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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1-06-2021 

什麼是改革宗長老會-08 

講道的改革-02 

羅⾺書 10:14-17  
 

唐興 牧師 

 
經文： 

弟兄們，我⼼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列⼈得救。 

2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

信他的都得著義。  

弟兄們，我⼼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列⼈得救。 

2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1-信心的義與信心的道：神國度律法的義之成就。 

5 摩西寫著說：“⼈若⾏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 

6 惟有出於信⼼的義如此說：“你不要⼼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

督來。） 

7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 

8 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 “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裡，在你⼼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

⼼的道[信主的道]。 

 
2-信心的道與救恩施行：神國度救恩的見證範圍。 

9 你若⼝裡認耶穌為主，⼼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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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為⼈⼼裡相信，就可以稱義；⼝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11 經上說：“凡信他的⼈，必不⾄於羞愧。” 

12 猶太⼈和希臘⼈並沒有分別；因為眾⼈同有⼀位主，他也厚待⼀切求告他的⼈。 

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3-信心的道與基督的話：神國度救恩的施行方式。 
3.1-信心的道是恩典的媒介 

14 然⽽⼈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呢？ 

3.2-傳道者必須受基督差遣 

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傳喜信的⼈，他們的腳蹤何等佳

美！” 

3.3-基督的話是救恩的源頭 

16 只是⼈沒有都聽從福⾳。因為以賽亞說：“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17 可⾒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前言： 

上週我們從教會歷史，從16-17世紀宗教改⾰的歷史，特別是⻄敏斯特⼤會，看到復活升

天的基督如何透過聖靈帶領祂的教會，帶領祂所差遣的牧師，神學家在地上形成⼀套嚴謹

的教義，使的教會持守了「純正道理的規模」「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基督教的教義

成為幫助基督徒明⽩聖經中所教導的福⾳真理，像舊約聖殿四周的城牆⼀樣，防⽌了仇敵

異端的入侵，防⽌了錯誤的教導。使得教會被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17世紀宗教改⾰運動

不僅建立了教義doctrine, 建立了教會治理制度church government, 還建立了敬拜的規範

原則，敬拜的指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講道的改⾰」。⼤會訂下了培育，審核牧師的

制度，建立正確的釋經講道模式。這是因為，聖經的真理告訴我們：講道preaching是基

督傳遞救恩的媒介，管道，⼯具 （the means of grace）。恩典的媒介是⼀個神學的名

詞，聖經中沒有這個名詞，是神學家對聖經中的真理做出的教導和解釋，⽤⼀個名詞來說

明聖經中的真理。恩典的媒介的意思是：基督藉著祂設立的⽅法，透過祂的教會裡祂所差

遣的傳道者把祂的救恩施⾏給祂的百姓，就是：重⽣、稱義、成聖、聖徒的堅忍、最後得

榮耀進入神和基督永遠的同在中。 



 3 

今天我們要從羅⾺書10章來思想：講道是神和基督施⾏救恩的媒介。我們的經⽂是10:14-

17節。1-⾸先我們要從整個羅⾺書的上下⽂看到保羅論述的邏輯，和論述的主要議題。

2-然後我們再從第10章的上下⽂看到保羅論述的⽅法，看到⼀個完整的主題思想。最

後，3-我們要從教會已經成形的教義，來看恩典的媒介。 

 

中心思想：恩典的媒介就是：基督透過祂所差遣的傳道者傳講信⼼的道成就信⼼的義擴展

神的國度。 

 

經文解釋： 

1-羅馬書的上下文。 

羅⾺書的題綱：「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

太人，後是希臘人。17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這是保羅要解釋的。「福⾳」的內容關係到：信⼼，

義，律法。 

第一，稱義，義的歸算（righteousness imputed） （1-5 章） 

第二，成聖，義的傳遞（righteousness imparted）（6-8 章） 

第三，救恩的成就與施行（9-11） 

第四，救恩在生活上的回應（12-16 章）。今天的經⽂在第三部分。 

 
第一，稱義，義的歸算（Righteousness Imputed）（1-3章，3-5章） 

1-第一個論點。他要證明的第⼀個論點是：3:9-10，「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臘人

