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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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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榮耀

當我們響應神的呼召我們歸正的時候，
 其實已經稱義、同時成為神的兒女
 但邏輯上總是會先講稱義，再講成為神的兒女 —
 進入漂亮的家，要先把自己洗乾淨，稱義像洗乾淨
義
 進入神的家好像進入一個豪宅

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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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三20-24 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人因為行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稱義。
沒有
個人因為行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稱義
律法我們怎麼行都是不完全的，怎麼樣才能稱義呢？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因為耶穌的救贖，我們就白白的稱義了。
法律的名詞，就是判為無罪，
被神判決我們是無罪的
人間的法庭可能做錯誤的判決 —
有錢的壞人請最好的律師
有錢的壞人請最好的律師，
可以把他該判的罪大大的減輕
 但上帝不會做不公義的判決，
至高的上帝判我們無罪就是無罪
稱義是因為我們的罪耶穌基督已經替我們承受了，
因信耶穌基督，所以神判我們是無罪之人。


1. 神的恩召
2. 人的歸正

一、稱義的方法 — 因信稱義，因信耶穌基督的救贖才稱義…
加二16a 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徒十三38-39 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
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

二、稱義的結果
1 消極方面 — 判為無罪，
1.
判為無罪
宣佈沒有罪，免於神的憤怒、神的刑罰
2. 積極方面 — 被宣告是義人，
 從此可以享受神進一步的許多的恩惠
 是一種歸算，
不義歸給基督、基督的義歸給我們…
林後五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我們在
成為神 義
我們本來是不義的，信了耶穌、祂除去我們的罪，
祂的義就歸給我們 就稱我們為義
祂的義就歸給我們、就稱我們為義。
林前一30b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就是歸算 — 我們的罪歸給祂，祂的義歸給我們。

處理一個滿重要的問題…
講
講因信稱義口號最有名的就是馬丁路德，
稱義 號最有名的就 馬丁路德
1517 開響了改教的第一槍，
 保羅很明確的講 —
唯獨因信、不因行為的
 可是 雅各書二21 信心跟行為是並行，
提到亞伯拉罕獻以撒，
表示不是因信而已，也是因為行為。
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為什麼雅各講的跟保羅直接衝突呢？
馬丁路德為了這一句話，
甚至認為雅各書是比較沒有價值的。

2. 時間點不同…
保羅講的是信主之初 唯獨因信 完全不因行為
保羅講的是信主之初，唯獨因信、完全不因行為，
羅四1-3 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嗎？不是的，
是因割禮稱義嗎？也不是的，
是因割禮稱義嗎？也不是的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了；
他是稱義以後才受割禮的，不是因為割禮而稱義的。
亞伯拉罕或我們，都是在信主的當初因信就已經稱義了。
雅各講的時間點是信主之後
雅各講
時間點
主之後 — 信主了，有沒有證據？
據
雅二14-17 有人赤身露體、有人缺了日用的飲食，
我為你祝福 你平平安安的去
 我們說 — 我為你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雅各責備這樣的信心是死的
 真正的信心是要照著聖靈的感動、具體的幫助，
真正的信心是要照著聖靈的感動 具體的幫助
才是活潑的信心，就是有生命的、真實的信心
雅各講的是信主之後，我們要用這種善行來印證，
已經信了，在行為上會有愛的表現。

1. 保羅跟雅各字面上是衝突的…
加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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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信會產生愛的行動，這樣的信才有效果
 否認別的 — 包括割禮、律法、善行，唯獨信才有功效


雅二14-17 信心如果沒有行為就沒有益處，

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有行為就
認為不是因信而已，還要加上行為。
看起來好像兩種不同的信心…
其實第 種是真正的信心 不是只有口頭上的承認而已
其實第一種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有口頭上的承認而已，
加五6 會有效果的 — 真正的信
會生發仁愛的 會愛神愛人的 會有行為的
會生發仁愛的、會愛神愛人的、會有行為的。
保羅是講不靠行為、不是否定行為，跟雅各就沒有衝突了。

