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信 稱 義

-- 信 篇



什麽是 信 ？

什麽是 義 ？



改教的五大唯獨

Sola Scriptura 唯獨聖經
Sola Gratia 唯獨恩典

Sola Fide 唯獨信心
Sola Christos 唯獨基督
Sola Deo gloria 唯獨榮耀神



信心 是什麽？

1 信心是----自信心？

2 信心是----單純的相信？

3 信心是----虔誠的相信？

4 信心是----只要相信，就必得著？

5 信心是----。。。？



一個痛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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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拿姐妹

神啊，求你指教我明白你的旨意



我的丈夫晓明今年1月8日被医生诊断为胃癌。1月
28日 医生为晓明做了部分胃切除手术。…手术后四
个星期，晓明开始大剂量的化疗。 …4月27日， 晓
明的肿瘤科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告诉我晓明的化疗
失败，肿瘤细胞继续生长，不能被控制。医生说根
据晓明的病情，他最多只有一个月的生存时
间， …5月20日，晓明被转到临终关怀中心，医生
放弃了医治， …



从晓明生病开始，为我们祷告和禁食祷告的人数 之多
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很多弟兄姐妹来自外教会，外地，
甚至中国国内的教会，绝大多数是我们不认识的。手
术前，弟兄姐妹冒着大雪来到我们家里为晓明祷告。
手术中，弟兄姐妹在手术室外为晓明手术的顺利祷告。
手术后，弟兄姐妹为晓明手术后的恢复和化疗的顺利
祷告。化疗中，更是有近一百位弟兄姐妹为晓明一日
三餐禁食祷告。…

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晓明自发的组成了不同的小组，负
责晓明不同的需求。有负责发送信息和代祷信的，有
负责组织禁食祷告链的，有组织到病房探访的，有送
饭的，有接送儿子的，有负责接待外地来看晓明的，
有弟兄轮班夜间看护晓明，使我能有时间休息的。…



从晓明生病开始，就有弟兄姐妹用经文鼓励我们，像

马太福音21：22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
就必得着），

马可福音9：23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路加福音11：8 （……但因他情词迫切地直求，就必
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雅各书1：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等等。



即使是医院放弃治疗，把晓明转到临终关怀中心，一
些弟兄姐妹亦相信神会医治晓明，鼓励我们凭信心祷
告，神必会医治。

有一位姐妹甚至告诉晓明要把病得医治后最想做的事
放在意念中并为此祷告，神必会按此成就。但晓明离
开了，疾病未被医治。

在讨论晓明的离世时，依然有人认为生病是罪的结果，
认罪悔改是唯一的出路。人若有信 心，疾病必得医
治。晓明未被医治，我们自己应该反省。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至今仍不明白的。从晓明生病开始，弟兄姐
妹就为我们祷告，并转达祷告以后的感动。从

耶利米书29：11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
是降灾祸的意念)，

诗篇37：5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马可福音5：34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
灾病痊愈了)，

路加福音5：12-13 （…… 有人满身长了大麻疯……求他说，主
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疯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还有更多。

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祷告以后有平安，说神给的感动是神会医
治晓明。还有人在祷告中看到异象。



特别当晓明病重以后，我发了求救的代祷信，更多的人从美国
各地为晓明禁食祷告，流泪祷告，迫切祷告，也包括为晓明在
病房按手和抹油的祷告。

每一天都有弟兄姐妹到病房为晓 明祷告；还有人打电话到病房
与晓明一起祷告。电话中帮助晓明认罪，悔改，重新做决志的

宣告；此时更多的祷告后的感动是神医治的应许。

有姐妹非常肯定地告诉 我们，她为晓明祷告后神给的话语是路
加福音10：19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
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有几个人几乎是在同时得到感动说神给晓明的话语是诗篇91篇，
特别是13-16节（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
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
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
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

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在临终关怀中心，因着姐妹的感动，晓明的名字被改
成“撒母耳”（神垂听）。

我更是相信神会医治晓明，不然为什么改名字？

有人甚至祷告中看到异象，说晓明病得医治后于11月
感恩节在美国做巡回见证。



正因为弟兄姐妹如此的确定，我和儿子相信神一定会
医治晓明，以致晓明突然离世(6月17日)，我和儿子异
常震惊和不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痛苦 可想而知。

儿子说他以后不会再信神了，因为神是撒谎的。

我说神从不撒谎。

儿子问我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以后，告诉我们爸爸会

得医治，是他们撒谎吗？

我无言以对。弟兄姐妹为我们付出的爱心和祷告使我
相信他们没有撒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



