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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4 章 9 ⾄至 25 節： 
毫無可誇，完全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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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覺得她為教會所做的，
遠超過耶穌為她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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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姐的經歷

事實上，每個教會裡都有⼀一些
李⼤大叔與吳⼩小姐...你認為呢？

她覺得她為教會所做的，
遠超過耶穌為她所做的



前情提要

⼀一16-17 
神在福⾳音中，藉著拯救所有相信者來來顯明祂的義

⼀一18-32：這是因為祂的忿怒毫無問題地顯明在其
他⼀一切的⼈人⾝身上

⼆二1-三8：其他⼀一切的⼈人也包括了了有聖經的宗教
徒﹣他們需要趕快悔悔改，並求聖靈來來改變他們的⼼心



⼀一18-32：這是因為祂的忿怒毫無問題地顯明在其
他⼀一切的⼈人⾝身上

⼆二1-三8：其他⼀一切的⼈人也包括了了有聖經的宗教
徒﹣他們需要趕快悔悔改，並求聖靈來來改變他們的⼼心

三9-20：所以，宗教徒與外邦⼈人都在罪惡惡之下，
因此也都在神的憤怒之下，無可改變，毫無例例外



三21-26：神符合公義地拯救罪⼈人，因為祂已經在
⼗十字架上懲罰了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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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保羅解釋了了「稱義是唯獨基於
恩典、唯獨透過信⼼心」的真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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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唯獨透過信⼼心」的真理理

⽽而在三27-四25，他則為此真理理、為著個⼈人
與教會的⽣生活，⽽而給予教牧上的關懷



⽽而在三27-四25，他則為此真理理、為著個⼈人
與教會的⽣生活，⽽而給予教牧上的關懷

第⼀一個要處理理的問題， 
是李⼤大叔的⾃自誇（三27-四12）

第⼆二個要處理理的問題， 
是他對於稱義確據的需要（四13-25）



第⼀一個要處理理的問題， 
是李⼤大叔的⾃自誇（三27-四12）

三27-28：沒有⾃自誇

三29-31：⽀支持的論點 1﹣神只有⼀一位，稱義之法
也就只有⼀一種

四1-5：⽀支持的論點 2﹣亞伯拉罕就是唯獨基於恩
典⽽而得稱義



四6-8：⽀支持的論點 3﹣所有舊約信徒也都是唯獨
基於恩典⽽而得稱義

四9-12：⽀支持的論點 4﹣亞伯拉罕唯獨基於恩典⽽而
得稱義，使得他成了了⼀一個聯聯合教會的屬靈⽗父親



四13但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得的義。14若是屬乎律法的⼈才得為後嗣，信就歸於虛
空，應許也就廢棄了。15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哪裏沒有律法，
那裏就沒有過犯。16所以⼈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
應許定然歸給⼀切後裔︔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
伯拉罕之信的。17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復活、使無變為有
的神，他在主⾯前作我們世⼈的⽗。如經上所記：「我已經⽴你作
多國的⽗。」18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
國的⽗，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19他將近百歲的
時候，雖然想到⾃⼰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育已經斷絕，他的
信⼼還是不軟弱︔20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裏起疑
惑，反倒因信⼼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21且滿⼼相信神所應許
的必能做成。22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23「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
是單為他寫的，24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寫的，就是我們這
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25耶穌被交給⼈，是為我們
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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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福⾳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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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3耶和華對亞伯蘭說：「...我必叫你成為⼤
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你也要叫別
⼈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
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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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28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養眾
多，遍滿地⾯，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
空中的⿃，和地上各樣⾏動的活物。」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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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25耶穌被交給⼈，是為我們
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神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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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之信的。17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復活、使無變為有
的神，他在主⾯前作我們世⼈的⽗。如經上所記：「我已經⽴你作
多國的⽗。」18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
國的⽗，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19他將近百歲的
時候，雖然想到⾃⼰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育已經斷絕，他的
信⼼還是不軟弱︔20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裏起疑
惑，反倒因信⼼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21且滿⼼相信神所應許
的必能做成。22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23「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
是單為他寫的，24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寫的，就是我們這
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25耶穌被交給⼈，是為我們
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神的應許

加三16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孫說的。神
並不是說「眾⼦孫」，指著許多⼈，乃是說「你
那⼀個⼦孫」，指著⼀個⼈，就是基督。

對象



14

單數的個⼈人

基督⾃自⼰己
許多基督徒

個體
複數的個⼈人

基督的新⼈人

亞伯拉罕的後裔

單數的群體

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為⼀，拆毀
了中間隔斷的牆︔⽽且以⾃⼰的身體廢掉
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
兩下藉著⾃⼰造成⼀個新⼈，如此便成就
了和睦。（弗⼆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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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許的實現，是在於 
算罪⼈人為義



四13但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 [成為
世界的繼承者]，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 [基於信] ⽽得的義。

14[因為] 若是屬乎律法的⼈才得為後嗣，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也就廢棄了。 

    15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 
                              哪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有過犯。

