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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信稱義 
 1.「稱義」是什麼意思？ 
 2.「信」、「信心」是指什麼？ 
 3.信心跟稱義有什麼關係？這是否代表基
督徒信主後不用有好行為？ 
 4.唯信稱義對今日華人教會的省思。 
  



一、「稱義」是父神宣告有罪的人為義，是地位而非本質
上的改變 

二、「信」是放手，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就 

三、「信心」是上帝所賜的恩典，使罪人與公義的基督相
連，使基督的義被「歸算」在罪人身上而「被稱義」 

四、 我們需要區分「稱義」與「成聖」；被稱義的人一
定會成聖 

五、 省思：相信福音，倚靠上帝的恩典與應許堅定不移，
並努力傳揚唯信稱義的福音 

 

 

唯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稱義」是父神宣告有罪的
人為義，是地位而非本質上的

改變 

（一） 





 「人若有爭訟，來
聽審判，審判官就
要qd;c'定義人有理，
定惡人有罪。」
（申25:1）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必
要句句供出來；因
為要憑你的話
dikaio,w定你為義，
也要憑你的話定你
有罪。」（太
12:36-37） 



 上帝以審判官的身份宣告人
為義，具有強烈法律性的意味：

稱有罪的人為義 



 「（大衛的訓誨詩。）得赦免其過、遮蓋
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凡心裏沒有詭詐、
耶和華al{不bv;x'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詩32:1-2）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
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
犯而稱dikai,wma義。」（羅5:16） 



為何上帝要稱我們為義？ 
與赦免我們的罪有什麼關係？ 
是否違反上帝公義的屬性？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
要剿滅麼？假若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
還剿滅那地方麼？不為城裏這五十個義人
饒恕其中的人麼？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
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
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 
 （創18:23-25） 



    「算為他（亞伯拉罕）義的
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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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被交
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
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
是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
我們稱義復活了）。」 

 （羅4:23-25） 



 「稱義」對基督徒而言，是父神稱仍然有
罪的人為義，因為無罪耶穌基督替我們死
與復活，在法庭上宣告我們無罪，是一種
地位的改變，而不是我們本身素質（有沒
有犯罪）的改變。 



 「信」是放手，等候上
帝的旨意成就 

（二） 



「信」是放手 
 1.「信」是在看到眼前所有事物都與
上帝所說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時候，仍
然倚靠上帝，堅定相信上帝的應許必
定成就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
華就bv;x'以此為他的hq'd'c.
義。」（創15:6） 



亞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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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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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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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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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羅4:17-22） 



哈巴谷 
 「迦勒底人自
高自大，心不
正直；惟義人
因信得生。」
（哈2:4） 



哈巴谷 
 「他用鉤鉤住，用網捕獲，用拉網聚集他們；因
此，他歡喜快樂，就向網獻祭，向網燒香，因他
由此得肥美的分和富裕的食物。他豈可屢次倒空
網羅，將列國的人時常殺戮，毫不顧惜呢？」
（哈1:15-17）。 



哈巴谷 
 「你眼目清潔，不看邪僻，不看奸惡；行詭詐的，
你為何看著不理呢？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你
為何靜默不語呢？你為何使人如海中的魚，又如
沒有管轄的爬物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
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
麼話向祂訴冤（向祂訴冤：或譯回答所疑問
的）。」（哈1:13-14、2:1） 



哈巴谷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
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兢。我只可安靜等候
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雖然無花果樹不
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
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哈
3:16-17）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3:18-19） 

  



哈巴谷 
 「惟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
前肅敬靜默。」（哈2:20） 



「信」是放手 
 2. 信是「放手」，因為
父神稱罪人為義最重要
的根據是「耶穌基督的
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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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tewj 
VIhsou/ Cristou/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
沒有分別。」（羅3:21-26） 

 pi,stewj VIhsou/ Cristou/ 

 「耶穌基督的信實」 
 信實的基督 



罪人自知無可救藥，等候上帝的行動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
一個比喻，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
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
語的禱告說：神阿，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
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
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
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阿，
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dikaio,w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
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18:9-14） 





 上帝已經肯定地應許要把衪的恩典賜給謙卑的人
（彼前五5），也就是說，賜給那些對他們自己哀慟
與絕望的人。但是，沒有人能完全地謙卑，除非他
知道他的得救，絕對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方法、努
力、意志和行為所能及的，而是全然地倚靠另一位
（也就是，惟獨倚靠上帝）的揀選、意志和作為。
因為只要他相信，他自己能做任何一點（即使只是
最小一點）有助於他得救的事，那麼他就是保留了
一些自信，並且沒有完全地對他自己絕望。因此，
他便沒有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而是認為有——或
至少可能有希望或慾望——一些空間、時間和努力，
是他最終可以賴以得救的。但是，當一個人毫不懷
疑地相信，所有的事都取決於上帝的旨意時，那麼
他才是完全地對自己絕望，並且不會為他自己作任
何決定，而是等候上帝的作為；那麼，他就比較接
近恩典了，同時能獲得拯救。 



