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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裡有與生俱來對神的意識。甚至神所
遺棄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意識的存在。
在平安無事時，他們機智地對神開玩笑、
無禮及多嘴地蔑視神的大能。一旦絕望籠
罩他們時，就刺激他們尋求神並冒出一些
形式化的禱告。這就證明他們並不是一直
對神完全無知，而是在壓抑他們早就應當
表現出來對神的敬畏。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中文版第一卷第IV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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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作業討論

• 3:27-31的主旨大意為何？你如何
找到的？

• 4:1-8的主旨大意為何？你如何找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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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3:21-31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
知為證：就是 神的義，因(藉)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
的人，(因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藉)基督耶穌的救
贖，就白白地稱義。(耶穌)神設立作挽回祭，是憑著他的
血，藉著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
先時所犯的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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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能誇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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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古卷：因為）我們看定
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難道 神只作猶
太人的 神嗎？不也是作外邦人的 神嗎？是的，也作外
邦人的 神。神既是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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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因信廢了
律法嗎？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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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義藉著信基督的祭，
白白地加給相信者

藉著信，猶太人與外邦人都被
稱義，沒有誇口，且堅固律法



分段
4:1-8	
如此說來，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著肉體得了
甚麼呢？(因為)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
就有可誇的；只是在 神面前並無可誇。
(因為)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然而)做工的得工
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做工的，
只信稱罪人為義的 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 神算為義的人是
有福的。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
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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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價不算恩典，信就算
為義，有亞伯拉罕與大

衛為例



觀察/解釋

• 3:27-31主旨：藉著信，猶太人與
外邦人都被稱義，沒有誇口，且
堅固律法。
-保羅的推理如何形成？
• 為什麼沒有誇口？

• 為什麼要討論「堅固律法」？如何堅
固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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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解釋
•為什麼沒有誇口？(2:17, 23)
-已經藉著信的方法(或原則)除去了誇口
• 是誰在問問題？
• 為什麼是藉信(faith)的方法而不是功
(works)的方法？
- (1)我們認定人被稱義因著信

- (2)這位稱義的神是猶太人與外邦人
的神

• 他是一位，且用一樣的法則稱人
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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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解釋
• 3:31為什麼要討論「堅固律法」？如何堅
固律法？
- 有人問「因信而廢了律法嗎？」
• 問的人是誰？

•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 為什麼「因信」反而堅固了律法？

• 信的內容：3:24-25	藉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
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他的血，藉
著信，為要顯明 神的義

• 本句是提要式和預示性的回答，詳細的反駁在第6
與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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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解釋

• 4:1-8主旨：工價不算恩典，信就算為義，
有亞伯拉罕(創15:6)與大衛(詩32:1-2)為例
- 為什麼以亞伯拉罕與大衛為例？

- 亞伯拉罕與大衛如何支持上述的主旨？

- 算是甚麼意思？

• 算字原文是個簿記學的名詞，在這裡是比喻式的
說法，指神彷彿從他自己的「帳戶」取出義來，
把這項目歸入亞伯拉罕的「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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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 藉信之方法
- 是唯一被稱為義的方法

- 反而堅固了律法

• 律法的精義從來沒有過時

• 神的公義與神的恩典
- 完全和諧地並存

- 唯一的方法

• 神自己為人的罪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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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 1:16至4:25約略可分為以下段落，請給(1)
各個段落10個字以內的主旨，(2)說明這些
段落如何互相連結，成為一個完成的論理
- 1:16-17
- 1:18-31
- 2:1-3:8
- 3:9-20
- 3:21-31
-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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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 停課

2017/1/8 課程介紹 紹青

2017/1/15 3:1-8 鴻欣

2017/1/22 3:9-20 紹青

2017/1/29 春節

2017/2/5 3:21-26 鴻欣

2017/2/12 3:27-4:8 紹青

2017/2/19 4:9-25 鴻欣

2017/2/26 中文聖經翻譯之美 高姊妹



中文譯本對照
和合本 新譯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3:27既是這樣，哪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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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甚麼可誇的呢？
沒有可誇的了。憑甚麼
準則說沒有的呢？憑行
為嗎？不是的，而是以
信心為準則說的。

那麼，我們有甚麼可誇
口的呢？一點兒也沒有！
甚麼理由呢？是由於遵
守法律嗎？不是！是由
於信。

3:28所以（有古卷：因
為）我們看定了：人稱
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
行律法。

因為我們認定，人稱義
是由於信，並不是靠行
律法。

我們的結論是：人得以
跟上帝有合宜的關係只
藉著信，而不藉著遵守
法律的要求。

3:29難道 神只作猶太
人的 神嗎？不也是作
外邦人的 神嗎？是的，
也作外邦人的 神。

難道 神只是猶太人的
神嗎？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嗎？是的，他也是外
族人的 神。

難道上帝只是猶太人的
上帝？他不也是外邦人
的上帝嗎？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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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對照
和合本 新譯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3:30神既是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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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
就以信為準則稱受割禮
的為義，也要以信為準
則稱沒有受割禮的為義。

上帝只有一位，他要猶
太人基於信，外邦人也
是藉著信而跟他有合宜
的關係。

3:31這樣，我們因信廢
了律法嗎？斷乎不是！
更是堅固律法。

這樣說來，我們以信廢
掉了律法嗎？絕對不是，
倒是鞏固了律法。

這樣說來，我們的信使
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嗎？
當然不！相反地，我們
使法律更為鞏固。

4:1如此說來，我們的祖
宗亞伯拉罕憑著肉體得
了甚麼呢？

那麼，論到在血統
（「血統」原文作「肉
身」）上作我們祖先的
亞伯拉罕所經驗的，我
們可以說甚麼呢？

至於在血統上作為我們
先祖的亞伯拉罕的事，
我們該怎麼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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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對照
和合本 新譯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4:2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
為稱義，就有可誇的；
只是在 神面前並無可
誇。

亞伯拉罕若是因行為稱
義，就有可誇的，只是
不能在 神面前誇口。

如果他得以被稱為義人
是由於他的行為，他就
有所誇口的，但在上帝
面前不能。

4:3經上說甚麼呢？說：
「亞伯拉罕信 神，這
就算為他的義。」

經上怎麼樣說呢？「亞
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
為他的義。」

聖經上說：「亞伯拉罕
信上帝，因他的信，上
帝認他為義人。」

4:4做工的得工價，不算
恩典，乃是該得的；

作工的得工資，不算是
恩典，是他應得的。

做工的人得工資，不算
恩典，而是他應得的。

4:5惟有不做工的，只信
稱罪人為義的 神，他
的信就算為義。

可是，那不作工而只信
那稱不敬虔的人為義的
神的，他的信就算為義
了。

但是那信靠宣判罪人為
無罪的上帝的人，上帝
要因著他的信，而不是
他的行為，使他跟自己
有合宜的關係，

19



中文譯本對照
和合本 新譯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4:6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
以外蒙 神算為義的人
是有福的。

大衛也是這樣說，那不
靠行為而蒙 神算為義
的人是有福的！

大衛所說，那不靠行為
而蒙上帝認為義人的人
有福了，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

4:7他說：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
福的。

「過犯得蒙赦免，罪惡
得到遮蓋的人，是有福
的；

那過犯蒙寬恕、罪被赦
免的人有福了！

4:8主不算為有罪的，這
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
是有福的。」

那罪過不被主計算的人
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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