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書3:21 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22 就是上
帝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切相信的⼈，並沒有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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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帝設立
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藉著⼈的信，要顯明上帝的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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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既是這樣，哪裏能誇⼝呢？沒有可誇的了。⽤何法沒有的呢？是⽤立功之法嗎？
不是，乃⽤信主之法。28 所以我們看定了：⼈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律法。29 難道
上帝只作猶太⼈的上帝嗎？不也是作外邦⼈的上帝嗎？是的，也作外邦⼈的上帝。30 上
帝既是⼀位，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義。31 這樣，
我們因信廢了律法嗎？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


我們今天開始來思考羅⾺書下⼀個重要的主題，其實也是整本羅⾺書環繞的中⼼，就是稱
義。加爾⽂指出稱義是整個基督教的樞紐，the hinge on which the religion hangs. 


I. 我們來看稱義這個觀念：

A. 24 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地稱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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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8 所以我們看定了：⼈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律法。

D. 30 上帝既是⼀位，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
義。


E. 在這短短的11節經⽂裡，保羅就⽤了稱義5次。

F. 在所有的科⽬和具有價值的活動裡，都會有⼀些專有名詞我們必須學：


1. 象棋：將軍！

2. 棒球：全壘打！

3. 數學：平⽅，立⽅。（不是平平的，⽅⽅的東⻄）

4. 在基督教中，有⼀個重要的專有名詞，稱義，它具有極其特殊的含義。


G. 稱義的定義：

1. 在法庭上的開釋。

2. 比較詳細的解釋是：因爲別⼈替你承受了處罰，償還了罰⾦，使得你這個罪⼈
可以在法官⾯前當庭開釋。你可以走了，罰⾦有⼈付了，牢有⼈坐了，你走
吧。


3. 這個詞也具有會計的含義。算帳算清了，你⽋的債付了，你可以走了。

H. 我們來看看聖經裡的例⼦。


1. 路加福⾳ 7: 28 我告訴你們，凡婦⼈所⽣的，沒有⼀個⼤過約翰的；然⽽上帝
國裏 ⼩的比他還⼤。29 眾百姓和稅吏既受過約翰的洗，聽⾒這話，就以上
帝為義；30 但法利賽⼈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竟為⾃⼰廢棄了上帝的
旨意。31 主⼜說：「這樣，我可⽤甚麼比這世代的⼈呢？他們好像甚麼呢？
32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



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33 施洗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
被⿁附著的。34 ⼈⼦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是稅吏和罪
⼈的朋友。35 但智慧之⼦都以智慧為是。 （Yet wisdom is justified by all her 
children）

a) 在這段經⽂裡，稱義出現了兩次。⼀次是百姓稱上帝為義，另⼀次是智慧
之⼦稱智慧為義。這樣的⾏為是⼀種判決，裁定。嗯，祢是好的，你是對
的，你是智慧的。


2. 列王紀上 1:20 我主我王啊，以⾊列眾⼈的眼⽬都仰望你，等你曉諭他們，在
我主我王之後誰坐你的位。21 若不然，到我主我王與列祖同睡以後，我和我
兒⼦所羅⾨必算為罪⼈了。」

a) 這段經⽂裡，拔⽰巴的兒⼦所羅⾨若不被立為王位上，他們⺟⼦兩⼈就成
為地位錯誤的⼈，成了叛黨，就被算為罪。這是稱義的反義詞，就是判
罪，定罪。


b) 我們若不被放在基督的王位裡，我們也就被算為罪。若在基督裡，我們就
被算為義。


c) 羅⾺書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3. 使徒⾏傳 13:38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傳給你們的。

