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書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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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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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不是有⾃⼰因律法⽽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
因信上帝⽽來的義，

哥林多後書 5:21 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成為上帝的義。


I. 神的義是什麼？

A. 在聖經中⼤概有三個解釋


1. 神的屬性。神是聖潔，公義。

2. 神所完成的⼯作是公義的，公義的⾏為，善⾏。⾺太福⾳6：1 「你們要⼩
⼼，不可將善事（公義）⾏在⼈的⾯前，故意叫他們看⾒，若是這樣，就不能
得你們天⽗的賞賜了。


3. 神所賜給我們的禮物。Forensic, 法庭上的宣判，法庭上的地位。

B. 羅⾺書所講的「神的義」，是神給我們的義，是從神⽽來的義。是希臘⽂的 

Objective Genetive。 或是，是包含了這三種的定義之結合，上帝把祂⾃⼰的本
性，藉著信耶穌給了我們，使我們得到法庭上的合法地位。

1.  “These options are neither exhaustive nor mutually exclusive, and two or 

more of them are often combin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1:17.” Douglas 
Moo, P.72)


2. “A particular attractive and popular combination is that fou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Kasemann. He argues that “God’s righteousness” is “God’s 
salvation-creating power, a concept that incorporates the ideas of status 
given by God and activity exercised by God—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latter
—and the addition of nuances such as God’s reclaiming of creation for his 
lordship.” (Moo, p. 72)


C. 神的義，不是形容詞，不是「公義的神」。我們想到公義是常常把公義當成形容
詞來思考，這個⼈很正直，很公義。這個社會是公義的社會，等等。我們把公義
和本體分開。這在形容⼈的義時可以理解，但神不是如此。公義，是祂，⽽羅⾺
書要表達的，是這公義不但是祂的屬性，更是可以給我們的，是可以流到我們⾝
上的。


D. Ok，聽不懂。哈，牧師，這個很重要嗎？好吧，我們來看⼀節經⽂，是耶穌說
的。保羅寫⼀整本羅⾺書，想要解釋這個神的義：




1. ⾺太福⾳ 6: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32 這都是外邦
⼈所求的。你們需⽤的這⼀切東⻄，你們的天⽗是知道的。33 你們要先求他
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都要加給你們了。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
明天⾃有明天的憂慮；⼀天的難處⼀天當就夠了。


2.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些東⻄都要加給你們了。這下你知道為什麼要講這
個了吧？


3. 當你想到求神的國，神的義，你想到什麼？多在教會事奉⼀些？然後做好⼈？
是吧？禮拜天來教會，當同⼯，幫忙廚房，幫忙打掃，領詩歌，帶查經。這就
是求神的國吧？然後，禮拜⼀回家後，盡量做好⼈？然後主怎麼還不把這⼀切
所有的都加給我呢？好像有⼀點上當了？問題出在哪裡？出在我們不太清楚什
麼是求神的國，神的義。


4. 神的義是神的本性，神⾃⼰，神所賜的禮物和地位，怎麼求？

II. 這邊出現了⼀個問題：神的義不是我要做好⼈。神的義不是⼈的義。什麼是⼈的義？
就是做好⼈，做善事。所以，你如果做善事，並沒有求神的義。保羅解釋⼈的義：

A. 羅⾺書 9:31 但以⾊列⼈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32 這是甚麼緣故
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求，只憑著⾏為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上。


B. 羅⾺書 10:1 弟兄們，我⼼裏所願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列⼈得救。2 我可
以證明，他們向上帝有熱⼼，但不是按著真知識；3 因為不知道上帝的義，想要立
⾃⼰的義，就不服上帝的義了。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C. OK，所以神的義是祂的本體，是祂的屬性，是祂給的禮物，那麼我們⾏律法的
義，追求做好⼈好事，⼜有什麼衝突？有什麼錯？


