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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堂  認識救恩(二)─救贖與救恩  

神是公義的神，按著祂的公義，必須審判犯罪的人。但是神也是慈愛的神，因著祂

的慈愛，祂為人預備了救恩。當祂看見我們這些所造人類的痛苦時，祂定意要拯救

我們，不只是要救我們脫離罪的審判與刑罰，更要帶我們回到祂原初榮耀的旨意

裏。人如何需要得著救恩，神也如何需要完成救恩。 

救贖是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這救贖應用在我們身上，就成為我們的救恩。因此，

救恩是基督所成就之救贖的應用。救贖在前面，救恩在後面。因為主的救贖，神的

救恩才臨到我們。 

(一) 基督的救贖 
林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潔、救贖． 
西 1:14 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1. 救贖的意義─贖回 (Redemption) 

「救贖」(redemption)這個詞就是「贖回、買回、釋放、收復」等的意思，指一個

人或一件東西抵押在別人的手中，現在付出價款把他(或它)又贖回來。基督的救贖

就是基督為我們完成的客觀事實，包括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同死，復活，升天，與

再來，把人從失落的地位與本質中，贖回到墮落之前，就是神當初計劃中該有的地

位與本質。因為人的墮落，所失去的能完全贖回，這就是救贖。 

2. 從何處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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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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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加 4:4 及至時候滿足、 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女子所生、且生在律法以下、5

要把律法以下的人贖出來、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律法的功用乃是使人知罪，沒有人因行律法被神稱義．都在律法面前犯了律法而虧

缺了神的榮耀，要受審判，要滅亡。現在要救贖，需要補滿人對神的律法的虧缺，

把我們從律法之下贖出來。 

3. 贖價付給誰？ 
羅 3:23 因為世人都犯了罪、虧缺了 神的榮耀。24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

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贖價是付給神，不是付給撒但。基督付贖價是因為我們欠神的債，因為我們犯罪時

是虧欠了神。基督之死是代替人對父神的虧欠，而這個虧欠不是任何人的善行、功

德、條件所可以成全補滿的，惟有耶穌基督能夠滿足神的絕對要求，基督能站在神

人之間，將贖價還給神。所以保羅說，你們是重價買回來的。彼得也說，不是金銀

等物能買回你們，而是靠無瑕疵玷污的羔羊寶血買贖回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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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識贖價 
「贖價」原來是市場用字，用錢或以貨就可以換取所用的貨物。apolutrosis 用於買

賣奴隸的交易上。耶穌以自己的生命作贖金，祂從神的忿怒中買贖我們。 

(1) 贖生命的價值極貴 
詩 49:7 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不能替他將贖價給 神、8 叫他長遠活

著、不見朽壞‧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 
(2) 耶穌作「贖價」 

可 10:45 因為人子來、並不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 
(3) 以魂(生命)贖魂(生命) 
利 17:11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

命贖罪．因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 
弗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提前 2: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了時候、這事必證明出來。 
人子來，作多人的贖價，祂就是這贖命銀；而祂說，祂捨了自己，做萬人的贖價。

那麼主怎麼付這個價錢，主流出了寶血，將命(魂)傾倒出來(賽 53:12)，做為贖價。

神兒子的寶血，這個贖價太大了。無瑕疵，無斑點，羔羊的寶血，祂的魂生命是超

凡美麗，惟有這生命能滿足父神公義的要求。 
5. 救贖的根基─神的義 
羅 3:24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羅 3:25 神設立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

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26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

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救贖只有一個根基，就是「神的公義」，並不是神的大愛。父的愛使祂捨子，子的

