 7 ,MkI6: 15). And we 
should not regard this call of God which takes place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as 
a deception, but should know certainly that God reveals his will in this way, and that in 
those whom he thus calls he will be efficaciously active . through the Word through which 
we are called is a ministry of the spirit.. .And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wills to be efficacious 
through the Word, to strengthen us, and to give us power and ability...believe and obey it. 
The elect are therefore described as follows: “My sheep hear my voice, and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and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Joh l 0:27-28), and they who. are decreed 
"according to God's purpose" to. "the inheritance "hear the gospel, believe on Christ. P621-2 
 
Election denies man's merit 
Thus far God has revealed the mystery of foreknowledge to us in his Ward. If we sta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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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nd hold ourselves thereto., it is indeed a useful, salutary, and comforting doctrine, 
for it mightily substantiates the article that we are justified and saved without our works 
and merit purely by grace and solely for Christ's sak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ime. .be-fore 
we even existed, before we were able to. have done any good, Gad elected us to salvation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by grace in Christ (Rom 9: 11; II Tim l :9). This also completely 
refutes all false opinions and erroneous doctrines about the powers af our natural will, 
for in his counsel Gad has determined and decreed before the world began by the power of 
his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word he would create and effect in us everything that belongs 
to. our conversion.. .this doctrine will also give us the glorious comfort, in times of trial 
and affliction.. 
 

Election a mystery 
we must, however, carefully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God has expressly revealed in his Word 
and what he has not revealed. Beyond the matters which have been revealed in Christ and of 
which we have spoken thus far, there are many points in this mystery about which God has 
remained silent and which he has not revealed but has kept reserved solely to his own wisdom 
and knowledge. We are not to. pry into these, non are we to. fallow our own thoughts in this 
matter and draw our own conclusions and brood, but we are to. adhere exclusively to. the 
revealed Word. This admonition is eminently necessary. ln our presumption we take much greater 
delight in concerning ourselves with matter which we cannot _harmonize-- in fact, we have 
no. command to do so--than with those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which God "\as revealed to 
us in his Ward. P625 
 
The time of His efficacious work 
Without doubt God also knows and has determined far each person the time and hour of his 
call and conversion. But since he has not revealed this to. us, we must obey his command 
and operate constantly with the Word., while we leave the time and hour to. God. P625 ., 
 
Human's sin justifies God's election 
since our nature is corrupted by sin and is worthy and deserving of God's wrath and damnation. 
Gad owns us neither his Ward, nor his Spirit, nor his grace...But Gad permits us to. behold 
his righteous and well deserved judgment aver certain lands, nations, and people so. that; 
as we compare ourselves with them and find ourselves in the same condemnation, we may learn 
the more diligently to. recognize and praise God's pure and unmerited grace toward the 
"vessels of mercy." no. injustice is done to those who are punished and receive their "wages 
of sin."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s_, however, to whom God give and preserves his Word, whereby 
he enlightens, converts, and keeps them, God commends his pure and unmerited grace and mercy. 
P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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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保羅：救贖論 
一、救贖的意義﹕ 

1. 「救贖」( s ) Redemption & Freedom (出埃及之預表)，加 5:1, 2:4，因脫離得釋

放自由、得贖 (因付贖價 ) (羅 3:24，8:23，林前 1:30，弗 1:7，14，4:30， 

西 1:14，來 9:15，11:35 ) → cf. 彼前 1:18。 

(基督的寶血)。 

 

→from the condemnation of sin(羅 8:1), from the Law(西 2:14)，bondage of sin(羅 8:2),  

from Satan(弗 2:2), from the world(加 6:14), from self(羅 6:6, 加 2:2), from darkness(西 

1:13), from death(羅 5:21), from wrath of God(羅 3:25)。 

 

2. ( 重價 )「買」( buy )：付價銀在市場「買」：林前 6:20，7:23  

( cf. 彼後 2:1 ) belonging， ownership。 

 

3. 「買贖出來」( )：buy，redeem，out of，加 3:13，4:5，弗 5:16，西 4:5→ 

(路 4:5 ~ 6，利 25:48)。 

 

   二、救贖的方式﹕ 

1.「祭物」「贖罪祭」 ( sacrifice ) 弗利，來，來 10:12)  

(來 9:23，26，11:4 )  cf. 利 1:4 ( 約 1:29，彼前 2:24 ) 。 

 

2.「挽回祭」( propitiation ) 羅 3:25 ( cf. 約壹 2:2) → 羅 2:5  

cf. 民 7:89  

LXX  tR@P*Ka   ( Mercy seat，covering over the ark ) 。 

 

三、救贖的原理 

1.「替罪代死」( substitution ) 林後 5:21，14，加 2:20 (為我捨己) 加 3:13 (為我們受咒詛)， 

羅 5:6 ~ 8，林前 15:3 (為我們的罪死了 )。 

2. 滿足神聖潔公義、律法、審判 羅 6:23，西 2:14，(詩 7:11)。 

 

 

四、救贖的結果 

1. 除罪過(弗 1:7)、罪疚(羅 8:33)、罪性(羅 6:6, 8/2)、罪行(羅 6:13)〔來 9:14，10:17~18〕。 

2. 「與神相和」( reconciliation )，羅 5:1 → 弗 2:13，3，西 1:20，22。 

3. 得勝撒旦權勢 西 2:15，來 2:14-15 (林前 15:55~56 ) 。 

4.  得勝死亡，罪，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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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Paul Sacramental Theology: Baptism (聖禮神學 

 