信不是抓住上帝 
信是對自己哀慟與絕望， 
並在上帝面前謙卑， 

等候上帝的作為 



 「信心」是上帝所賜的
恩典，使罪人與公義的基
督相連，使基督的義被
「歸算」在罪人身上而

「被稱為義」 

（三） 



1.「信」不是人的行動與功
勞,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1.「信」不是人的行動與功
勞,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
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
耶穌，使我們dia. pi,stewj因信基督稱
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
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加
2:16） 



1.「信」不是人的行動與功
勞,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所以（有古卷：因為）我們看定
了：人稱義是因著pi,stei信，不在乎
遵行律法。」（羅3:28） 



1.「信」不是人的行動與功
勞,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我們又藉著他（基督），因信得進
入現在所站的這ca,rij恩典中，並且歡
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羅5:2）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
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
乎ca,rij恩。）」（弗2:5） 



1.「信」不是人的行動與功
勞,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 



1.「信」不是人的行動與功
勞,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尼人；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
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evk pi,stewj eivj 
pi,stin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生。」（羅1:16-17） 



初始的信心是從上帝來的 
 「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
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
算為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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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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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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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
必能作成，」（羅4:4-5,18-21） 



 信是接受上帝給予恩典的事實 
 人以上帝給予的信心接受恩典 



2. 我們因基督的「代替」
與「代表」而被稱為義 



2. 我們因基督的「代替」
與「代表」而被稱為義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
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
活了）。」（羅4:25） 



2. 我們因基督的「代替」
與「代表」而被稱為義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
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
就被稱義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眾
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
人也成為義了。」（羅5:18-19） 



 耶穌基督 
 代替有罪的人而死， 
 代表人類完全了律法所

指向父神要求的義 



3. 「信心」是管道 
使罪人與公義的基督相連， 

讓基督的工作與義被歸算在 

罪人身上 



3. 「信心」是管道 
 「我們既evk pi,stewj因信稱義，就藉著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羅5:1）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
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evk pi,stewj
因信得生。」（加3:11） 



3. 「信心」是管道 
信心使罪人與基督相連， 

將基督一切的好處          
（包含基督的義）歸給罪人 



將基督一切的好處歸給罪人：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
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
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既是這樣，那裏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
何法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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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3:25-28） 



將基督一切的好處歸給罪人： 
 「並且得以在他（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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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而來的義，」（腓3:9） 



 信心使罪人與基督
相連，在基督裏 

  



 路德根據以弗所書5:32提出「如
同婚約一般相互交換地與基督聯
合」的說法，認為基督徒因為信
心，與基督如同兩人結婚一般真
實地結合。所有兩人的東西，都
自然歸屬於對方。因此基督承受
了人的罪債，而人得到了基督工
作的果效，因此被父神稱為義。 



 耶穌的死與復活就是我
們的死與復活； 

 耶穌的義就是我們的義 



  



 奧古斯丁主義：注入（impart） 
 新教：歸算（impute） 



  



 我們需要區分「稱義」
與「成聖」                             

被稱義的人一定會成聖 

（四） 



  
成聖（Sanctification） 



稱義必定導致成聖：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
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
人是脫離了罪。……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
就作了義的奴僕。……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
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
那結局就是永生。」（羅6:6-7,18,22） 



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活潑的，
必定帶出行為：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
sunerge,w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纔得teleio,w
成全。這就plhro,w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
信。」（雅2:21-24） 



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活潑的，
必定帶出行為： 

 plhro,w  「達到頂點」 
亞伯拉罕的行為，使信心更加
成熟（teleio,w成全）、圓滿 



行為是信心必然的結果： 
 「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
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
信心纔有功效。」（加5:6） 



「……保羅認為我們不需行為的幫助
而得稱義，雅各則不允許那些（長時
間）缺乏好行為的人被算為義。」 



「哦，這信心是活躍的，忙碌、積極而
有力。它不可能不經常行善。它不問這
好事是否該做，在問問題之前，它已經
完成了，並且做個不停。而無論何人，
若不如此行，就不是信徒。這種人東張
西望，尋找信心和好行為，但卻不知信
心為何物，或行為是什麼；可是他用許
多話說了又說，空談信心和好行為。」 