D. 好問題！我們再來看神的義和⼈的義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為何。保羅為了要說明神
的義，他在羅⾺書⽤了許多的比喻，我們只看三個比喻：

1. 銀⾏轉帳的比喻。神的義，如同⼀⼤筆錢轉帳到你的帳⼾。把你的貧窮⼀掃⽽
盡。

a) 羅⾺書4:3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4 
做⼯的得⼯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5 惟有不做⼯的，只信稱罪⼈為義
的上帝，他的信就算為義。


b) 『算為』他的義。這裡原⽂是accounting，會計⽤辭。

c) 神的義是真正的禮物。要進天堂的⾨票太貴了，你永遠賺不到。要進天堂
所需要的公義是完美的公義，完美的好⼈，你做不到，你付不出，上帝因
著你信，直接轉帳給你。


d) ⼈的義，是每天去上班賺的錢，入不敷出，僅僅夠⽣活，怎麼可能拿來進
天國⽤？就像⼀個窮⼈，打⼯賺錢只夠溫飽，怎麼可能去阿爾卑斯⼭滑
雪，怎麼可能去海邊度假？你想要靠你做的⼀點好事來進天國？你做夢
吧！


2. 輸⾎的比喻。




a) 羅⾺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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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
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b) Ok，你說，哪裡有輸⾎？這裡是在講洗禮。我告訴你吧，若是保羅的年代
醫學的技術能輸⾎，他就會⽤了。這裡是他⽤的 接近的比喻。輸送⽣
命。


c) 當我們受洗時，我們與耶穌接上輸⾎管了，我們的⽣命與基督連上了。他
死，我們也死，他復活，我們也復活。


d) 現代醫學的進步，在⼀個⼈受傷失⾎過多時，以前古代的醫⽣只能束⼿無
策，宣告死亡。但今天的醫學可以輸⾎。美國現代戰爭傷兵死亡⼈數⼤幅
下降， 主要的原因就是快速的輸⾎，立即的⽌⾎，⾎袋的⾎輸進去，命
先保住，然後再立刻上⾶機到德國⼿術，基本上不會死了。


e) 我們在犯罪時，也受到了致命傷，因為罪的代價就是死。我們都要死，逃
不掉，要死的軍⼈這個時候做再多好事，吃再多沙拉，健康食品，通通沒
⽤。要死的⼈，要的是另⼀個⼈的⽣命，另⼀個⼈的⾎。


f) 神的義，就是神的⽣命，就是⾎。約翰福⾳ 6: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的⾁，不喝⼈⼦的⾎，就沒有⽣命在你們裏
⾯。54 吃我⾁、喝我⾎的⼈就有永⽣，在末⽇我要叫他復活。55 我的⾁真
是可吃的，我的⾎真是可喝的。56 吃我⾁、喝我⾎的⼈常在我裏⾯，我也
常在他裏⾯。57 永活的⽗怎樣差我來，我⼜因⽗活著；照樣，吃我⾁的⼈
也要因我活著。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吃這糧的⼈就永遠活著，不
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g) ⼀個⼈尋求⾃⼰的義，做善事的義，就像給死⼈吃維⽣素，給死⼈吃
organic健康食品，怎麼可能救活⾃⼰呢？


3. 聖靈內住，來比喻神的義降臨在信他的⼈⾝上。

a) 羅⾺書 8: 3 律法既因⾁體軟弱，有所不能⾏的，上帝就差遣⾃⼰的兒⼦，
成為罪⾝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體中定了罪案，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
們這不隨從⾁體、只隨從聖靈的⼈⾝上。 9 如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裏，
你們就不屬⾁體，乃屬聖靈了。⼈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16 
聖靈與我們的⼼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
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b) 神的聖靈住在你⾝上，你就是神的孩⼦。請問聖靈要⽤多少的善事才能換
來？⽤多少錢買聖靈住在你⾝上⼀天？問這樣問題的⼈是完全的無知，極
⼤的不敬！


