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信 稱 義

-- 得 生 篇



稱義 的註解 – 目前的一點結論

稱義，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是神將祂自

己屬性的義，經由真實的信，藉著耶穌基督寳血救
贖的恩典，加給一切行在信中的人，並藉以彰顯自
己為義，也是稱信徒為義的神。

稱義，是神絕對的恩典；是出於信，也是經由信，
在耶穌基督---信的創始成終者---裏面，藉著祂的受

死與復活，使我們在恩典中，認識神的愛，靠著聖
靈與基督聯合，進入永生，成爲神的兒子。

稱義，是神以祂兒子生命的代價，將祂的生命性情
取代我們的生命性情，使我們的生命改變，而在生
命的發表中，能滿足並顯明神至高的律法---愛。



哈巴谷書 2:1~4 

哈 2:1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
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麼話向他訴冤哈

2:2 他對我說：將這默示明明的寫在版上，使讀的
人容易讀。

哈 2:3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
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
遲延。

哈 2:4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
得生。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羅馬書 1:17 

•加拉太書 3:11 

•希伯來書 10:38 



羅馬書 1:16~17 

羅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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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1: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
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

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她)能力權能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她/它
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
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在對(他)希利尼人；

(她)至義 因為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
續被啟示揭露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信； 按
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然而也 (他)具
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

學者提出不同可能性的解釋：

這義是本於神的信(信實)，以致於人的信(相信)。

這義是以信心開始，並且以信心一直到底。

這義是從舊約的信開始，一直到新約的信。

這義是從起初的信心，一直到成熟的信心。

……



這種從屬神性質的至義﹐不是已經主動顯明出來﹐而是現在持續
不斷地被啟示揭露出來。

再者﹐從“啟示揭露”的原意“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來看﹐這種從
屬神性質的至義曾經被“遮蓋隱藏”。

但遮蓋隱藏這“至義”的是什麼呢﹖並且是誰使這“至義”

被遮蓋隱藏的呢﹖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那 到於(它)

福音佳訊； (她)能力權能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
託了的； 在對(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在對(他)希利尼人；

(她)至義 因為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
被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向外出來 從屬(她)

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信；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
載，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

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使徒行傳 17: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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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於(他們)那些 的確 這樣 到於(他們)時段期間 從屬(她)那 從
屬(她)無知不懂 (他)那時(也是)忽視寬容了的 (他)那 (他)神； 到
於(它們)那些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命令吩咐 在對(他
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各處地 現要
去持續轉念悔悟；



羅馬書 11:32 

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共同關上鎖住 因為 (他)那 (他)神 到於
(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 

為不勸信說服(為無法勸信說服=為頑固不信=頑梗不信)，
為要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
時(也是)應該發憐憫慈悲。

從主觀的角度而言﹐遮蓋隱藏這“至義”的是人的“為不
勸信說服(為無法勸信說服=為頑固不信=頑梗不信)”﹔

從客觀的角度而言﹐遮蓋隱藏這“至義”的是“分發配置
之律(法規慣律=律法)”﹔

而成就這一切的是神自己。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信

由於從主觀的角度而言﹐遮蓋隱藏這種從屬神性質的“至義”
的，是人的“為不勸信說服(頑梗不信)”；是以，神在福音
之內﹐藉著福音，使這種從屬神性質的“至義”能從那裏離
開“為不勸信說服”的遮蓋隱藏。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種從屬神性質的“至義”的“脫離遮
蓋隱藏”，在本質上是被動的，是有過程的，是向外出於
“為勸信說服(信)”，並且向內進入“為勸信說服(信)”。

向外出於“為勸信說服(信)”而脫離律法的字句，也就是脫
離那在客觀上遮蓋隱藏這種從屬神性質的“至義”的那石版
上的律法；向內進入“為勸信說服(信)”而達到律法的終結，
也就是歸入基督耶穌。

並且，這一切是成就在所有每一個那現正持續行“為勸信
說服(信)”的人身上。



羅馬書 1:17b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什麽是 生命 ？

什麽是 活 ？



什麽是 活 ？

什麽是 生命 ？

肉體的生命，是指肉體在時間量度上的存活，或
指存活時間的長短；但

什麽是屬靈的生命呢？

屬靈的生命 是否是指復活後屬靈的身體的存活？

什麽是永生呢？

永生 是否是指復活後屬靈的身體在時間的量度上，

活到永永遠遠？



約翰福音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
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爲何是得生命得的更豐盛，而不是更長久，
或是到永遠？



約翰福音 6:63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
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
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她)那 (她)肉體 不是/不 他/她/

它現在持續成利益 到於(它)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它們)那
些 (它們)所發表言說 到於(它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已經發
言講說 在對你們，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並且
(她)生命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歌羅西書 3:1~4 

西 3: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
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 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西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
藏在神裡面。

西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
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約翰一書 5:11~12，20

約壹 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
是在他兒子裡面。

約壹 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

…….