都在罪惡之下。10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無法靠著⾃⼰的好⾏為，

達到神律法要求的道德標準。 

 

罪惡清單。保羅在1-2章證明了所有的⼈類，無論是猶太⼈和外邦⼈都無法靠⾃⼰的⾏為

滿⾜律法。他從18-32節，開始證明了什麼是不義，無法滿⾜律法的證據：邪僻的⼼-從

拜偶像的，同性戀，兇殺，到背後說⼈的，違背⽗⺟都，⾃誇的，無知的foolish….⼀長

串的「罪惡清單」，把所有的⼈都⼀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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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猶太人。最難以讓猶太⼈接受的就是：保羅說他們也都無法滿⾜律法的要求。

「28 因為外⾯作猶太⼈的，不是真猶太⼈；外⾯⾁⾝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29 惟有裡

⾯作的，才是真猶太⼈；真割禮也是⼼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保羅在這裡對猶太

⼈的救恩，提出了⼀個令⼈驚奇的說明：他說有兩種猶太⼈：外⾯⾝體受割禮的猶太⼈，

和裏⾯，⼼裡受割禮的猶太⼈（就是靠聖靈被除去⼼裡污穢的⼈-恩典之約的領受者，因

信稱義的猶太⼈）。事實上，因信稱義的猶太⼈和神的關係是「恩典之約」，所有舊約時

期，從亞當到基督的時期，因信稱義的⼈，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摩⻄，⼤衛…都在恩

典之約內。 

 

保羅沒有繼續說明，為什麼會產⽣兩種猶太⼈。這是9-11章第內容，羅⾺書不僅是講到

因信稱義的問題，還要解釋以⾊列⼈的問題？為什麼有的以⾊列⼈會不信，為什麼有的以

⾊列⼈會信。這牽涉到救恩的成就與施⾏的問題。 

 

應用：今天的基督徒需要把這個清單記在⼼裡，靠著聖靈光照我們，檢視我們⾃⼰，檢視

我們的內⼼，我們是否在清單裡⾯認識到⾃⼰本性中殘留的罪。我們需要越來越認識⾃⼰

的罪。因為認識⾃⼰的罪是福⾳的果效，是聖靈的⼯作，是神的恩典。否則我們就會走向

錯誤的福⾳教導裡⾯。成為⼀個像法利賽⼈⼀樣的督徒。神的恩典在我們⾝上的時候，我

們會越來越認識⾃⼰的罪，對罪感到敏感，對罪感到厭惡——這是福⾳的果效，稱義的果

效，聖靈⼯作的成果。越來越認識⾃⼰的罪是基督徒在恩典中成長的開始（羅⾺書7

章）。 

 

第一個論點的結論，3:20「所以[διότι]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稱

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羅在這裡說明律法的功⽤，是使⼈對罪有真知識。接下

來，立刻指出了⼀條道路：就是第⼆個論點，也是他要接下來證明的：（8:2，因為律法

既因⾁體軟弱有所不能⾏的，神就差遣了⾃⼰的兒⼦…） 

 

2-第二個論點，3:23-24「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24 如今卻蒙上帝的

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保羅解釋如果沒有⼀個義⼈，連⼀個也沒

有。沒有⼀個⼈可以滿⾜神的律法，也沒有⼀個⼈可以滿⾜⾃⼰良⼼的是非之⼼。那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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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法就是：「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這是講

到恩典之約的內容，講到基督的⼯作，聖靈的⼯作，神如何拯救我們。 

 

從這裡，開始⼀直到第5章結束，保羅解釋什麼是「稱義」（justification）。第⼀，「義

的歸算」，(righteousness imputed)。稱義是神賜給我們⽩⽩的恩典，不是因為我們的好⾏

為，⽽是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贖。第⼆，「基督的⼯作」就是基督如何藉著祂在⼗字架上