I. 受洗 

a. 受洗的意義： 

i. 見證 ：( witness )， 羅 10:9／林前 1:12 ~ 13 

ii. 婚禮：( wedding ) 與主聯合，加 3:27， 羅 6:3a → 歌 2:16／ 林前 1:30 

iii. 葬禮 ：( funeral ) ，羅 6:3 ~ 4 “ You were laid with Him in his grave in Jerusalem，

羅 6:7，林後 5:17 ( 舊事已過 ) ， 弗 4:22 ( 脫去 ) 

iv. 生日：( birthday ) ，新生日( new birthday ) ，羅 6:4 ~ 5／ 林後 5:17 ( new creation ) 

弗 4:14 ( 穿上新人 ) ，加 3:27 ( 披戴基督 ) → 路 3:21 ~ 22 ( 愛子、我喜悅 ) 

v.  恩約的「印記」( seal ) :創 17:9 ~ 11。 ←→ 西 2:11 ~ 12 → 可 16:16 

Assurance， Legitimacy：right & Enjoyment in the richness of His salvation 

vi. 聖禮：( sacrament ) → Sign， Signifies the reality，embodies the reality. 

vii. 潔淨禮：徒 22:16 ( 結 36 :25 ) 

 

b. 受洗的條件：信而受洗 加 3:26 ~ 17，徒 8:37，18:8 ( 可 16:16 ) → 悔改受洗 ( 徒 2:38 ) 

 

c. 水洗與靈洗 ( water baptism &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 

水洗→與主聯合，得聖靈 ( 徒 2:38b ) 

信 → 聖靈的浸 ( 洗 ) → 與主聯合 ( 弗 1:13，林前 12:13，羅 8:7 ) 

Already not yet ( full consummation & enjoyment )  i.e. water baptism → full membership， 

communicant member 可享「聖餐」 

→ 一體兩面 ( 時先時後，總在一起 8:14 ~ 17，10:47／ 19:5 ~ 6 ) 

今教會時代，聖靈時代:信 → 聖靈內住 ( 浸 ) → 受洗 ( water baptism ) 

 

d. 嬰兒受洗( Infant baptism) ( 爭論性 ) → 點水禮 ( 徒 2:41，10:48，16:33 )，浸禮 

從立約的角度 ( covenant relationship ) 創 17:9-11，西 2:11 ~ 12 

從新約的例子： 林前 1:16，徒 16:15，33 

 

e. 奉主名受洗： 林前 13:15→羅 14:8 ( 屬主 ) ， baptized “into” ( s ) the Name →  

belonging， becomes property. of cf. ( on， by the name ) 徒 2:38， ( In the name of ) 

徒 10:48 ( into the name ) 徒 8:16， 太 28:19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 Under Jesus Lordship， essence of  baptism →  

Union with Christ 

Into ( in ) the name of the Father，Son and The Holy Spirit. → belonging to the triune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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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保羅：救恩次序( Order of Salvation, Ordo salutis)  

 

經文：羅 8:29 ~ 30 

 

 預先定下 → 恩召 → 稱義 → 得榮 (效法祂兒子模樣：成聖 ) 

 加 3:1 ~ 2 ( 3:14 ) ( cf.弗 1:13 ~ 14 ) (羅 10:17) 

 聽、信 (十字架：福音 ) → 受聖靈      聽道 → 信道 

 羅 6:18  罪裡得釋 → 作義僕 ( 成義、成聖 vs 16,19 ) 

 

救恩經歷要字： 

 

提後 3:16「歸正」 ( conversion ) cf. 徒 3:19「悔改歸正」( 徒 26:20 ) 

提多 3:5「重生」( regeneration ) cf. (約 3:3 ~ 5) 

羅 8:17「後嗣」 ( adoption ) cf. (約 1:12) 

帖前 5:23「成聖」( sanctification ) 

羅 8:23「身體得贖」 cf.(腓 3:20 ~ 21)榮耀的身體，(林前 15:43, 44, 53) 

帖前 4:17 「被提」( rupture ) 羅 14:4「主使站住」( perseverance ) (林前 10:13／腓 1:6) 

 

揀選預定→ 恩召 ( 傳道聽道 ) → 重生 → 信與悔改 ( 歸正 ) → 稱義 → 成嗣 → 成聖 → 堅忍

堅信 → 被提得榮 → 得基業 

 

1. 揀選預定：在乎神、不在乎人，(羅 9:11,16) 堅定不移、終必成就 (羅 8:28,30／羅 11:29) 

2. 恩召：General calling，External calling: (可 16:15)，(太 22:5／13:14 ~15) 

Special calling，Internal calling：(林前 1:24／約 5:25／6:44／林前 2:10／加 3:1) 

3. 重生：從神生 v13 → 信 ( 接待 ) v12 cf. (約 3:3~5) 

神學﹝狹義﹞

M. Luther：“The new man is created, not manufactured. He is born of God, not made by man. 

Man contribute as little to his spiritual birth as he does to his physical birth” ( 1522 Trinity 

Sunday Sermon ) 

4. 信心 = 知性 (羅 10:17／提後 3:15 ) + 感性 (羅 14:7／帖前 1:6 ) +意志(弗 4:23 ) 

5. 悔改 ，change of mind  =  知性 (羅 3:20／約壹 1:9 ) +感性 (林後 7:10~11 ) +意志  

(約 25:5 離罪) 重生與歸正之比較：內 → 外，被動 → 主動，靈 → 魂 

6. 稱義：judicial，proclamational 宣稱宣告為義 (羅 5:1 )  

負面﹕罪的赦免 (羅 4:7／8:1 ) 正面﹕義的加給 (羅 3:22／4:4 ) 

分辨：instrumental cause & efficient cause (羅 3:22 ) 

