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羅所傳的福音

哥林多前書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
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福音的中心是基督及祂為我們所成就的事
疑問:

真實性?
我相信這一歷史事件，但二千年前的事與我何干?



首先和末後的亞當

哥林多前書

45 經上也是這樣記着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
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48
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 (在亞當裡)
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在基督裡)

什麼是“在亞當裡”和 “在基督裡”?
基督徒如何能“在基督裡”?



除去心中的帕子

哥林多後書 3:16-18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18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歸向基督，除去心中以行為稱義及以自我為中心的帕子。

主的靈帶來自由，我們得以具有基督的形象，反映主的榮耀。

如何能歸向基督，具有基督的形象



神的福音 : 
耶穌從死裏復活，從人間升天

卑微的彌賽亞成為榮耀的彌賽亞

稱義: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

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
得子名份: 羅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

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成聖:羅 6: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在福音中與基督聯合的重要性

基督的死/埋葬,復活
基督的稱義，得子名份，成聖
與基督聯合，我們稱義，得子名份，成聖
在福音中與基督聯合的奧祕

馬太福音 7:21-23: 
稱呼『主啊，主啊』 ， 奉主的名傳道，趕鬼，行異能

不能都進天國



與基督聯合(在基督裡)的重要性

• “In Christ”: 89 times in ESV Bible
• 聖經：「在基督裡」、「在祂裡面」、「在耶穌裡」或「在耶穌基督裡」

約150次

約翰.加爾文《基督教要義》3.1.1 :
「我們必須明白，只要基督在我們以外，我們與他分離，那麼所有他為
救贖人類所受的苦和所做的工都是無用的，也與我們無益。」



我們怎樣與基督聯合？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

三十問：聖靈怎樣將基督所買來的救贖運用到我們身上呢？

答：聖靈將基督所買來的救贖運用到我們身上，乃是藉著他在我們
裡面所生發的信心，這樣便使我們因有效的恩召，從而與基督聯合

• 藉著聖靈，神由此吸引我們，使我們與基督聯合。

約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
• 藉著信心，我們由此而來到基督面前，信靠祂，從而與祂聯合。

弗 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蘭金.威爾本: 「與基督聯合」的三個涵義:

代表  基督代表了我們 (We are in Christ)
隱藏  我們藏在基督裡 (Hidden in Christ)
更新  基督在我們裡面 (Christ is in us)

Rankin Wilbourne
(Union with Christ: The Way to Know and Enjoy God)

與基督聯合我們得以稱義，得子名份，成聖
羅馬書6:1-14與基督聯合在福音中成聖的奧祕



羅馬書6:1-14 
1-2 因信稱義的恩典與成聖的關係
3-5 與基督聯合-在福音中成聖的奧祕

3-4與基督的死/埋葬聯合
5與基督的復活聯合

6-7 與基督的死聯合

8-10 與基督的復活聯合

11 聯合在基督耶穌裏的新人
12-13 與基督聯合的生命
14 成聖：在恩典之下與基督聯合



漸近性的成聖: 聖靈在我們裡面所做的讓我們不斷得以更新，不斷被塑
造成為基督的形象的過程。
決定式的成聖: 聖靈讓我們向罪死，和基督一同復活，成為神的新創造
，我們憑著信心與基督聯合，神宣稱我們是聖潔的。

• 林前 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
召作聖徒的…。

• 林前 6: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 來 10: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
以成聖。

• 來 10:14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 決定性的成聖是這個歷程的起點
• 漸進性的成聖是由決定性的成聖所創造的新人的不斷地成
熟長大。

• 一方面成聖自始至終都是聖靈的工作，另方面也要求信徒
積極地參與其中。

• 基督徒不但要憑著信心來得到決定性的成聖，他們也要努
力地憑著信心積極參與到漸進性成聖的歷程中，從而越來
越聖潔。



1-2 因信稱義的恩典可以容許罪中的生活嗎？

1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

2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保羅駁斥因誤解因信稱義的反律法主義



3-5 與基督聯合-在福音中成聖

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
死嗎？

4. 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
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
復活一樣。

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
上與他聯合；

我們和 … 一同埋葬



6-7 與基督的死聯合

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
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8-10與基督的復活聯合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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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11 聯合在基督耶穌裏的新人

11.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
自己是活的。

12-13 與基督聯合的生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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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14 成聖：在恩典之下與基督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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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基督聯合的三個涵義:
代表  基督代表了我們 (We are in Christ)

羅 6:4 …我們和他一同埋葬…，
隱藏  我們藏在基督裡 (Hidden in Christ)

羅 6:11 …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更新  基督在我們裡面 (Christ is in us)

羅 6:5 …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羅 8: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

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成聖裡的已然和未然(決定式和漸近性的成聖)
• 弗 4: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兩個例子
• 婚姻

• 穿了爸爸衣服的小孩子



與基督聯合-在福音中成聖的奧祕

可 8:34 …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捨己: 

Deny yourself;否認自己;放下自我;(起點)
背起十字架:(進程)

派博 (John Piper): 願意被反對、被羞辱、被迫害、被釘死
羅 6:4 …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從死裏復活來跟從我。



羅馬書6:1-14 
1-2 因信稱義的恩典與成聖的關係
3-11與基督聯合-在福音中成聖的奧祕

3-4與基督的死/埋葬聯合
5與基督的復活聯合

6-7 與基督的死聯合

8-10 與基督的復活聯合

11 聯合在基督耶穌裏的新人

12-14 與基督聯合的生命



與基督聯合-在福音中成聖的奧祕
路 15 11-32 浪子的比喻?

自以為義的大兒子的比喻?

父愛的比喻
31.父親對他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

你的；

32.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
當歡喜快樂。』

在福音中死而復活與基督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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