3. 論述的重點不一樣…
保羅是講白白的稱義 不是自己的善行跟功勞
保羅是講白白的稱義，不是自己的善行跟功勞，
在對付自以為義的猶太人 — 以為有摩西的律法就是義人了，
 要對付這些人，律法不會自動讓你稱義…
義
 羅三25-26 上帝使誰稱義呢？是信耶穌的人稱義了。
雅各論述的重點、要對付的人不一樣，
在對付 會 有
卻塞住憐憫
在對付教會裡有人說他信耶穌了，卻塞住憐憫的心，
人家有需要，只有一張嘴為人家祝福、叫人家走，
沒有實際的行動來幫助人
沒有實際的行動來幫助人。
4. 兩個怎麼協調呢？
 雅各其實是說 — 信耶穌以後
信耶穌以後，
用行為來證明已經稱義了，不是靠行為稱義
 保羅有沒有否定行為？沒有，
加五6 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會有愛的行為的

成為神的兒女

Adoption — 認領、收養…

父神本來只有一個獨生子耶穌基督，後來收養了我們。
一、有人說人類都是上帝的孩子，實際上帝不承認這句話…
有 說人類都是上帝的孩子 實際上帝不承認這句話
約八44a 責備抵擋耶穌的人：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二 誰才是神的兒女呢？
二、誰才是神的兒女呢？
約一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唯獨接受耶穌的才成為神的兒女
加四1-7 舊約跟新約都一樣是因信稱義，

舊約時期很多人誤解 — 以為靠律法稱義，其實是錯的，
為靠律法稱義 其實是 的
 也是因信稱義，就是因信守律法、因信獻祭的人
 而不是只在形式上守律法、在形式上獻祭，
而不是只在形式上守律法 在形式上獻祭
那個不能稱義

三、四大特性
1. 馬上成就：信就成為神的兒女，不是要慢慢的累積…
2. 可以察覺的：得救、歸正、重生、成為神的兒女，
可以察覺的 得救 歸正 重生 成為神的兒女
這麼大的事情都沒有感覺？
羅八16 聖靈跟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聖靈進來，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成為神的兒女
舊約 — 證人不能只有一個，兩個以上的證人才是可靠的，
這裡有兩個做見證的：聖靈、我們的心，
這裡有兩個做見證的
聖靈 我們的心
 知道我們已經是神的兒女了，會有感覺、可以察覺
 會覺得父神變成很親愛、親切的，
會覺得父神變成很親愛 親切的
可以隨時到施恩寶座前，蒙恩惠、得憐恤、
做隨時的幫助 可以稱祂為阿爸
做隨時的幫助，可以稱祂為阿爸，
以馬內利至高的神成為我們親切的慈愛的父親

可是真的有一個分別…
 舊約時期在律法之下、
舊約時期在律法之下
有一種奴僕的心態 — 只是怕得罪神
 我們現在的心態是兒女的心態，
 新約的人比較有福，就是耶穌已經來了
 我們信主之後很清楚的 — 接受耶穌，
就進入神的家、成為神的兒女、可以稱祂為阿爸父
—
 當時的方言、耶穌講亞蘭文，稱父親是阿爸，
當時的方言 耶穌講亞蘭文 稱父親是阿爸
我們翻為阿爸，又是音譯又是意譯
 這是很親切的稱呼，接受耶穌就跟上帝很親了，
這是很親切的稱呼 接受耶穌就跟上帝很親了
 祂是我親愛的父神
 不像孔子講的 — 敬鬼神而遠之

加四7 阿爸這是音譯，剛好也有含意的

3. 享有特權
1) 可以親近神，
可以親近神 羅八15 我們所受的不是
我
奴僕的心，所受的是兒子的心
2) 可以得到神的保護、神的供應，太六30-32 登山寶訓，
我們需要的天父是知道的，祂會供應我們
3) 不乖的時候會管教我們，
來十二 孩子會被管教，要讓我們得益處
4) 會得到神國的基業，西一12 我們跟眾聖徒一同得基業，
屬靈的產業是永恆的、是誰也奪不走、是永遠享受的
5) 可以跟基督一起受苦、一起得榮耀，
羅八17 我們既然是兒女、是後嗣，
就跟基督一起做後嗣、做神的兒女。
得榮耀是經過十字架、捨己背十字架的過程
4. 永遠有效 — 在華人教會有很大的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