7. 成嗣：為兒女、享聖靈 (羅 8:14~16 ) → 享基業產業 (弗 1:14／加 3:29 ) 

8. 成聖： 

負面﹕脫去與釘死 (弗 4:22／羅 6:4)  

正面﹕穿上與活出 (弗 4:24／加 3:27／羅 8:29／腓 2:5 )，靠聖道 (弗 4:20~21／約 17:17 )， 

靠聖靈 (羅 8:13／8:5／弗 5:18／6:18／加 5:25 ) 

9. 堅信 (羅 8:37 ~ 39 ) 

10. 被提 (帖前 4:17 ) 

11. 得基業 (弗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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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保羅聖靈論 
 

I‧聖靈的位格： 

1. 有情感：(弗 4:30) 

2. 有意志：(林前 12:11) 

3. 有思想：(林前 2:10 ~ 11) 

4. 他代求：(羅 8:26) 

5. 有愛 (可愛)：(羅 15:30) 

6. 有意思 (念)：(羅 8:27) 

7. 他指教：(林前 2:13／約 14:26／16:13 ) 

8. 他引導：(羅 8:14) 

9. 與聖靈團契：(林後 13:14) ( 

10. 隨從聖靈：(羅 8:5-6) 

11. 與聖靈同行： ( Walk in Spirit ) 加 5:25 

( Ref. 說話(徒 8:29／10:19／11:12)；禁止 (不許)(徒 16:6-7)；抗拒(徒 7:51)；被褻瀆(太 12:31)

欺哄(徒 5:3 ) 

 

II‧聖靈的神性： 

1. 保羅的三一頌 ( Doxology ) (弗 3:14~17／4:4~5／1:17／林後 13:14) 

2. 聖靈屬神屬基督的名稱：基督的靈 ( Spirit of Christ ) (羅 8:9)，耶穌基督的靈 ( Spirit of Jesus 

Christ ) (腓 1:19)，神兒子的靈 (加 4:6)，主的靈 ( Spirit of The Lord ) (林後 3:17) 

3. 聖靈神的殿 (林前 3:16／6:19) 

4. 參透萬事 (林前 2:10) 

 

III‧ 活在聖靈裡 Life in ( by) the Spirit ( Live in the Spirit )﹕羅 8:9, 林前 6:11(in the Spirit of our God )， 

林前 12:3(speak by the Spirit)，弗 6:18(pray in the Spirit)，加 5:16 ( Walk by the Spirit )， 

加 5:25 ( Live by the Spirit )，(腓 3:3) ( worship by the Spirit ) 

 

 

                                              

 

 

 

 

 

    結論﹕藉聖靈得基督(多 3:5/ 林前 12:13 /約 3:5,)，藉基督得聖靈(弗 1:13-14,加 3:2,14)， 

活在聖靈的風中，行在聖靈的光中，暢遊在聖靈的河流中 

 

IV‧聖靈充滿 (弗 5:18 plaaroo      Extraordinary ( Supernatural ) 

    聖靈恩賜 (林前 12:4-11 )        Ordinary ( anointed with spiritual result ) 

 

 

 

 

 

 

 

藉基督成就 

Accomplished 

By 

Christ 

藉聖靈成就 

Accomplished 

By 

Holy Spirit 

In 

Christ 

在基督裡 

In 

Spirit 

在聖靈裡 

得救得生命 成聖得勝的生活與事奉 

重生 

 

聖靈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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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保羅「二元重疊」的思想 

1. 「今世」與「末世」 

                  今世            彌賽亞降臨         新世 

 猶太人的觀點  

                              末世. 

                                   

   末世 End time ﹝禧年﹞    永世 

 

       新約的觀點﹕                        重疊 

                    今世                Overlapping 

 

                                       緊張並存 In tension 

       (加 1:4／羅 12:2)﹝今世﹞ 

       (林前 10:11／徒 2:17／約壹 2:18)﹝末世﹞ 

 

2. 「救贖」方面 

 Already: (羅 3:24／弗 1:7／西 1:14) 

 Not yet: (加 3:3) (made complete)，(腓 1:6)﹝成全這工，直到…﹞，(腓 2:12)﹝作 

  成得救工夫﹞，(羅 8:23)﹝等候…得贖﹞ 

        Process of salvation, restoration, recovering; participation & anticipation. 

 

新造      New creation ( In Christ)  New heaven & New earth 

                                                              

 

             

      舊造 Old creation ( In Adam)         Overlapping 

 

                        In tension (緊張並存) 

3. 「神的國」 

 Already: (羅 14:17／路 17:21) 

 Not yet: (林前 69／15:50) 

4. 「與主同活」( Live with Christ ) 

 Already: (羅 6:8／林後 13:4／帖前 5:10) 

 Not yet: (腓 1:23／帖前 4:17／提後 2:14)﹝啟 19:7／21:3﹞ 

*Already with Christ, but not yet fully with Christ. 

