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la Fide 唯獨依靠信⼼心得救


腓⽴立⽐比書 3：8 不不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不是有⾃自⼰己因律律法
⽽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上帝⽽而來來的義，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復活
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復活。


唯獨藉著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因信稱義絕對不不是⾺馬丁路路德⾃自⼰己默想後的“發明” 或 “創新”， 路路德是從新“發現”了了這個
古⽼老老的真理理。因為上帝不不需要我們給他什什麼東⻄西，他要的就是我們信任他，信靠他，信
他。 


在伊甸園裡，上帝對亞當說：“創世紀 2：15 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
理理，看守。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17 只是分
別善惡惡樹上的果⼦子，你不不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沒有解釋為什什麼，沒有給他理理由。“善惡惡知識樹”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有善惡惡的知識不不好嗎？很好啊。 那為什什麼不不能吃？就是不不能吃。吃了了會死。 死是什什
麼？死就是不不活了了。 為什什麼吃就會死呢？ 別問，我告訴你這樣，就這樣。 Trust me！相
信我！相信我！這就是⼈人和神之間 原始的關係，其實也是⼈人和⼈人之間 基本的關係，信
任。 


上帝不不要我們⾃自⼰己判斷善惡惡，他要告訴我們善惡惡。 他要亞當相信他。 蛇對夏娃的試探的
第⼀一步就是破壞⼈人對上帝的信任。  創世紀 3：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
的活物更更狡猾。蛇對⼥女女⼈人說：「上帝豈豈是真說不不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2 ⼥女女
⼈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說：
『你們不不可吃，也不不可摸，免得你們死。』」4 蛇對⼥女女⼈人說：「你們不不⼀一定死；5 因為上
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了，你們便便如上帝能知道善惡惡。」


對上帝的懷疑：

1. 上帝真的說了了嗎？對上帝話語的存在性的質疑。

2. 你真的⼀一定⼀一定會死嗎？對上帝話語的真實性的存疑。

3. 你其實不不知道，上帝是怕你變成和他⼀一樣的上帝！對上帝話語的動機的懷疑。 


⼈人從對上帝單純的相信，變成對上帝的懷疑。 這三點對上帝的懷疑，到今天仍然適⽤用。

1. 真的有上帝嗎？（我是無神論者，我是不不可知論者）




2. 聖經真的是神的話嗎？我真的可以相信聖經嗎？ （這不不是童話故事嗎？裡⾯面這麼多封
建迷信的東⻄西，你們還信這個？）


3. 就算聖經真的是神的話，可是上帝這麼壞，我為什什麼要相信他呢？ （世界上這麼多災
難，上帝在幹什什麼？）


我今天沒有時間來來回答這些問題，要不不然就再也講不不完了了。 但我要告訴你，我們⼈人和上
帝之間 深層的關係，上帝 想要從我們得到的，不不是我們的禮物，不不是我們的善⾏行行，不不
是我們的功勞勞，不不是我們不不抽煙，不不醉酒，不不打牌，不不看戲，不不紋身，不不罵髒話，不不姦淫，
不不浪費⽣生命，雖然這些都有好的價值，可是這不不是上帝 想要的，他想要我們的信任。 I 
trust you. I believe you! 這是祂 要的。 我們來來看⼀一段經⽂文。 


羅⾺馬書 1：16 我不不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
⼈人，後是希臘臘⼈人。17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來；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這段經⽂文是羅⾺馬書的thesis statement。 它指出了了羅⾺馬書的⼤大綱，整本羅⾺馬書都在解釋這
兩句句話。  

1. 福⾳音要就相信的⼈人

2. 上帝的義顯現出來來

3. 上帝的義建⽴立在信上⾯面

4. 上帝的義使我們相信。

5. 因為，義⼈人的⽣生命，是從信⽽而來來的


我們⼀一⼀一來來看這幾個字的含義。


I. 義：神的公義

A. 這裡不不是在談神的屬性，⽽而是在談神的禮物。 如果“神的公義”是在談神⾃自⼰己的本
性，那麼神的公義就不不會是“本於信”， ⽽而會是“本於祂⾃自⼰己”。 


B. ⾺馬丁路路德從天主教的錯誤所做的 ⼤大的轉變，就是發現這個真理理。 如神的義是指
祂⾃自⼰己的屬性，這個就不不會是“福⾳音” 好消息了了。 神的義，會致我們於死地。祂的
公義會審判⼀一切的罪惡惡，我們身上所有的罪，從 ⼩小的說閒話⼤大到參參加恐怖組織
殺⼈人放⽕火，都會在祂完全的公義底下被判為死罪。 