成就的義，把祂的義歸算給我們信主的⼈。 
 
a)-解釋什麼是歸算：外來的義，法庭的宣告 

1）4:3，引⽤了創 12 章，亞伯拉罕的因信稱義：「3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上

帝，這就算 account為他的義。」 

2）4:6，引⽤⼤衛的詩篇：「6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上帝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7 

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8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3）4:9-22，引⽤創 17-18 章，亞伯拉罕對神的應許的信⼼，證明因信稱義的福⾳真理。 

 
b)-解釋基督的工作：論點：第4章的結尾，保羅接下來提出進⼀步的論點：4:25「耶穌被

交給⼈，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這是基督在⼗字架上的獻祭。 

 

結論，5:18-21。保羅⽤亞當和基督作對比說明稱義：「18 如此說來[Ἄρα οὖν]，因一次的

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解釋了：義⼈因

信得⽣）。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哪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21 就如罪作王叫

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這裡暗⽰了基督作

王的領域，基督的國度。基督的國度是恩典作王的國度：稱義的⼈永遠不會被定罪。這是

⼀個客觀的事實，是基督成就的。當我們信主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了恩典作王的領域，不

被定罪了。這是⼀個地位上的事實。並且會產⽣⼀種轉變，從內⼼到外在⾏為的轉變：義

的傳遞，或成聖。 

 

第二，成聖，義的傳遞（righteousness imparted）（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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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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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呢？」 

3-第三個論點：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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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著洗禮歸⼊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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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的榮耀從死裏復活⼀樣。」[ἐν καινότητι ζωῆς περιπατήσωμεν]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論證核心思想：與基督聯合（6:5-8:39）：a-基督裡新的地位：律法的問題（6章）；b-本

性中罪的問題（7 章）；c-生命聖靈新能力（8 章）。基督徒知道，明⽩，理解⾃⼰在基

督裡，就是在基督以恩典統治的領域裡的地位是穩妥的。基督徒也越來越知道⾃⼰本性中

是毫無良善的。並且知道如何靠著聖靈治死⾝體的惡⾏。這是基督徒與基督的死和復活聯

合的結果。這是⼀種⽣命的新樣式。 

 

1）第⼀，稱義，義的歸算 imputation（1-5 章）外來的義，地位上的，⾝分上的，永遠

的；被動的。 

 

2）第⼆，成聖，義的傳遞impartation（6-8章）從內⼼到⾔語⾏為的轉變，⼀種⽣命的

更新，⼀種⽣命的新樣式。內⼼與⾁體世界撒旦爭戰的屬天的，屬於新世代的⽣活樣式。 

 

3）第三，救恩的成就與施⾏（9-11 章） 

4）第四，稱義成聖⽣活樣式（12-16 章） 

 

第三，救恩的成就與施行（9-11章） 
 

4-第四個論點： 「6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從第9章開始，保羅回到前⾯猶太⼈的救恩的問題：為什麼猶太⼈中有⼤多是不信的⼈，

只有少數是信的⼈。這裡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以⾊列⼈的問題，第⼆，救恩是如何成

就和施⾏的。 

 

1-首先，救恩的成就出於神聖主權的恩典：神的揀選和憐憫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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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救恩的施⾏出於信⼼的義之傳遞：講道是恩典媒介（第10章） 

3-最後，救恩的成就與以⾊列全家之得救：神救恩最終完成（第11章） 

 

中心信息：恩典的媒介就是：基督透過祂所差遣的傳道者傳講信⼼的道成就信⼼的義擴展

神的國度。 

2-第10章的上下文： 

第10章開始：「弟兄們，我⼼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列⼈得救。2 我可以證明

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的義，就不服神

的義了。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無知」，是以⾊列⼈中不

信的⼈最⼤的特徵，他們雖然信神，向神熱⼼，對神沒有正確準確的知識。不知道神的義

（1：17），不知道神拯救⼈的⽅法，不相信神設立的救恩媒介，他們不相信獻祭禮儀中

所傳達的福⾳真理（⾺太亨利：「他們⾃⼰發明…靠遵守禮儀律法⽽來的義」。），他們

不相信律法最後是指向基督的。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Christ is the end of the law），律法