5. 「復活」 

 Already: (弗 2:6) 

 Not yet: (林前 15:22) 

6. 「老我死」 

 Already: (羅 6:6／西 3:3) 

 Not yet: (羅 8:12~13／6:12~13) 

7. 「看見主」 

 Already: (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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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et: (林前 13:12) 

Conclusion: (腓 3:12~14／林後 2:22) ( down pay, foretaste of God’s future glory ) 

  Augustine: Two cities 兩世界、兩國度 → 兩條路，(太 7:13~14)，逆水行舟。 

 

ⅩI.教會真理 
1. 教會的定義 (  )：out-call (  

a. Local church ( 地方教會 ) 地區性教會：(帖前 1:1／2:14／帖後 1:1,4／加 1:2／林前 7:17

／林後 8:19／羅 16:4,16) 

Local gathering, visible, localized ，一地方信徒會眾聚集→Assembly ( no assembly, no 

local church ) ：(林前 11:18／林前 14:35／cf. 14:4, 5, 12, 19, 28) 

O.T. Usage： (申 4:10／9:10／31:30／士 20:2)   LXX ekklesia 

Roman Usage：(徒 19:39) ( 開會聚集 )，市議會 ( Rsv. Assembly： )， 

教會 ( 會眾聚集 )，非一般性之聚集，乃 divine assemble，Christian assembly，assembly 

called out by God， In God & in the Lord (帖前 1:1／帖後 1:1 )， 

教會 Church ( 集會 Assembly ) → Extended meaning：教「會」， 

集會 ( Christian association，屬某教會，徒 8:3／9:3／20:17 ) 

主後三世紀內，以家庭教會集會為主 (羅 16:23／林前 16:19／西 14:1 ) 

 

b. Universal Church 

普世性之「會眾」，基督的「身體」：an existing “ entity ” to which all believers belong ( all 

places， all time， O.T. & N.T. )  

(弗 1:22 ~ 23／3:10, 21／5:23, 25~29／西 1:18 ) 

Church as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西 1:13／羅 14:17／cf. 約 3:5 ) 

 One universal church, one body but many local churches 

 信徒有聖靈內住→﹝聖靈的洗﹞成為基督身體一部分﹝union with Christ﹞ 

 Inside a “ church ”, not necessary inside the “ Body “ ﹝羅 9：6﹞ 

                                   

 

                                                                                                                                      

Christ ( Body ) 

                                                                                                      

                                                                             H.S                                 

                                                                                                                       

 

 

 

c. Eschatological Church ：來 12：23 ( cf. 啟 19：7 ) 

 

2. 教會的職事 ( ministries ) 與職份 ( offices )  

a. 職事：(羅 12:6,8) ( cf. 彼前 4:11 ) 

b. 職份：(弗 4:11) (使徒、先知、傳福音、牧師、教師 ) → 成全(提前 3:1~13) (監督 = 長老) 

(參徒 20:17, 28／執事／女執事／cf.提多 1:6, 9 ) 

c. 廣義的職份與職事： 

Reformed: 先知、祭司、君王： 

i. 先知：說預言、講道、方言﹝翻﹞、智慧知識言語 

ii. 祭司：教導、勸化、憐憫、醫病、代禱 

iii. 君王：治理、施捨 

 

 

 

 
Body 

Universal 

Church 

Local 
Church 

 
Local 

Church Local 
Church 

Local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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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解經 

 
羅馬書 
 

I. 1~3:20: 罪的普世性 (外邦人的罪, 猶太人的罪, 世人的罪) 

   1:17  馬丁路德所恨與所愛的經節 

   1:19-25 人的罪性與自然啟示 (natural revelation) 

自然啟示的真實性與護教傳福音的價值 (apologetically value) 

[alone 則 amiss!]: 人罪性扭曲, 抹殺, 誤用自然啟示 (wrong interpretation & application) 

 2:6~7  道德律, 工作之約的重申 (亞當守不住, 世人守不住, 3:23) 

   2:14,15  守良心律法能得救嗎? 

   3:10-18 理性, 道德, 宗教的敗壞 (intellectual, moral, religious corruption) 

 

II. 3:21~5 章: 得救方法 – 因信稱義 

i) 「稱義」 (justification)的定義: 律法性宣稱宣判性的義 (judicial & declarative righteousness), 非天主教所

說義的加注 (infused righteousness), 恢復亞當之原義 (original righteousness) [3:26, 4:9 declare, reckon] 

ii) 稱義的兩方面: 

  -ve: 得赦免 4:7, 不算為有罪 4:8 (forgiveness of Sin) 

  +ve: 義的加給 (3:22) (imputed righteousness) 

iii) 證明「因信稱義」得救之法: 

(a) 3:28-31 不靠「律法」得救, 若靠律法得救, 則只有猶太人可能得救, 但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信」

才是得救的通則 (universal, general principle) 

(b) 4:2   靠肉體行為律法來得救, 人有可誇 

(c) 4:4~7  若靠行為律法得救, 得救成為人的「應得」,就不是神的恩典賜福 

(d) 4:9-25  亞伯拉罕稱義的榜樣 

iv) 得救終極的原委 (ultimate reason): 基督 

 5:12-21  基督(恩典之約)取代了亞當(工作之約)的咒詛與罪死 

 

III. 6~8 章: 成聖 (得勝)的方法 

i)   成聖的二方面 (6:4~7): 經歷與主同死, 同復活, 

(a) v6 舊人和主同釘十字架; (b) v5 在主復活的形狀與祂聯合 

ii) 6:12~22 將自己獻給神, 作義的奴僕, 神的奴僕 → 順從主命 (v16) 

iii) 7:1~6  在律法上死了, 脫離了律法(逼使), 不欠律法的債: 不因律法的捆綁, 要求, 威嚇而行善服事, 

乃因「聖靈新樣」→ 新生命 

iv) 7:18~25 不靠肉體意志, 乃常靠主得勝「罪的律」 

v) 8:2~17  順從「生命聖靈的律」: 不隨從體貼肉體, 乃隨從體貼聖靈, 靠聖靈治死身體惡行, 被神的靈

引導 → 與主一同受苦 

vi) 8:18~25  忍耐等候, 盼望將來的榮耀: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vii) 8:37  靠著「愛」我們的主得勝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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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9~11 章: 新約時代：教会与以色列的關係 

 

 第 9 章 神的揀選與以色列 

i) 9:6~13   神所應許揀選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得救), 引以撒(v7)雅各(v11~13)為證 

ii) 9:14~18 Q&A 問題一: 神的揀選公平嗎? 人蒙揀選完全不在於他的行為表現(他的定意奔跑),  

全在乎神的恩典憐憫, 神不憐憫, 甚至使法老心剛硬, 亦是神主權對罪人公義審判的彰

顯。(cf. 創 3:17, 賽 6:9~11) 

iii) 9:19~24 Q&A 問題二: 為什麼神還指責人(法老)? 