C. 然⽽而，聖經告訴我們神的義是“本於信”。 也就是說，我們的信⼼心可以使我們得到
神的公義。 


II. 稱：算為

A. 不不是把神的公義注⼊入在我們身上，⽽而是歸在我們的帳上。

B. 神的義既然是禮物，就得找⼀一個⽅方法給我們，但是怎麼給呢？ 天主教認為：是在
我們受洗時 “注⼊入” (Infusion) 神的恩典，使我們有能⼒力力來來⾏行行善積功德。 




C. 路路德在羅⾺馬書卻發現，上帝的義不不是“注⼊入”在我們身上，⽽而是算在我們帳上。 

D. 羅⾺馬書 4： 1 如此說來來，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著⾁肉體得了了甚麼呢？2 倘若亞伯拉
罕是因⾏行行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上帝⾯面前並無可誇。3 經上說甚麼呢？說：
「亞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4 做⼯工的得⼯工價，不不算恩典，乃是該得
的；5 惟有不不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上帝，他的信就算為義。13 因為上帝應
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不不是因律律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1.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coun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5 And to the one who does not work but believes in him who justifies the 
ungodly, his faith is counted as righteousness。


2. λογίζομαι:—to count, reckon, calculate, compute, Hdt.; λ. ἀπὸ χειρός to 
calculate off hand, 


3. 算你為義，就有中⽂文裡的 “算了了” 的意思。 你如果借我的⾞車車，然後撞壞了了。你
拼命的道歉，說你將來來有錢再還我。 我如果說：“算了了”，就是說：“算你還
了了，我⾃自⼰己倒楣⾃自⼰己賠吧。” 你沒⽋欠我了了，別提了了。算了了！


4. 耶穌教我們的禱告裡，就說：“免了了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了⼈人的債。” 

E. 我們如果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就需要上帝⾃自⼰己賠錢。祂拿什什麼來來賠祂的公義所受
到的虧損呢？祂拿祂兒⼦子耶穌基督在地上完全的公義⽣生活來來賠我們不不義的損失。 


F. 我們要得到這個“神的義”，被算為我們的義，就要信。

G. 羅⾺馬書 3：21 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律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來，有律律法和先知為證：

22 就是上帝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25 上帝設⽴立
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上帝的義；因為他⽤用忍耐
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26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
信耶穌的⼈人為義。


III. 信：完全無助的投靠

A. 不不再以為⾃自⼰己的⾏行行為有任何值得誇⼝口的地⽅方，⽽而是完完全全地投靠在耶穌的恩典
上。


B. 這裡就是保羅在腓⽴立⽐比書所提到的看“萬事如糞⼟土”，來來得到從信耶穌⽽而來來的義。 
腓⽴立⽐比書 3：8 不不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不是
有⾃自⼰己因律律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上帝⽽而來來的義，10 使我認
識基督，曉得他復復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 或者我也
得以從死裏復復活。


C. 也就是說，⼈人若要想要進天國，得永⽣生，得到基督的義，就必須完全歸零。歸什什
麼零？把⾃自⼰己⼀一切的成就，天份，才幹，能⼒力力，⼀一切所誇⼝口的，都當作糞便便，放
在⾺馬桶裡沖掉。然後得著基督。 

1. ⾺馬太福⾳音 18：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不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不得進天國。




2. 約翰福⾳音 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不重⽣生，就不不能⾒見見
上帝的國。」


D. 亞伯拉罕的⼈人⽣生需要歸零。 他⼀一⽣生的努⼒力力就在於⽣生個兒⼦子繼承家業。 靠⾃自⼰己的⼒力力
量量⽣生了了個以實瑪利利，結果不不是神要給他的。

1. 創世記 17：17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裏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
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了，還能⽣生養嗎？」18 亞伯拉罕對上帝說：「但願以實
瑪利利活在你⾯面前。」19 上帝說：「不不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
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20 ⾄至於以
實瑪利利，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二個族
⻑⾧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21 到明年年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
堅定所⽴立的約。」22 上帝和亞伯拉罕說完了了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了。