的「⽬標」goal、「終點」ttermination、「成全」fulfillment 是基督(Cranfield)。按照

羅⾺書前⾯的論述，期意思是：基督本⾝成全了律法（太5:17），基督也把律法藉著稱義

成聖成全在信祂的⼈⾝上。只有在基督本⾝、在基督的⼯作裡⾯，我們才能理解明⽩律法

的⽬的，內容，和真正意義。（⾺太亨利：基督是禮儀律法的總結；基督是道德律法的總

結。） 

 

應用：今天的基督徒也必須提防「無知」的罪（1:17節）。因為不明⽩神的義，不明⽩神

拯救⼈的⽅法。結果單單把外⾯的道德好⾏為，慈善事⼯，作為救恩的⽬的。認為這就是

得救的確據。確忽略了第8章，內住的聖靈在⼈的內⼼治死裡⾯⼀切罪惡的思想（罪惡清

單）的⼯作。正和以⾊列⼈⼀樣走上宗教道德主義的寬⾨⼤路。今天教會的當務之急，就

是要重複不斷地把基督和基督⼯作說明解釋清楚，並且應⽤在⽇常⽣活中。我們需要避免

教導道德主義，膚淺的做⼈道理，我們需要知道聖靈如何帶領我們在真實的⽣活中，領受

基督的義。 

 

1-信心的義與信心的道：神國度律法的義之成就。「5 摩西寫著說：“⼈若行那出於律法

的義，就必因此活著。”（利未記18:5）6 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不要⼼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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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7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

基督從死裡上來。）”（申命記30:11-14）8 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 “這道離你不遠，

正在你⼝裡，在你⼼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心的道[信主的道]。」 

 

雖然，神的國度沒有出現在經⽂中（甚⾄整個羅⾺書中只出現⼀次）。但是，律法和神的

國度是不可分開的。神的律法就是神國度的律法，滿⾜神律法的⼈就是神國度的⼦⺠。這

是整本聖經的真理。因此，保羅在這裡是在說明神國度律法的義是如何成就的。 

 

他解釋成就神國度律法的義有兩個對立的途徑：第一個途徑：「出於行律法的義」（利

18:5；加3:12）。我們知道保羅在前⾯已經證明了「沒有⼀個義⼈，連⼀個也沒有」，沒

有⼈能靠⾏為滿⾜律法對義的要求。這是死路⼀條，這是通往滅亡的寬⾨⼤路。（8:2-

律法既因⾁體軟弱有所不能⾏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道德主義，在本質上都是死路

⼀條，都無法使我們認識基督，和基督有親密的關係。 

 

第二個途徑：「出於信心的義」。什麼是信⼼的義呢？保羅⾸先說明信⼼的義和信⼼的道，

信⼼的話 (word of faith) 有直接的關係。「“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裡，在你⼼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心的道[信主的道][ τὸ ῥῆμα τῆς πίστεως]。」 

 

保羅引⽤了摩⻄五經，申命記30:11-14節的經⽂，他解釋這就是摩⻄所傳的福⾳，他解釋

在⻄奈⼭下的以⾊列⼈⼼裡和⼝裡的，摩⻄所傳講的正是使徒們所傳講教導的「信⼼的

道」。福⾳就是信⼼的道 (word of faith)。申命記30:3-10是福⾳的應許：申30:6「6 耶

和華你神必將你⼼裡和你後裔⼼裡的污穢除掉[必使你和你後裔的心受割禮]，好叫你盡⼼

盡性愛耶和華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這是福⾳，這是信⼼的道。從舊約到新約都沒有

改變，只是基督和基督的⼗字架對福⾳帶來更豐富，更清楚的解釋。 

 

這裡講到：有福⾳傳給以⾊列⼈，和使徒們所傳的福⾳是⼀樣的。救恩的施⾏從舊約到新

約都是透過信⼼的道，成就信⼼的義。接下來，保羅繼續說明解釋：信⼼的道是如何成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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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心的道與救恩施行：神國度救恩的見證範圍。「9 你若⼝裡認耶穌為主，⼼裡信神叫