二方面: 窯匠(神)的主權; 器皿泥(人)的卑微 (必歸塵土的罪人!) 

iv) 9:24~29 結論: 揀選真理的應用, 神不單揀選猶太人, 也要揀選外邦人(v24) 

以色列人不要驕傲, 事實上以色列人只少數蒙神揀選得救(v27) 

v) 9:30~33 大部份以色列人不得救, 所陷的錯誤: 追求律法的義 

 

 第 10 章 福音與律法 (Gospel & Law) 

i) 對律法的錯誤知識 (v2~3): 守律法, 立自己的義 

ii) 律法的真義 (v4): 律法的總結 (purpose, goal) 是基督 

 

                                  成就，確是 

                人 

iii) 福音的真義               Purpose end 

a. v6 得信心的「義」 

b. v7~13 得救方法: 心裏相信, 口裏承認 

 

第 11 章 以色列與外邦信徒 

11:17~24  好橄欖樹與野橄欖枝子 

11:25~29  神對以色列的揀選沒有後悔,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V. 12~15 章 信仰與生活事奉 

 Ch12 i)  信仰生活的根 (12:1~2): 身體獻上, 察驗神旨意 

ii)  事奉的原則 (12:3~8) 

iii)  生活品行 (12:9~21) 

  

 Ch13 iv)  國民生活 (13:1~7): 順服掌權者 

v) 品行最高的原則與目標 (13:8~14) 

a) 愛就完全了律法 (v8~10) 

b) 目標: 總要披戴基督 (v11~14) 

 

 Ch14 vi) 教會生活 (14:1~23): 不為飲食，節制論斷 

a) 要接納 (v1) 

b) 你是誰? 主能使他站住 (v4) 

c) 為主喫或為主不喫, 為主活為主死: 是主的人, 誰敢論斷? (v5~8) 

d) 不要絆倒人 (v13~23) 

e) 神國不在乎喫喝 (v17) 

 

律法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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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5a  vii) 教會生活 (15:1~7): 相愛同心 

a) 担代不堅固者 (v1) 

b) 叫鄰舍喜悅, 建立德行 (v2~3) 

c) 彼此同心 (v5) 

d) 彼此接納 (v7) 

 

viii) 外邦人蒙憐憫的經訓 (v8~13) 

作外邦人使徒的職事 (v14~33) 

 

VI. 問安與題醒 

 i) v5  家教會 

 ii) v7  使徒的意義 (狹義與廣義 ) 

 iii) v17~18  慎防假先知 

 iv) v18  善上聰明, 惡上愚拙 

 v) v20  撒旦快將被踐踏 

 vi) v25~26  神奧秘顯明: 福音是萬國的福音 

 

 
 

帖前(A.D. 50-51 寫於哥林多) 
Ch1         

v2     事奉果效: 代禱 ( 禱告…題到, 不住的紀念)  

v3     保羅的『信望愛』神學 ( rf . 林前 13:13, 腓 1:4. 5) 

v4, 5   揀選與有效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聖靈大大 運行,聽者滿有信心, 確據, 喜樂(v. 6) 

         言語與權能(δυναμει) → 能力 (生命的能力: 正如“καθωs”…怎樣為人, 林前 4:20) 

v6     生命的目標: 效法基督, ˉcf. 林前 11:1, 羅 8:29, 弗 4:13 

v9     生活的大改變: 『離』與『歸』→ 服事的生活 (路 1:75, 林前 7:35) 

v10 ˉ 有福的盼望( the blessed hope)→ 災前被提  

 

Ch2 

v2     傳福音是一場屬靈(救靈)大爭戰: 被害受辱, 靠神, 放膽(bold) 

v4     傳福音的『託付感』(cf. 林前 9:17→ 太 28:19 大使命, 大託付) 

v6    『使徒』apostles, αποστολοι: 廣義性的使徒,ˉ奉差者, 宣教建立教會者. 

v7-8   傳道人為父, 為母的心(角色)  『如同母親』 

i) 存心溫柔(放下地位權柄,一種俯就的溫柔,無架子,無氣派) 

         ii) 乳養(母雞體暖小雞,冷暖同體=>生命之連結,感同身受,知覺所需,保護供應) 

         iii) 愛, 疼愛 (affectionately desirous/ dear to us) 

         iv) 『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無私捨己 

v11    『好像父親』:勸勉(exhort), 安慰(comfort), 囑咐(charge) 

母: 身體感情生活       父: 思想與教育 

v13b   神道的大能: 『運行』(work, operate) i.e. effectual calling 

*v19   KJV=和合本“our hope…Is it not even you in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t  

His coming?” 

         (NIV)=新譯本“For what is our hope, our joy, or the crown in which we will glory in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en He comes? Is it no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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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  

v3     苦難神學: 受苦原是命定(appointed) (路 9:23, 約 16:33, 徒 14:22, 腓 1:29, 2:10) 

v10    牧者寶貴的職志: 切慕看見弟兄姊妹, 補滿造就信仰, 信心的不足處.  