2. 創世記 22：9 他們到了了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裏築壇，把柴擺好，
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10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11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
這裏。」12 天使說：「你不不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不可害他！現在我知
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了；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留下不不給
我。」13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不料料，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
亞伯拉罕就取了了那隻公⽺羊來來，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14 亞伯拉罕給那地
⽅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勒」，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15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16 「耶和華說：『你既⾏行行了了
這事，不不留留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便指著⾃自⼰己起誓說：17 論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來，如同天上的星，海海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
從了了我的話。』」19 於是亞伯拉罕回到他僕⼈人那裏，他們⼀一同起身往別是巴
去，亞伯拉罕就住在別是巴。


E. 彼得的⼈人⽣生歸零：他三次不不認主，⾃自⼰己都沒有臉來來悔悔改⾒見見主。但主來來找他。你不不
⾏行行，你沒⽤用，知道了了嗎？我要你，你來來餵養我的⽺羊。


F. 保羅的⼈人⽣生要歸零。在往⼤大⾺馬⾊色的路路上，他聽到了了，⾒見見到了了拿撒勒勒⼈人耶穌。那個
他認為不不可能的彌撒亞，那個異異端。結果祂真是主。他瞎了了眼三天，重⽣生了了。


G. 我們的⼈人⽣生也要歸零：

1. 上帝救我，可憐我。不不是因為我好，不不是因為我是PhD， 不不是因為我很有⽤用。

2. 我完全不不⾏行行了了，求主你救救我。這個⼈人得救了了。


H. 為什什麼要歸零？因為我們的⼈人⽣生若不不歸零，我們會拿來來誇⼝口，我們會拿來來和上帝
交易易做買賣。 

1. 主啊，我聽你的，我乖。將來來天堂給我⼀一塊地⽅方讓我享⽤用。 

2. 這是買賣，這是交易易。

3. 但主不不要買賣，他要你相信祂。 




4. 記得嗎，亞當本來來就在樂樂樂樂園裡，上帝沒有要他的買賣交易易才給他住伊甸園。 上
帝要亞當無條件的相信祂。 Trust me！


5. 上帝要所有住在天堂的⼈人都是如此，trust him！如果你租個房間給同學，可是
他完全不不信任你，每個⽉月繳錢，但完全不不跟你有來來往，這是天堂嗎？ 


IV. 應⽤用：

A. 你相信，歸零了了嗎？相信主就是fiducia， 完全地放下⾃自⼰己的判斷，聽主的話。你
⼈人⽣生還有哪些地⽅方的主權沒有交出來來給主呢？因信被算為義的信就是放下，跟
隨。 今天有哪些東⻄西是你不不能交給主的？ 

1. 專業？⼈人⽣生計畫？

2. 喜歡的罪？

3. ⾯面⼦子？氣？不不能饒恕？

4. ⽗父⺟母要你做⼀一些神不不要你做的事？

5. 交往的男朋友（⼥女女朋友）？

6. 對孩⼦子的期望？把孩⼦子獻上給主了了嗎？


B. 因信，以⾄至於信。

1. 你我當時是真正信主了了。 但主要我們⼀一直信下去。祂要帶你⾛走的路路，祂給你安
排的⼈人⽣生，是你5年年前無法想像的⼈人⽣生。你⽢甘⼼心樂樂樂樂意的再次歸零，再次跟隨
嗎？


C. 你無法饒恕⾃自⼰己嗎？要記得，不不是靠你⾃自⼰己，是因信稱義。羅⾺馬書 8：33 誰能控
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了。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
已經死了了，⽽而且從死裏復復活，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回應詩歌：寶⾎血活泉


今有⼀一處寶⾎血活泉，從救主身發源；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愆。

能除全身罪愆，能除全身罪愆，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愆。


與主同釘有⼀一強盜，臨臨終喜⾒見見此泉，

我罪雖然同樣深重，主能潔淨完全。

主能潔淨完全，主能潔淨完全，

我罪雖然同樣深重，主能潔淨完全。


被殺羔⽺羊奇妙寶⾎血，永有除罪能⼒力力，

直到所有天⽗父⼦子⺠民，洗清⼀一切罪跡。

洗清⼀一切罪跡，洗清⼀一切罪跡，

直到所有天⽗父⼦子⺠民，洗清⼀一切罪跡。


⾃自從因信⾒見見此泉源，流⾃自救主肋肋旁，




我便便讚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傳揚。

⽴立志⼀一⽣生傳揚，⽴立志⼀一⽣生傳揚，

我便便讚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傳揚。


直到離世⼝口⾆舌無聲，安睡在墳墓中，

在天我唱更更美妙歌，頌主救贖⼤大能。

頌主救贖⼤大能，頌主救贖⼤大能，

在天我唱更更美妙歌，頌主救贖⼤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