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10 因為⼈⼼裡相信，就可以稱義；⼝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11 經上說：“凡信他的⼈，必不⾄於羞愧。”12 猶太⼈和希臘⼈並沒有分別；因為眾⼈同

有⼀位主，他也厚待⼀切求告他的⼈。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9-10節，講到「信⼼的⾒證」：見證的內容：「神叫基督從死裡復活」這是福⾳的核⼼

內容，整個救恩計畫的內容。見證的發生：「⼝裡承認，⼼裡相信」。⼝裡承認是外在的

⾔語；⼼裡相信是內在的：思想、情感、意志上的活動。加爾⽂：「保羅在此主要的⽬

的，乃是要讓我們看⾒，神是怎樣地成就了祂的救恩，就是說，祂將信⼼賜給我們，這信

⼼乃是在我們⼼裏的，我們惟有藉著承認才能表明我們的信⼼。」 

 

11-12節，講到救恩的範圍，從猶太⼈擴⼤道外邦⼈。非常明顯，這裡是聖約神學「亞伯

拉罕之約」的最終應驗，恩典之約在基督復活升天之後，正式進入最後完成的時期。保羅

在這裡教導我們恩典之約的施⾏：救恩的⾒證和範圍。現在我們要進入今天的經⽂14-17

節。神國度救恩的施⾏⽅式，也就是恩典之約的施⾏⽅式，途徑，管道，媒介。救恩就是

前⾯講的：義的歸算，義的傳遞。 

 

中心思想：恩典的媒介就是：基督透過祂所差遣的傳道者傳講信⼼的道成就信⼼的義擴展

神的國度。 

 

3-信心的道與基督的話：神國度救恩的施行方式。 
3.1-信心的道是恩典的媒介 
 

14 然⽽⼈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呢？ 

 

這裡講到信⼼發⽣的「源頭」是：聽⾒基督，不是聽⾒關於基督的事，⽽是聽⾒祂。信⼼

發⽣的「媒介是」傳道者所傳的信息。基督透過傳道者所傳的信息，就是前⾯所講的信⼼

的道，使⼈產⽣信⼼。這是基督透過聖靈在⼈的 內⼼的⼯作。傳道者是神使⽤的⼯具、

器⽫、發聲筒。⼯具器⽫的本⾝是沒有功效的，發出的聲⾳本⾝也是沒有功效的，除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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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透過聖靈，在聽到信⼼的道的⼈內⼼⼯作，否則⼈是不會信的。這裡講到兩件事：神

和基督的主權，⼈回應的責任。這裡的主要對象是舊約時期恩典之約下的猶太⼈，但同

時，也應該包括新約時期的外邦⼈（12，13節）。傳道者所傳的信息是恩典的媒介，是

神國度救恩施⾏的⽅式，是恩典之約的施⾏模式。從亞當⼀直到基督再來，基督都是透過

傳道者所傳的福⾳信息把救恩傳遞給祂所揀選的⼦⺠的：基督先把福⾳傳給亞當，亞當再

把福⾳傳給他的兒⼦和後代，諾亞也是傳福⾳的，摩⻄也是….基督⾃⼰ 

 

3.2-傳道者必須受基督差遣 
 

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傳喜信的⼈，他們的腳蹤何等佳

美！” 

 

這裡講到⼀個重要的條件：傳道者必須是受到神和基督的差遣，才會傳講基督的福⾳，傳

講基督的好消息，傳講信⼼的道。傳講以基督和基督的⼯作為中⼼的信息的⼈，才是受基

督差遣的傳道者。（Cranfield）「第四個問題的重點是，真正的基督教傳道preaching，

基督⾃⼰通過它說話，不是⼈可以憑⾃⼰的主動完成的：它只能在⼈得到上帝授權和委託

的情況下進⾏。」 

 