信 在聖經中的定義
希伯來書 11:1

信 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使徒行傳 17:29~31 

徒 17:29 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
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

徒 17: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
人都要悔改。

徒 17: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
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按照這任何什麼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立定站住 到於(她)日子/

白日， 在內 在對(她)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
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全地 在內 在對(她)至義 在
內 在對(他)男人/丈夫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界定，
到於(她)信 (他)那時(也是)展示提供了的 在對(他們)所有每一
個的， (他)那時(也是)再站立起來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向外出
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信: 所望之事的實底



什麽是 信 ？
中文代表字：

為勸信說服(堅信翔實=信)

Strong’s # 4102
pistis (pis'-tis); from NT:3982; persuasion,…

Strong’s # 3982
peitho (pi'-tho); a primary verb; to convince…



勸信說服



什麽是 相信 ？

中文代表字：

行為勸信說服(行堅信翔實=行信=置信信託)

Strong’s # 4100（動詞, 從名詞#4102而來）

pisteuo (pist-yoo'-o); from NT:4102; to have faith (in, 

upon, or with respect to, a person or thing), i.e. credit; 

by implication, to entrust…

Strong’s # 4102
pistis (pis'-tis); from NT:3982; persuasion,…



帖撒羅尼迦前書 2:3~5 

1Ts 2:3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
詭詐；

1Ts 2:4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1Ts 2:5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也
沒有藏著貪心，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但乃是 按照正如地 我們現在已經被查驗證實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被置信信託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那同一樣式地 我們現在持續發言講說，
不是/不 正如地 在對(他們)人 (他們)現正持續取悅了的， 但乃
是 在對(他)神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查驗證實了的 到
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信，只要憑著信心求…，就能得到一切所求的 ?



信:  在和合本中，有21次被翻譯為真道。



加拉太書 3:22~24 

加 3:22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
歸給那信的人。

加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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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詞原文同一）

加 3:24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
我們因信稱義。

在前面 從屬(它)那 然而也 那時(也是)要去到來前往 到於(她)

那 到於(她)信，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我們當時持續
被行預為看管監視， (他們)現正持續被共同關上鎖住了的 向
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到於(她)信
那時(也是)要去被啟示揭露。



中文代表字：

為勸信說服(堅信翔實=信)



信 的意義包含了

客觀的翔實

主觀的堅信



一個真實的 信 包含了

主動的特質 - trustful
相信信任的

被動的特質 - trustworthy
可信任信賴的



信 的特質
由信的一個衍生形容詞來看

pistiko,j
屬為勸信說服的(屬堅信翔實的=忠實可信的)

Strong’s # 4101

pistikos (pis-tik-os'); from NT:4102; trustworthy, 

i.e. genuine (unadulterated):



屬為勸信說服的(屬堅信翔實的=忠實可信的)

只用過兩次，和合本皆譯為 ---- “真（的）”



信 的特質
由信的一個同源形容詞來看

pisto,j

乃勸信說服的(能信賴信任的=誠且信的)

Strong’s # 4103

pistos (pis-tos'); from NT:3982; objectively, 

trustworthy; subjectively, trustful:



乃勸信說服的(能信賴信任的=誠且信的)

常常被翻譯為 -- 忠心



乃勸信說服的(能信賴信任的=誠且信的)

但論到神或基督時，也被翻譯為 --信實，忠信



信 的註解 – 目前的一點領受 1

為勸信說服(堅信翔實=信) (pi,stij)一字﹐字根為動詞“勸
信說服”。

使徒行傳17﹕31指出﹐(神)叫他(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
﹐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換言之﹐神那時(也是)界定耶
穌﹐那時(也是)使他從死裏復活了的﹐成為“勸信說服”