 稱    義 
 外在的、地位的變化 

 成    聖 
 內在的、信徒本身的改變 



唯信稱義 
對今日華人教會的省思： 

相信福音， 倚靠上帝的恩
典與應許堅定不移，並努
力傳揚唯信稱義的福音       

（五） 



1.神恩獨作說（Monergism） 
 唯信稱義以「福音」為中心，
強調上帝的恩典、憐憫，與在

拯救上單方面的工作 



1.神恩獨作說（Monergism） 
 聖經指向基督 

 聖經沒有教導兩套拯救的方法；
上帝只有一條拯救的途徑，就
是唯獨因信耶穌基督稱義。 



上帝只有一條拯救的途徑，就
是唯獨因信耶穌基督稱義： 
 「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
禮物和祭物，就著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人
得以完全。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
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
候為止。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
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
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並且不用山
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

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來9:9-12） 



上帝只有一條拯救的途徑，就
是唯獨因信耶穌基督稱義： 
 「這樣，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麼？斷乎不
是！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義就誠然
本乎律法了。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使所
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但這
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
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這樣，
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
使我們因信稱義。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
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所以，你們因
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加3:21-26） 



上帝只有一條拯救的途徑，就
是唯獨因信耶穌基督稱義：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
著義。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

就必因此活著。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
說：……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
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
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經上說：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猶太人和希利尼
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
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羅10:4-13） 



因信基督而被稱義的福音早已
透過律法與先知預告：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並且聖經既然豫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
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
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
同得福。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是被咒詛的；因為經
上記著：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就
被咒詛。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
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
信，只說：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著。基督既為我
們受（原文是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
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
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

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3:7-14） 



新約傳講的是福音，其信息不外乎是
「為赦罪而提供聖靈和恩典，這恩典乃
藉釘十架的基督使我們獲得罪的赦免」；
而且這一切都是白白賞賜的，因著天父
獨一的愛，顯於我們——這些本該受詛
咒下地獄，不配得這寵愛的人身上。 



2.唯信稱義讓人明白「恩
典」，使基督徒謙卑 
 不倚靠自己的優勢與行為， 
 不論斷他人是否被上帝拯救。 



人不能因被拯救而驕傲：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evklogh.n 
ca,ritoj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
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羅11:5-6） 



人不能因被拯救而驕傲：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
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
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
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
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
一個也不能自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
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
口。」（林前1:26-31） 



血統、身份，為摩西律法所付出的熱
心以及成就，都不能在父神面前算為
義：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
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
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
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
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
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
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
糞土，為要得著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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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信神而來的義，」（腓3: 5-9） 



3. 唯信稱義給予基督徒救恩
的確據 

 仰望基督所完成的， 
 不因自己與外在的情況而懷疑

上帝的恩典 



血統、身份，為摩西律法所付出的
熱心以及成就，都不能在父神面前
算為義：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神麼）誰能定他們的罪
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
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或
作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
邊，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穌麼？）……因為我
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
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
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
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羅8:33-34,38-39） 



4. 唯信稱義激
勵基督徒傳揚
白白恩典的福
音 

 承擔苦難 
 活出彰顯恩
典的生活 



激勵基督徒 
傳揚恩典的福音：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
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
的職事，證明to. euvagge,lion th/j ca,ritoj tou/ 
qeou/神恩惠的福音。」（徒20:24） 



終身以傳揚神恩典的福音為
最重要的事：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
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
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
活。……w[ste ei; tij evn Cristw/|若有人在基督裏，kainh. 
kti,sij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
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
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
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們作基督
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
你們與神和好。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
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
（林後5:14-15,18-21） 



終身以傳揚神恩典的福音為
最重要的事：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
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
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
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
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
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
們身上發動；……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
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所以我
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
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
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4:7-18） 



為要激勵那些已經稱義與獲得恩典的人，
接著也有勸勉，使得他們可以在結聖靈
白白賜給人公義的果子的事上主動積極，
也可以藉著善工操練愛心，並勇敢地背
負十字架以及世上所有的苦難。這就是
整本新約的概要。 



一、「稱義」是父神宣告有罪的人為義，是地位而非本質
上的改變 

二、「信」是放手，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就 

三、「信心」是上帝所賜的恩典，使罪人與公義的基督相
連，使基督的義被「歸算」在罪人身上而「被稱義」 

四、我們需要區分「稱義」與「成聖」；被稱義的人一定
會成聖 

五、省思：相信福音，倚靠上帝的恩典與應許堅定不移，
並努力傳揚唯信稱義的福音 

 

 

唯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結語 
罪人能得到恩典，是因為自己以外基
督的功勞，而不是自己的素質 
罪人透過信與基督相連，自己的罪與
基督的義奇妙地交換，因而被稱為義 
信心是對自己徹底絕望，倚靠罪人之
外的基督與他的信實 



結語 
聖經為基督作見證，而基督的工作以
救恩為中心 
改教家們根據聖經，清楚地將稱義與
成聖分開 
信仰的基礎與焦點是上帝已經為我們
做了什麼，而非我們要為上帝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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