從亞當⼀直到基督再來，基督都是透過傳道者所傳的福⾳信息把救恩傳遞給祂所揀選的⼦

⺠的：基督先把福⾳傳給亞當，亞當再把福⾳傳給他的兒⼦和後代，諾亞也是傳福⾳的，

摩⻄也是….基督⾃⼰ 

 

我們如何知道傳講信息者是奉差遣的呢？我們從講道者所傳講的信息，就可以知道。第

⼀，所傳的信息是否是純正健全的福⾳，信⼼的道，也就是持守使徒所傳的話語的規模。

第⼆，傳道者是否是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這就是教會的責任，這就是我們看到基督在天上帶領祂的教會，在歷史中的宗教改⾰運

動，中⻄敏斯特⼤會所推動的，講道的改⾰，恩典媒介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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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施⾏的邏輯步驟：1）基督差遣傳道者，2）傳道者傳講信⼼的道，3）基督透過信⼼

的道，使⼈聽到祂，4）聽到基督的⼈領受到救恩，並且漸漸在救恩中成長。 

 

3.3-基督的話是救恩的源頭 

16 只是⼈沒有都聽從福⾳。因為以賽亞說：“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17 可⾒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16節，提出⼀個反對的意⾒，不是所有的⼈都順服所傳的信息。保羅引⽤以賽亞書指

出，傳道者所傳的信息，不是聽到的⼈都會信。第17節解釋了原因：救恩的源頭是基督的

話，救恩的源頭不是信息的本⾝。信⼼的道必須伴隨著基督的話，才能產⽣救恩的果效。 

 

18-21節，解釋福⾳的信息，信⼼的道藉著基督差遣的傳道者，傳遍了天下。以⾊列⼈都

聽到了基督的話，但是，他們沒有回應基督的話：「⾄於以⾊列⼈，他說：“我整天伸⼿

招呼那悖逆頂嘴的百姓。」 

 

結論：保羅⽤恩典的媒介說明以⾊列⼈的不信是他們的悖逆沒有順服基督的話。因信稱義

的以⾊列⼈是出於神主權恩典的揀選和憐憫。同時保羅說明了神施⾏救恩是透過祂⾃⼰設

立的恩典的媒介。恩典施⾏的邏輯步驟：1-基督差遣傳道者，2-傳道者傳講信⼼的道，

3-基督透過信⼼的道，使⼈聽到祂，4-聽到基督的⼈領受到救恩，並且漸漸在救恩中成

長。 

 

3-基督教教義的教導。 

第16節 

《海德堡要理問答》第65問：「我們既然單單因著信，⽽在基督及其恩典上有份；那麼，

這信⼼⼜是從那裡來的呢？」答：「從聖靈⽽來，是聖靈藉著神聖福⾳的宣講，在我們⼼

裡運⾏，使我們有信⼼：⼜藉著聖禮的施⾏，確認這信⼼。」 

 

Berkhof:「嚴格來說，只有聖道和聖禮才能被視為恩典的媒介，也就是基督在教會中設立

的客觀管道，基督通常約束⾃⼰，使⽤這兩個媒介，來向教會傳遞祂的恩典。當然 ，聖

道和聖禮絕不能與基督分離，也不能與聖靈的權能運⾏分離，更不能與教會分離，因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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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神所設立，來散佈神恩典祝福的機構。恩典的媒介本⾝是沒有功效的，唯有藉著聖靈

有效的運⾏，才能產⽣屬靈的結果。」 

 

「它們[聖道和聖禮]是神的恩典綿延不斷的⼯具，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例外。這意味著，

他們並非僅僅偶爾與神恩典的運⾏有關，或者，或多或少偶然地與恩典的運⾏有關，⽽是

神慣常指定的傳遞神拯救恩典的途徑，因此有永恆的價值。」 

 

記得詩篇第⼀篇嗎？蒙神祝福的⼈，像⼀顆樹被栽在溪⽔旁，按時侯結果⼦，葉⼦也不枯

乾。「溪⽔」就是⼈⼯的渠道，表⽰不論季節都有⼈供給供樹⽊⽣存的⽔分。溪⽔是比喻

教會中的蒙恩管道，恩典的媒介，是神的恩典綿延不斷的⼯具。基督徒來到教會的主要⽬

的就是聽道，在傳講的主⽇信息中，被基督澆灌，屬靈的⽣命漸漸的長⼤，結出聖靈的果

⼦。 

 