39 你們靠摩⻄的律法，在⼀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就都得稱義了。

a) 信靠這⼈，就得稱義了！本來算為有罪的，因信靠耶穌，就算為無罪了。

Absolved, absolution. 寬恕，免責，化解了。

b) 摩⻄的律法如同⼀條鞭⼦，不斷地鞭打我們，⼜犯罪了，⼜犯規條了，⼜
違背誡命了，打！申命記25:2 惡⼈若該受責打，審判官就要叫他當⾯伏在
地上，按著他的罪照數責打。3 只可打他四⼗下，不可過數；若過數，便是
輕賤你的弟兄了。


c) 因信耶穌，耶穌替我們承受了鞭打，所以我們就不⽤被打了。彼得前書
2:24 他被掛在⽊頭上，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
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d) 所以這個「算」你為義，就是在這個根基上得到的。有⼈被打了，你就
「算了」。


4. 路加福⾳ 18:13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上帝
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14 我告訴你們，這⼈回家去比那⼈倒算為義
了；因為，凡⾃⾼的，必降為卑；⾃卑的，必升為⾼。」

a) 這稅吏並沒有做什麼好事，但他的認罪使他被算為義了。


I. 所以，我們建立了⼀個專有名詞的定義：稱義，就是算你為義。法庭開釋，釋
放。⽋的債還清，⼀筆勾銷了。




II. 問題來了，考試：上帝稱你為義，是因為基督的公義進到你的⼼裡，你的⾝上，使你
因此成為了義⼈，才稱你為義。或著是：基督的義是在你外頭，因著你信基督，算給
你的？

A. Ok，有差別嗎？加爾⽂在他寫的基督教要義裡，花了兩章的篇幅，跟⼀個德國的
神學家 Osiander 歐先德辯論。他教導：doctrine of essential righteousness。


B. 歐先德說，因為基督的本性與我們的本性結合，因此祂的義就變成了我的義。因
此我就被稱義了。


C. 有錯嗎？加爾⽂是跟他在吵什麼啦？你們神學家很無聊誒，天天就辯論這種看起
來⼀模⼀樣的東⻄。基督的義，和我結合，就變成我的義，我就稱義，不是很好
嗎？


D. 彼得不是也有教導我們嗎？彼得後書1:3 「上帝的神能已將⼀切關乎⽣命和虔敬的
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4 因此，他已將⼜寶
貴⼜極⼤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上帝的性

情有分。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要加上德⾏；有了德
⾏，⼜要加上知識；6 有了知識，⼜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要加上忍耐；有了
忍耐，⼜要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要加上愛弟兄的⼼；有了愛弟兄的⼼，⼜要
加上愛眾⼈的⼼。8 你們若充充⾜⾜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上不⾄於閒懶不結果⼦了。9 ⼈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近處的，忘
了他舊⽇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E. 你看，不是嗎？基督的性情變成了我們的性情，我們就得稱義了。你可能不知道
的是，彼得在講的題⽬，不是稱義，是成聖。加爾⽂指出，歐先德犯的錯，是把
「稱義」解釋成「成為義」。Calvin：Osiander explains “justify” as “to make 
righteous.” Institutes, III, XI, 6.


F. 把稱義，和成聖（長成基督的樣式）混淆，會有什麼後果？會有嚴重的後果：

1. 你是因為你變好了，基督才稱你為義的。你，再次把你的善⾏，摻入了稱義裡
⾯。


2. 你要知道，稱義是具有永恆的地位的。你⼀次因信被稱義，你永遠被稱義。那
個地位永不改變，你永遠不會再下地獄，你永遠被上帝接納，你不再會被定罪
了。羅⾺書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3. 成聖，卻不是地位，是每天不斷的掙扎，是battle，是與⾁體的⾾爭，是與世
界引誘試探的抵抗，是抵抗魔⿁的控告。這在今⽣不會完成，會時好時壞。


4. 但是，如果我們的稱義，是建立在我們變成基督的義，我們就再次失去了保羅
所傳的福⾳了。


G. 你再看⼀次保羅所寫的稱義：

1. 24 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地稱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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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8 所以我們看定了：⼈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律法。




4. 30 上帝既是⼀位，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
為義。


5. 彼得，也把稱義和成聖做出了區別：彼得後書1:9 「⼈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
瞎，只看⾒近處的，忘了他舊⽇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H. 你如果以為是因為你改掉了什麼壞習慣才稱義的，你就失去了福⾳了。你如果以
為你是因為什麼禮儀才稱義的，你就成了天主教了。