的基礎﹐從而在對所有每一個的(人)﹐那時(也是)展示
提供了“信”(參原文)。

而這位耶穌﹐按照希伯來書12﹕2﹐就是從屬那“信”起始首
要的帶領者﹐也是從屬那“信”的促使成完滿成全者。



信 的註解 – 目前的一點領受 2

這“信”的特點在於真實﹐從基督徒的角度﹐至少有
主觀及客觀兩方面的講究。

主觀方面﹐我們因被勸信說服而有一個“堅信”﹔

客觀方面﹐這使得我們被勸信說服的﹐就是整個基
督信仰之“翔實的真道”。



信 的註解 – 目前的一點領受 3

對於一個向外出來從屬“信”而將要持續讓自己活活生動(活)的基
督徒而言﹐這“信”至少將信徒的三個要素反映出來﹕

首先﹐從主動的角度而言﹐信徒對基督有完全的信靠託
付﹐並據此在地上活出一個從屬“信”的生活﹔

其次﹐從被動的角度而言﹐因有“信”﹐信徒就具有一
種可以被信靠託付的特質﹐從而被神託付成為忠信的管
家僕人﹔

最後﹐在前兩者的基礎上﹐藉著“信”﹐信徒是“整個
基督信仰”﹐也就是神“真道”的忠信見證人﹐換言之
﹐向外出來從屬“信”﹐信徒將那“活活生動(活)了的”
那神的那“活活生動(活)了的”生命特質向外發表出來。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羅 4:3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羅 4:4 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羅 4:5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義”是法庭用詞。基於神的憐憫和愛，為罪人付上生命的代價，滿足
神公義的要求，使罪人被稱為義。）

羅 4:17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創18：18-19；創18：23-33；亞伯拉罕真正認識神的慈愛和公義，所以他信
神。）

羅 4:17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亞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位滿有憐憫與慈愛的神。



創世記 18:16~19

創 18:16 三人就從那裡起行，向所多瑪觀看，亞伯拉罕也與
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程。

創 18:17 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

創 18:18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
得福。

創 18:19 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
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
了。



創世記 18:16~19
創 18: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麼。

創 18:24 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
中的人麼。

創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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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 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
方的眾人。

創 18:27 亞伯拉罕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創 18:28 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短了
五個，你就因為短了五個毀滅全城麼？他說：我在那裡若見有四十五個，也不毀滅那城。

創 18:29 亞伯拉罕又對他說：假若在那裡見有四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四十個的緣
故，我也不作這事。

創 18:30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說；假若在那裡見有三十個怎麼樣呢；他說：
我在那裡若見有三十個，我也不作這事。

創 18:31 亞伯拉罕說：我還敢對主說話，假若在那裡見有二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
二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創 18:32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裡見有十個呢；他說：
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保羅對主的信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保羅所信的基督，是一位滿有愛，為他捨己的基督。



信 的特點在於真實，

真實的信根源於神的愛，

是以，真實的信必在人裏面生出真實的愛。

提前 1: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
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加 5:5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加 5: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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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在字義上的一點結論

神按著祂預先應承許諾的福音，使祂兒子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
成為“信”的基礎。

這“信”是一個“勸信説服”動作的實際：指明客觀實體的“真

實”，經勸信説服的過程，而帶來被勸信説服者在理性，情感，
與意志上主觀的“堅信”。

就信徒而言，這“信”反映了神與人在生命性情裏的互動，以及在

彼此互動中因認識而有的互信，並同時反映了在互信中彰顯的一
種具生命屬性的關係。

就本質而言，這“信”是源於神本性的愛，以及在愛中彰顯的特
質—“信實”。就神而言，祂的“信實”是絕對的；就信徒而言，
則隨著對神的認識與生命的成長， “信實” 也益發成爲我們生命
性情的特質。一個具有“真實的信”的信徒，也必定具有從神承
襲而來那種生命的性情與特質，使他不僅能信任信賴這位值得信
任信賴的神，也能為神所信任信賴，而為一個值得信任信賴的人。



是以，真實的信 ----

真實的信，不能規避理性；

並且

真實的信，不能逃避責任。

真實的信，貴在誠信真實。

真實的信，必有愛的内涵與實際。



哥林多後書 13:5 

林後 13: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
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
們心裡麼。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到於(他們)同
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
們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

耶穌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若是 豈會是呢 (他們)驗明不
實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新約 的一個特質
Heb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Heb 8:7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Heb 8:8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作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Heb 8:9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
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

Heb 8:10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
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外面人看不到，只

有自己知道；衡量自己），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Heb 8:11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自己告訴自

己，自己知道自己），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認識我。

Heb 8:12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哥林多前書 11:26~29 

1Co 11:26 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1Co 11: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
的身主的血了。

1Co 11: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喫這餅，喝這杯。

1Co 11:29 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罪了。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然而也 (他)人 到於(他)同一
者自己， 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
麵餅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喫食，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杯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喝。

Let a man prove himself dokimazetoo (NT:1381) anthroopos (NT:444) heauton 

(NT:1438). Test himself as he would a piece of metal to see if genuine. (from 
Robertson's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以賽亞書 8:20

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

他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必不得
見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