*v13   主再來, 信徒蒙福的條件  

 

Ch4 

v1    『悅主神學』: 2:4 → 林前 7:32, 林後 5:9, 西 1:10 ( λ :悅己, 悅人)    

v2-7    神『成聖』的命令(旨意) 

*v13-18 復活, 被提, 空中與主相遇     1st主降臨空中→2nd 降臨地上→ 千禧年作王  

 

Ch5 

v1-9    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嚴厲/ 如何預備? (cf. 太 24:42-44) 

v16     常樂的秘訣   v23 全然成聖之定義 ( και: 並) 

          

 

 

帖後 1-13 
Ch1 

V3    『相愛神學』: 帖前 1:3, 2:8, 3:12, 4:9, 5:11,13 

V5     神恩慈(白白得救) 與公義的明證: 要得享國度(作王), 要付代價, 為主受苦, 作主門徒,  

捨己背十架捨己受苦→才配得國度: 神何等公義! (cf. 太 24:45-51) 

v6-9    神對不信主者所顯的公義 (Twofold righteousness of God) 

*v10    『主降臨要在祂聖徒的身上得榮耀』主新郎降臨, 教會新婦穿著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被提,  

歡迎新郎, 歸屬於主→主得榮耀 

v11     你的良善(生命)與工作是否『配得過所蒙的召』?(God counts you worthy of His calling)  

*v12    NIV “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may be glorified in you, and you in Him…”(身體得榮, 

          作主新婦)  

 

Ch2 

*v2-4   『主的日子』(主再來)的預兆: 離道反教的事與大罪人(敵基督, 海獸, 啟 13) 

v6-7    『那攔阻』是甚麼? 聖徒與聖靈 

v11-12   因他們不信真理, 敵擋真理, 神就任慿他們, 准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  

v13      NIV “ God chose you to be saved through the sanctifying work of the Spirit & through  

belief in the truth” 

 

Ch3 

V1-2    代禱的能力 

V5      NIV “ direct your hearts into Gods love ( αγαπην τον θεου) & Christs  

perseverance.” 用 subjective genitive (新譯本與之一樣) 

          和合本: “愛神” love to God 用 objective genitive 翻譯 

 

* 表示是保羅末世論, 主再來的教導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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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 ~ 林後 10 
 

Ch 15 V 3-4 福音最好的定義 

 V 22 榮耀的「照樣」(ref. 羅 5：18 ~ 21) 

 V 23 復活不同的「次序」 

 V 29 為死人受洗 

Ch 16 V 19 小組與家庭教會的根據 

 

林後 
 

Ch 1 V 21 聖靈的「膏印」 

Ch 2 V 15-16 在滅亡的人身上…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 

 V 17 保羅忠心愛主的秘訣，「在神面前」 

Ch 3 V 6 事奉能力的原則 

Ch 3 V 15-18 「帕子」？「看見主的榮光」 

Ch 4 V 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在我們身上」 

 V 16 「內心」(inward man, KJV) 

Ch 5 V 9 最大的心志“要得主的喜悅” 

 V 14 Christ’s love of substitutional death 「眾人都死了」？ 

Ch 6  信與不信「不要同負一軛」：非直指婚姻上之命令 

Ch 7 V 10 「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 

Ch 8 V 10-15 一主、一信、一洗、一身體 (教會)的實踐 

Ch 10 V 3-5 屬靈爭戰之實際 (spiritual warfare) 

 

林後 11-13 
 

Ch 11 V 14 「撒旦裝作光明的天使」：是指猶太人之傳說 

 V 24 「每次四十減去一下」，減一下，免過數，執法犯法 

Ch 12 V 2 按猶太傳說 (Jewish apocalyticism) ：1st Heaven：天空，大氣層；2nd 義人

死後靈魂之所在；3rd Heaven：樂園 paradise 

 V 7 「一根刺」(thron)：疾病之攻擊痛苦 

Ch 13 V 4, 5 得救的確據，原則 

 V 9-11 什麼是「完全人」(perfection) 

 V 14 「聖靈的感動」 

 

加拉太書 
 

Ch 1 V 6 「別的福音」(a different gospel) 

Ch 2 V 9 「右手行相交之禮」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V 11-14 說明磯法之錯誤：「怕」「裝假」「與福音真理不合」 

Ch 3 V 12 「因信得生」與「行這些事(律法)因此活著」有否矛盾？ 

 V 19 律法添上→為等候蒙應許的子孫來到(基督) 

Ch 4 V 21-26 兩約對立？ 

亞伯拉罕之約(加 3：15-18, by promise, by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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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山之約 

在「上」耶路撒冷之「新約」對立於西乃山之約內「工作之約」 

在「地」耶路撒冷屬猶太教 

 

弗 1-6  以弗所書的教會論﹕榮耀的教會 
 

Ch 1 教會的啟點：1：4-5, 9, 11 

 教會蒙揀選的原委：1：6, 12, 14 

 教會神心意的中心：1：22 

 教會的本質：1：23 

 神隊教會的心意 

Ch 2 教會的屬天性：2：6 

 教會新人類(一體性)：2：14-16 

 教會是神家：2：19 

 教會的建造：2：20 

 教會的聯絡：2：21 

 教會是聖靈居所：2：22 

Ch 3 教會是神百般的智慧 3：10 

 教會是神創世前的定旨 3：11 

 教會是「眾聖徒」3：18 

 教會是神大能的運行 3：20 

 教會是使神得榮耀(榮耀的傑作)3：21 

Ch 4 教會的合一 4：3-6 

 教會的恩賜 4：7-8 

 教會的職份與目的 4：11-14 

 教會身體的漸長 4：16 

 教會新人 4：24, 5：21 

 