你是如何聽道的呢？你是否重視講台的信息呢？你知道講台的信息關係你的救恩，關係你

是否在救恩中成長嗎？講台的信息是否在你⼼中產⽣果效呢？你是否越來越認識基督和基

督的⼯作，你是否在⽣活中和基督有親密的關係，認罪悔改，禱告，求聖靈的能⼒，是否

是你⽣活的新樣式。如果有，那麼你的確是在恩典中成長。如果沒有，那麼你就必須要積

極地，努⼒地，花時間和精⼒，聽釋經講道，學習認識基督和祂的⼯作。	
	
你需要仔細的聽，有聽不懂的地⽅，要重複聽，重複思想，在禱告中思想，你要禱告求主

賜下亮光，賜下渴慕。你平常必須養成讀聖經的習慣，讀聖經幫助你聽道。你必須檢視⾃

⼰，如果你聽了多年的道，⽣命仍然沒有轉變，對⾃⼰的罪沒有更深刻的認識，對基督和

基督的⼯作沒有更清楚，對 

 
Berkhof:「墮落的⼈藉著耶穌基督的功勞和聖靈的運⾏，從上帝恩典的永恆泉源中得到所

有救恩的祝福。 雖然聖靈可以並且實在某些⽅⾯，直接作⽤於罪⼈的靈魂，但在很⼤程

度上將祂將⾃⼰束縛在使⽤某些⽅式，來傳達神聖的恩典⽅⾯是合適的。 聖經中沒有

『施恩的媒介』⼀詞，但它是聖經中指明的⽅法的正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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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媒介的基礎：「嚴格地說，只有聖道word和聖禮sacraments可以被視為施恩的媒介

means of grace，也就是說，基督在教會中設立的客觀渠道objective channels，並且在

傳授他的恩典時，他通常將⾃⼰束縛在這些渠道上。 當然，這些可能永遠不會與基督分

離，也不會與聖靈的⼤能運⾏分離，也不會與被指定分配神聖恩典祝福的機構organ的教

會分離。 它們本⾝是非常無效的，只有通過聖靈有效的運⾏才能產⽣屬靈的結果。」 

 

蒙恩的範圍：「同時，這個詞也不是很明確，可能比它通常在神學中的含義更全⾯。【教

會】可以被描述為基督通過聖靈⼯作，⽤來聚集選⺠、造就聖徒和建立他的靈體的偉⼤施

恩⽅式。他賦予她各種屬靈恩賜，並設立執⾏聖⾔和聖禮的職務，這些都是引導選⺠走向

永恆命運的⼿段，從⽽使她有資格勝任這項偉⼤的任務。但該術語可能有更廣泛的範圍。 

 

聖徒在順境（prosperity）和逆境（adversity）中的整個神護理的引導（the whole 

providential guidance），常常成為聖靈引導選⺠歸向基督，或與他更緊密相交

communion的⼀種⽅式。甚⾄可以將⼈接受和繼續享受聖約的祝福所需要的⼀切，都包

括在施恩的媒介中，例如信⼼、悔改、屬靈爭戰和祈禱。」 

 

教會本身不是蒙恩媒介：「然⽽，將所有這些都包括在「蒙恩之道」⼀詞中，既不是慣例

也不適合。教會不是聖⾔和聖禮之外的施恩途徑，因為她促進天主聖寵⼯作的能⼒只在於

管理administrate這些。除了通過聖⾔和聖禮之外，她在傳達恩典⽅⾯沒有任何作⽤。此

外，信⼼、悔改和祈禱，這些⾸先是上帝恩典的果⼦fruit of the grace，儘管它們最後可

能成為堅固屬靈⽣命的⼯具。它們不是客觀的儀式ordinance，⽽是擁有和享受聖約祝福

的主觀條件subjective con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