c) 你要進天堂，你要神的義，你要這⼀切都加給你，若沒有聖靈，你什麼都
沒有！




E. 因此，求神的國，神的義，絕對不是做好事，⽽是要得到神⾃⼰，得到耶穌所輸
的⾎，得到他轉給你的錢。這是羅⾺書三個重要的比喻，來比喻神的義。


F. 也因此，聖經對於⼈要⽤⾃⼰的善⾏進天國給予極⼤的批評。

1. ⾺太福⾳ 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和法利賽⼈的義，斷不能
進天國。」


2. ⽂⼠，法利賽⼈，都是盡⼀切所能⾏善的⼈，耶穌說，你要進天國嗎？你要比
他更好。他做的，是給死⼈吃維⽣素。想進天國？你需要⽣命，不是維⽣素。


3. 申命記 9:4 「耶和華－你的上帝將這些國⺠從你⾯前攆出以後，你⼼裏不可
說：『 耶和華將我領進來得這地是因我的義。』其實，耶和華將他們從你⾯前
趕出去是因他們的惡。5 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義，也不是因你⼼
裏正直，乃是因這些國⺠的惡，耶和華－你的上帝將他們從你⾯前趕出去，⼜
因耶和華要堅定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6 「你當
知道，耶和華－你上帝將這美地賜你為業，並不是因你的義；你本是硬著頸項
的百姓。7 你當記念不忘，你在曠野怎樣惹耶和華－你上帝發怒。⾃從你出了
埃及地的那⽇，直到你們來到這地⽅，你們時常悖逆耶和華。8 你們在何烈⼭
⼜惹耶和華發怒；他惱怒你們，要滅絕你們。


III. 神的義，怎麼求？保羅解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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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得神的義。⽤信⼼
求。

A. 今天不能談太多關於信⼼的問題，這裡 主要的描述，就是這信⼼是持續下去
的。不是⼀時信，後來就不信了。


B. 是本於信⼼，從信⼼為起點，然後繼續信下去。20年，30年，50年，⼀直信到你
死，復活，⾒主⾯為⽌，那時候，信⼼就成了眼⾒，就不必信了，⽽親眼⾒主
了。那時候，信⼼失去功能了，盼望失業了，只有愛繼續下去，直到永遠。


C. 所以，基督徒怎麼求神的國，神的義？簡單的總結，就是對神的國家的效忠，和
⽤信⼼來接受神的禮物。


D. 怎麼效忠神的國？忠誠，faithfulness，loyal. 只為⼀個國家⽽活。每天的⽣活，為
主的國家⽽活，做忠⼼的僕⼈。

1. 你是在家帶孩⼦的⺟親嗎？你為主耶穌把孩⼦帶⼤。將來有⼀個年輕的姊妹，
也在家帶孩⼦，妳就成為她的輔導，妳開始在社區裡認識了另⼀群在家帶孩⼦
帶婦女，妳跟他們傳福⾳，⽤⽣命的⾒證傳。


2. 你是⽗親，你是上班的，或是教授，或是開餐館，賣奶茶，你做什麼，都為了
你的國家⽽做，⽽你的國家，不是美國，不是中國，⽽是天國。


3. 你的孩⼦的教育，是為了天國教育他，使他長⼤能在教會做棟樑，做傳道⼈，
做長老，做執事，帶領青少年團契，他的品格，他的神學，他的教理問答，都
能成為下⼀代的教會領袖。兒⼦能愛⼀個女孩，對她忠誠，做好的丈夫。女孩



能嫁給⼀個好的弟兄，與他配搭為主⽽活。⾄於他在哪裡上班，賺多少錢，那
是其次。


4. 這時候，你的眼睛會看⾒，這⼀切都加給你了。你是富⾜的，你的財富超過⾦
錢，你不會窮的只剩下錢。


我們來禱告


回憶詩歌

⼗字架


1. 求主使我近⼗架，在彼有⽣命⽔，

由各各他⼭流下，⽩⽩賜⼈洗罪。


2.我與主同釘⼗架，和祂同葬同活，

今基督居住我⼼，不再是我活著。


3.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

並祂為我釘⼗架，復活作救贖主。


4.我願意別無所誇，只誇救主⼗架，

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

⼗字架，⼗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