Ch 5 教會基督是頭 5：23               基督愛教會 5：25 

 教會的榮耀 5：26-27 

 教會基督的身子 5：30 

 教會極大的奧秘 5：31, 32 

Ch 6 教會屬靈的爭戰 6：11-12 

 教會基督的軍隊 6：13-18 

 

以弗所書的「聖靈論」 
1：13-14 受聖靈為印記 

1：17 賜智慧和啟示的聖靈 

2：18 聖靈所感天人合一 

2：22 聖靈居中 (教會聖殿) 

3：5 聖靈啟示聖徒 (深知基督奧秘) 

3：16 聖靈的力量 

3：20 聖靈的運行 

4：3 聖靈賜合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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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聖靈賜職份的恩賜 

4：30 不叫聖靈擔憂 

5：18 乃要被聖靈充滿 

6：17 聖靈寶劍(攻勝兵器) 

6：18 靠聖靈「隨時多方」禱告 

 

重要信息： 

救贖的榮耀 (1
4-7, 13, 19

，2
5-6, 10, 13-19

，3
16-20

，4
6, 13, 22-24

，5
8-9, 18-21, 26-27

，6
10-17

,) 

福音的奧秘：3
3-6

 

三一頌：1
3-5, 13-14

，1
17

，2
18

，3
14-18

，4
3-5

，4
30-32

 ，5
18-20

 

信徒的生命見證：2
10

，4
1-3, 15, 22-32

， 5
1-10, 15-25

， 6 
1-9, 18

 

十字架的大能：2
13-18

 

聖靈充滿的重要性：5
15-21

 

屬靈爭戰與全副軍裝：6
10-18

 

 

五重職事(弗 4：11-16) 

1.   五重職事的應許 (fivefold offices)：徒 13
1

，20
28

， 21
8

， 18
24

， 11
27 

 

2. 五重職事的重要性與逼切性 (importance & urgency)  

i) 成全盛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 v 12 

ii) 真道歸一，認識神子，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v 13 

iii) 不中詭計，不被搖動 v 14 

iv) 愛心長進，緊連基督 v 15 

v) 各按各職，發揮功用，身體增長 v 16→5
27

 

 

3. 五重職事，神大能的手 (彼前 5：6) 

 

i) 使徒 apostle, αποστελοs 

ii) 先知 προφητηs 

iii) 傳福音 evangelist：gather the harvest 

iv) 牧師 ποιμηγ：shepherd, feeder 

v) 教師 teacher：西 1：28，提後 2：15 

 

腓立比書 ( 63 A.D.於羅馬被囚 ) 
 

Ch 1 V 1 教會的結構：threefold 信徒、執事、監督(長老) 

 V 5 教會最大的祝福 (greatest blessing) 

 V 8 保羅愛教會之動力 

 V 9 生命與知識的平衡  

 V 12 保羅的「苦難神學」 

 V 15-18 保羅的國度心 (基督被傳開) 

 V 19 保羅事奉的能力與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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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20 最大的盼望 

Ch 2 V 2 同心的意義「一樣的心思」(σνμφνχοι) 

 V 3-8 教會和諧合一的方法原則 

 V 9 「升為至高」 

 V 12 「恐懼戰兢，作成得救功夫」 

 V 25 同心的異象：一同當兵 

 

Ch 3 V 3 敬拜的秘訣 

 V 4-8 保羅的「先前」與「現在」 

 V 8-9 「認識基督」「得著基督」 

 V 12 「或者」 

 V 10-15 作「完全人」的定義 

 V 18 誰是「十字架的仇敵」 

Ch 4 V 4 保羅喜樂的秘訣 

 V 5-6 得勝憂慮的秘訣 

 V 8 思想 (內容) 之重要性 

 V 9 保羅的身教言教，生命的見證 

 V 11-13 保羅在任何情況得以「知足」(滿足)的秘訣 

 

哥羅西書 (A.D. 61)：榮耀 (超越)的基督 
 

Ch 1 V 4-5 基督徒的「信、望、愛」 

 V 6 「真知道神…」// 「真知道祂」(弗 1：17) 

 V 9-10 兩種知道 

 V 11 
「上加」的祝福：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約 1：16)，榮上加榮(2C 3

18

) 

 V 11-13 保羅在任何情況得以「知足」(滿足)的秘訣 

 V 18 Christ’s supremacy in redemption 

 V 19 Christ’s full deity 

 V 23 保羅指什麼會「引動失去」他們福音的盼望 

 V 24 「補滿基督患難的缺乏」：非指基督在十字架受苦不靠，贖罪大工要補足，乃指基督身體

患難之缺乏，頭已受苦，身體也要受苦 

Ch 2 V 2-3 Christ’s fullness  

 V 7 Abiding in Him: “continue to live in Him, rooted 7 built up in Him” 

 V 9-10 Christ’s fullness 

 V 11-12 割禮與洗禮 

 V 15 「擄」disarm 

 V 17 影兒→實體 

 V 20 「小學」？ 

Ch 3 V 1 得勝世界，肉體的秘訣 

 V 9-10 脫去與穿上 

 V 11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V 12 神選民應有的品德 

 V 16 「存」道與「傳」道 

Ch 4 V 2 保羅禱告的教導與榜樣 

 V 6 「言語…用鹽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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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1- 6 
 

Ch 1 V 4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V 5 (真)愛的產生：i)無偽的信心, ii) 清潔的心, iii)無虧的良心  