1. 天主教教導，你稱義，是因為在受洗時注入了基督的義，在領聖餐時繼續灌入
基督更多的義，然後神⽗替你抹油按⼿時你⼜得到更多的義， 後， 後在你
死之前，神⽗再來替你抹油按⼿，你就能被稱義，進天堂了。


2. 然⽽，在⼈們開始⾃⼰讀聖經時，我們就發現，不是這樣的，我是⽩⽩地稱義
的！


III. 應⽤：

A. 稱義，是給信耶穌的⼈ ⼤的安慰。以賽亞書40:1你們的上帝說：你們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向她宣告說，她爭戰的⽇⼦已滿
了；她的罪孽赦免了；

1. 在瘟疫時，在⾯對死亡時，我們 ⼤的安慰不是因為我多麼的成聖才能進天堂
的。我們得永⽣，是因為我們信。


2. 27 既是這樣，哪裏能誇⼝呢？沒有可誇的了。⽤何法沒有的呢？是⽤立功之
法嗎？不是，乃⽤信主之法。


3. Peter Vermigli “Thus, in believing there is need of strength and patience on 
account of the great struggle we experience there. We must resist the flesh, 
we must overcome reason, which strives much against faith. We must also 
resist the condemnation of our own conscience, of sin, and the wrath of 
God;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besides by which the assent of faith is 
prevented and hindered... For God promises resurrection, but to the dead; 
he promises eternal life, but to the decaying; he calls them blessed, yet they 
abundantly thirst and hunger and are oppressed on all sides; he pronounces 
men justified, yet are they covered with sin and filth.” -p. 91. 


4. 「因此，當我們相信時我們需要能⼒和毅⼒來⾯對我們所要經歷的掙扎。我們
必須抵擋⾁體，我們必須勝過理性，因爲理性與信⼼相敵。我們也要抵擋我們
⾃⼰良⼼所控告我們的罪和神的憤怒；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許多事物會攔阻和
羈絆信⼼的認同···因為神所應許的是復活，但卻是對已死的⼈之應許；祂應許
永⽣，但是對正在朽壞之⼈應許的；祂稱他們為有福的⼈，但他們卻飢渴，挨
餓，四⾯受困；祂稱他們為義，然⽽他們卻被罪和污穢所覆蓋」。 p. 91


B. 使你稱義的信⼼，也會使你走在成聖的道路上。兩者都很重要，但不要混淆。

1. 聽懂稱義的⼈，⼀定會問這個問題：羅⾺書6:1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
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反正都稱義了，那就多多犯罪吧！


2. 保羅會解釋，這個邏輯有其不完整的地⽅。




3. 24 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地稱義。“⽩⽩” 原⽂是
“禮物”。真正明⽩這禮物的⼈，不會喜樂的去犯罪，只會想辦法討主喜悅。


Jesus Paid It All 罪債全還清


(1) 我聽救主說道：你⼒量實微⼩， 
應當儆醒祈禱，因我為你中保。 
I hear the Savior say, “Thy strength indeed is small;  
Child of weakness, watch and pray, Find in Me thine all in all.”


主替我捨⾝，罪債全還清，  
無數罪孽污穢⼼，主洗比雪⽩淨。 
Jesus paid it all, All to Him I owe;  
Sin had left a crimson stain, He washed it white as snow.


(2) 我今確實知道，惟主權能浩⼤，　  
可使痳瘋潔淨，鐵⽯⼼腸軟化。 
Lord, now indeed I find, Thy power and Thine alone,  
Can change the leper’s spots, And melt the heart of stone.


(3) 我無佳⾔義⾏，藉此可得主恩，   
唯主所流寶⾎，能洗⼀切罪痕。  
For nothing good have I, Whereby Thy grace to claim,  
I’ll wash my garments white, In the blood of Calvry’s Lamb.


(4) 將來我立主前，靠主聖潔、完全， 
主死我乃得⽣，我⼝常永頌讚。 
And when, before the throne,I stand in Him comple. 
Jesus died, my soul to save; My lips shall still repe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