愛使祂捨己。救贖大工，愛是動機，而公義是根基。無論是誰也不能推翻救贖的根

基，因神不能背乎自己。在這公義的根基上，我們只要相信，神就稱我們為義。 
6. 救贖的八段（The Octave of Redemption） 

(1) 道成肉身 

(2) 主在地上的生活 

(3) 十字架 

(4) 復活後的四十天 

(5) 基督的升天和得著榮耀 

(6) 聖靈的降臨 

(7) 教會的意義 

(8) 基督的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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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的救恩 
來 2:3 我們若忽略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基督的救贖是客觀的事實，救恩是主觀的經歷。救贖是手段，救恩是目地。主來救

贖，要為我們得救恩。因著聖靈的工作，基督的救贖主觀的實施在信徒的身上，被

接受，經歷的時候，纔轉成我們的救恩。救贖是一次就永遠成就。而救恩是需要一

點一點去經歷。 

1. 基督是救主 (Saviour) 
路 2:11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了救主、就是主基督。 
徒 13:23 從這人(大衛)的後裔中、 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為以色列人立了一位

救主、就是耶穌。 
腓 3: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降臨。 
約一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見且作見證的。 

在救恩裏，基督是救主。祂是救主，為要拯救我們。關於基督是救主，路加二章十

一節說，『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了救主，就是主基督。』約翰一書說到主

耶穌是「世人的救主」。主基於祂的身位和祂救贖的工作，乃是墮落人類的救主。

祂是神成為人，作我們的救主，並且祂為我們罪人成就了完全的救贖，藉此祂能拯

救我們脫離神的定罪，並脫離我們墮落的光景。祂的所是和祂所成就的，使祂足以

作有能的救主，從一切環境中拯救我們到底。 

2. 基督是救恩 
路 1: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路 2:28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來、稱頌 神說、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

僕人安然去世．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見你的救恩、31 就是你在萬民面

前所豫備的．32 是照亮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列的榮耀。 
路 19:9 耶穌說、今天救恩到了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拉罕的子孫。 

以賽亞四十章三節豫言，施浸者約翰要來為基督豫備道路，『凡有血氣的、都要見 

神的救恩。』（路三 6）。當基督來到，作孩子獻給神時，那位年老、公義、並虔

誠的西面，為著祂是神的救恩頌讚神（路二 30）。基督不僅是救主，也是神為我

們所豫備的救恩。在祂以外，沒有救恩。我們若接受祂，就立刻接受救恩。撒該接

受主耶穌時，主對他說，『今天救恩到了這家。』 

3. 救恩的終極目的 
啟 7:9 此後、我觀看、見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數過來、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

方來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10 大聲喊著

說、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 神、也歸與羔羊。 
啟 7: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領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

們一切的眼淚。 
啟 19:1 此後、我聽見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說、哈利路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

的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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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識得救 

聖經所說的「得救」，含意極廣，按字義來說，「得救」(to be saved)一詞有「解

救、拯救、釋放、痊癒、健康、平安」等的意思。 

1. 在神面前永遠的得救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女。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不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9

也不是出於行為、免得有人自誇。 

2. 在人面前的得救 
可 16: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不信的必被定罪。 
羅 10:9 你若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神叫他從死裏復活、就必得救．10 因為

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3. 在生活上的得救─作成得救的工夫 
腓 2:12 這樣看來、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不但我在你們那裏、就

是我如今不在你們那裏、更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

工夫．13 因為你們立志行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裏運行、為要成就他的

美意。 

4. 在環境中的得救 
約 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了世界。 
約一 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了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5. 在主再來時身體的得救 
羅 8:22 我們知道一切受造之物、一同歎息勞苦、直到如今。23 不但如此、就是

我們這有聖靈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可 13:13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惡、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6. 在今天和永世魂的得救 
可 8:3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魂］的、必喪掉生命［魂］．凡為我和福音喪掉

生命［魂］的、必救了生命［魂］。 
彼前 1: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靈魂的救恩。(Salvation of Souls) 
提後 4:18 主必救我脫離諸般的兇惡、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 
 
 
詩 3:8 救恩屬乎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細拉］ 
詩 116:13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賽 12: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