 V 11 「榮耀的福音」 

 V 12 「服事主」主要條件：忠心 

 V 15 「這話是可信的」 

 V 18 「指著你的豫言 prephecy」：神感動直接信息的話語 

 V 19 「良心」conscience：良知 

 V 20 「交給撒但」：逐出教會，失去了教會肢體的交通與眷顧，在世界撒但黑暗權勢下受折磨 

Ch 2 V 1-2 代禱的職事與重要性 

 V 4 「他願萬人的得救」 

 V 6 「萬人的贖價」 

 V 12 「不許女人講道」 

Ch 3 V 1 「監督」(Episcopal church) bishop=長老 

職責：i)宣講與教導, ii)管理教務, iii) 持守純正信仰，作信徒榜樣 

 V 8 「執事」 

職責：事務性的工作  

資格：vs 8-13 

 V 13 「美好的地步」：靈命歷程，靈程地步 

「真道上大有膽量」：boldness in faith (大有信心) 

 V 15 教會的本質：i)神的家 (有愛),  ii)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V 16 敬虔的奧秘：  

i)   神在肉身顯現 

ii)   被聖靈稱義：justified, indicated by the Spirit, 基督滿有聖靈(約 3
34 

傳道，醫病，趕鬼，

使死人復活，使水便酒，顯明是神子) 

iii)   被天使看見：主的降生，復活都有天使看見為證，有天使傳揚 

iv)   被傳於外邦：救恩門大開，外邦人蒙恩 

v)   被世人信服：得萬民，基督被高舉 

vi)   被接到榮耀裏：在天上寶座，永遠作王，主要再來 

vii)  

Ch 4 V 3 諾斯底主義，禁慾主義 

基督教(真道)：靈魂體，物世界萬物都是美好 

 V 5 神的道 (真理)：創 1：31，徒 10：15 

祈求(感謝)→成為聖潔 (屬神歸神，被神使用，使人得健康) 

 V 6b 「得了教育」：新譯本「得著培養」(being nourished) 

 V 8 操練敬虔：NIV “Train yourself to be godly” 

 V 13 傳道人的職事：宣讀(聖經), 勸勉(                     ,exhortation) 

 

 

提前 Ch 5 
 

Ch 5 V 1-2 教會是神家：愛的大家庭 (父親，弟兄，姊妹) 

 V 3 「尊敬那真為寡婦」 

 V 4-8 十誡：孝敬父母(行孝，報答親恩，眷顧親屬，眷顧家人) 

 V 11 「違背基督」：非指情慾本身是違背基督，乃違隊主許願獨身事主 (v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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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7 「受加倍的敬奉」：傳道人，全職長老受加倍的敬重和公養 

 V 21 「蒙揀選的天使」：相對於墮落的天使 

 V 22 「按手之禮」按立長老(授職，祝福，肯定，接納) 

 V 24 新譯本「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就先受審判(判斷), 有些人的罪是後來才顯露出來的」 

Ch 6 V 5 教會的危機：假使徒, 假傳道, 爭權奪利, 以敬虔為得利 

 V 6 真正的得利，大利 (great gain)：敬虔+知足 

 V 10 慎防「萬惡之根」(the root of all evil)：貪財 

 V 15-16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描寫父神 

 

提後 (勸勉傳道，一身作則，至死忠心) 
 

Ch 1 V 5 全家得救與代代得救的恩典 

 V 6 按手語恩賜分遞 (imparation)：聖靈的己意，藉人按手分遞或賜下 

 V 9 你得救之終極原因(ultimate reason)：神萬古之先的旨意  

Ch 2 V 2 
「…聽….交託…能教導別人的人」：2T

2

(MC
2

: nuclear chain reaction) 

 V 3-6 傳道人 3 重身份：i) 精兵，當兵, ii) 運動員，安規矩, 持定目標,  iii) 農夫，

得享作工的成果，存指望，忍耐撒種 

 V 11 可信的話：「同死同活」，老我已死，主活活主 

 V 12 「作王」的應許與條件 

 V 15 傳道人最重要(首要)職事：當竭力: give diligence 勞苦勞力  

 V 19 雖有 v 18 背離「真道者」，然而「教會」卻是一堅固根基，屬她的是絲毫不

損，因每一位屬主的都有「印記」：是主所認識是屬主的 

 V 20-21 作貴重器皿的條件：6 個 

Ch 3 V 1 末世「危險」的日子 

 V 7-8 「心地」壞了(corrupted) 

 V 15 得救的媒介，工具(means, instrument)：聖經(福音真道) 

 V 16-17 聖經的權威與重要性 i) 權威與無誤從「默示」而來 ii) 使人得救與成聖(教訓, 督責, 歸正

(矯正), 學義)  

 

Ch 4 V 1-2 保羅末後最重大的囑咐：務要傳道(preach the world) 

 V 2 話語的職事：i)教訓 (teaching) ii)責備(rebuke) iii)警戒  (admonish, 勸戒) , 

iv)勸勉 

 V 7 保羅至死忠心，完成使命：忠心的精兵(將領), 運動員, 衛道者 

 V 13 保羅一生 (至死)讀書(聖經)與注書(使真理, 教導廣傳, 流傳) 

 

 

提多 (生活見證篇) 
(針對提多在革哩底牧養的問題) 

 

Ch 1 V 3 主的交託與命令：傳揚的責任與傳揚的功夫 

 V 6-9 長老 (監督)的職責：i)神的管家, ii)堅守真理, iii)教訓勸化, iv)駁倒爭辯者 

 V 15 不信者的軟弱 (無能)：心地，天良 

Ch 2 V1 「純正的道理」(second health teaching) 

 V 11-12 得救的目的：除去 

 V 13 蒙福的盼望 (the blessed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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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 V 5 得救的原委：神的憐憫，非個人之義行 (所謂) 

得救的精歷：「重生的洗」(washing, cleansing of regeneration) 

得救與聖靈更新：renewal of Holy Spirit 

 V 8 Vs 3-7 「這話是可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