神的應許：神⾏行行神所⾔言（四13-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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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如何被成就或是如何不被成就？

神的應許：神⾏行行神所⾔言（四13-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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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 
                              哪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有過犯。

應許如何被成就或是如何不被成就？

應許不會透過律律法來來被成就

神的應許：神⾏行行神所⾔言（四13-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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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 

17他在主⾯前作我們世⼈的⽗。 
       如經上所記：「我已經⽴你作多國的⽗。」（創⼗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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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他在主⾯前作我們世⼈的⽗。 
       如經上所記：「我已經⽴你作多國的⽗。」（創⼗七5）

應許將透過恩典來來被成就

神的應許：神⾏行行神所⾔言（四13-17a）



四17亞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復活、 
                             使無變為有的神...。 

       18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國的⽗， 
              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創⼗五5） 

           
19他將近百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的身體如同已死， 
                        撒拉的⽣育已經斷絕， 
              他的信⼼還是不軟弱︔ 

神的應許： 
神⾏行行神所⾔言，因祂能叫死⼈人復活（四17b-22）



       18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國的⽗， 
              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創⼗五5） 

           
19他將近百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的身體如同已死， 
                        撒拉的⽣育已經斷絕， 
              他的信⼼還是不軟弱︔ 
            20並且仰望神的應許， 
               總沒有因不信⼼裏起疑惑， 
               反倒因信⼼裏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神， 
            21且滿⼼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22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創⼗五6）



23「算為他義」（創⼗五6）的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寫的， 
                                24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寫的， 
            
            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 

25耶穌被交給⼈，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結論＆應⽤用在我們⾝身上（四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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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羅三27-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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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面前毫無可誇，為什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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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亞伯拉罕與舊約信徒的稱義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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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什麼神要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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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面前毫無可誇，為什什麼呢？

因為我們得稱義是唯獨憑著恩，唯獨藉著信

這是亞伯拉罕與舊約信徒的稱義之法：

他們不算為有罪，反⽽而⽩白⽩白地蒙神算為義

為什什麼神要這麼做？

也許因為有⼀一班神所聯聯合的⼈人，他們⼀一同俯伏在
恩典之下，神所賜予的義使他們沒有分別

總結（羅三27-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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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羅四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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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行神所⾔言，並且祂能，是因為祂有叫死⼈人復活的
創造⼤大能

總結（羅四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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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行神所⾔言，並且祂能，是因為祂有叫死⼈人復活的
創造⼤大能

這讓我們有信⼼心：屬基督的⼈人將承受世界，
因為神為了了我們的稱義使基督復活

總結（羅四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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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羅三27-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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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典

總結（羅三27-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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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典

因著耶穌已經做成 
⽩白⽩白賜給悔悔改罪⼈人 
他們唯獨憑信領受 
毫無⾃自誇⾃自恃⾃自傲 
死⽽而復活⼤大能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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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典

因著耶穌已經做成 
⽩白⽩白賜給悔悔改罪⼈人 
他們唯獨憑信領受 
毫無⾃自誇⾃自恃⾃自傲 
死⽽而復活⼤大能保證

⾏行行
為

罪⼈人所做所⾏行行所為 
為要贏得神的青睞 
由於全靠⾃自⼰己所⾏行行 
⾃自誇因此油然⽽而⽣生 
沒有確據常⽣生猜疑

總結（羅三27-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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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李⼤大叔與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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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三27-四12 正好點出了了他們的問題：優越感

只有這個教義不會：

什什麼樣的「教義」或「真理理」會帶來來分裂？

唯獨恩典，唯獨信⼼心才能得稱義

回到李⼤大叔與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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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李⼤大叔與吳⼩小姐...



26

羅四13-25 解決了了他們的第⼆二個問題：不安全感

回到李⼤大叔與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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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四13-25 解決了了他們的第⼆二個問題：不安全感

保羅的⽬目標在於，我們應當抓住這位

回到李⼤大叔與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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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四13-25 解決了了他們的第⼆二個問題：不安全感

保羅的⽬目標在於，我們應當抓住這位

賜⽣生命的 
守約的 
使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

回到李⼤大叔與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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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賜給亞伯拉罕並他後裔的應許是什什麼？（13） 
2) 為什什麼這個應許無法透過律律法來來成就？（14、15） 
3) 恩典如何能保證這個應許⼀一定會成就？（16、17） 

4) 保羅如何描述亞伯拉罕所相信的這位神？（17-

22） 

5) 耶穌的福⾳音是如何給我們更更⼤大的確據來來保證神
已經成就了了祂的應許？（23-25）

問題：釐清你對經⽂文的了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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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13-25 中描述的確據會帶給你⽇日常⽣生活中哪
些影響？你在從事教會中的服事、職位的態度
會有什什麼改變？ 

2) 「憑恩典稱義」會使我們的禱告⽣生活，在個⼈人
或整個教會⽅方⾯面有怎樣的不同？

思考：你的回應會是什什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