約壹 5: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
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
真實的裡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
神，也是永生。



什麽是生命？
中文代表字：

為活活生動(為活=生猛活潑=生命)

Strong’s # 2222
zoe (dzo-ay'); from NT:2198; lif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Thayer's Greek Lexicon

1. universally, life, i. e. the state of one who is possessed of 

vitality or is animate:

Strong’s # 2198
zao (dzah'-o); a primary verb; to liv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生命的字係

提後 1: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
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事實上，動詞<活活生動(活) >在聖經中常以分詞
的形態來描述神。

太 16:15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
的兒子。

(他)那時(也是)被生應對回答了的 然而也 (他)西門 (他)

彼得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基督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同樣地，動詞<活活生動(活) >在聖經中常以分詞
的形態來描述一些其他特別的事物--(水，道)

約 4: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 神的恩賜，和對
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
了你活水。

約 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來。

彼前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
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來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
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同樣地，動詞<活活生動(活) >在聖經中常以分詞的
形態來描述一些其他特別的事物--(糧，聖言，祭)

約 6: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喫這糧，
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
人之生命所賜的。

徒 7:38 這人曾在曠野會中，和西乃山上與那對他說
話的天使同在，又與我們的祖宗同在，並且領受活
潑的聖言傳給我們。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同樣地，動詞<活活生動(活) >在聖經中常以分詞的
形態來描述一些其他特別的事物--(路，盼望，石)

來 10:19~20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
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彼前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
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
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前 2:4~5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
神所揀選所寶貴的；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
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生命
中文代表字：

為活活生動(為活=生猛活潑=生命)

是由動詞<活>衍生而來
活活生動(活)

就字義的角度簡單地說，生命是一種“活”，是一
種“活活生動的活”，是一種“生猛活潑的活”。
正如 Thayer’s 字義的解釋：

universally, life, i. e. the state of one who is possessed of 

vitality or is animate:

生命，是個體擁有生機活力，或是生氣勃勃的狀態。



是以，從字義及其使用，我們可以體會到

活，不僅僅只是一個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存在或存活。

活，是一種發表，是一種彰顯；並且是將内在素質，
以一種活活生動的方式來發表與彰顯。

活水，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水

生命的糧，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麵餅

活潑的道，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道理話語

活潑的聖言，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神諭聖言

活的路，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道路途徑

活祭，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犧牲祭物

活潑的盼望，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期盼指望

活石，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石頭



活，是一種發表，是一種彰顯；並且是將内在素質，
以一種活活生動的方式來發表與彰顯。

而神，就是一位將自己内在的生命，以一種活活生動
的方式來發表與彰顯的神。

永生神 那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那 神

這種發表與彰顯，神願意在祂按著自己形像與樣式創造的人身
上發表與彰顯。

林前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
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作血氣〕末後的亞當，成
了叫人活的靈。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生魂意念

隨後人犯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神，就是一位將自己内在的生命，以一種活活生動的
方式來發表與彰顯的神。

神，祂是一位活人的神。

那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那 神

這種發表與彰顯，神定意在祂所揀選的人身上發表與彰顯。

路 20:37~38 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荊棘篇上，稱主是亞伯拉罕
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神；因為在他那裡，人都是活的。〔那裡或作
看來〕

(他)神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死掉的，
但乃是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活。



神，就是一位將自己内在的生命，以一種活活生動的
方式來發表與彰顯的神。

這種發表與彰顯，最後在祂兒子耶穌基督，及在基督裏面有份
的人身上發表與彰顯。

那 現正持續活活生動(活)了的 那 神

約 6:56~57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喫我肉的人，也
要因我活著。

按照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我 (他)那 (他)現
正持續活了的 (他)父親， 並且我 我現在持續活 <徹底經過>為
著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吃
了的 到於我， (他)且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活 <徹底
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



福音
羅1: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羅1: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羅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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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1: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提後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
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
裡賜給我們的；

提後1: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表明出來了。
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義人必因信得生

羅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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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1: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不是/不 因為 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在上面挑起羞辱感 到於(它)那
到於(它)福音佳訊； (她)能力權能 因為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
續是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
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對(他)猶太人的 並/又 首先地，
並且 在對(他)希利尼人；

(她)至義 因為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
被啟示揭露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信； 按照正

如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
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因信得生



義人必因信得生

加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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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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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們
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她)向下禱告咒詛 他/她/它們現在持
續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 因為， 是這樣 (他)乃在上面有向下
禱告咒詛的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在內停
留持守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現在已經被刻
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行出作成 到於(它們)同一者。

是這樣 然而也 在內 在對(他)律法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
續被稱為公義 <在旁邊>在旁邊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它)清晰明顯的；

是這樣 (他)那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

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回顧警告



義人必因信得生

來 10:36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
所應許的。

來 10:37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來 10:38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義人有古卷作我的義人〕
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依然仍舊地 因為 到於(它)一點點的 到於(它)這每一切 到於(它)這每一切，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到達來臨，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耽擱遲延。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從屬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

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並且 但凡若是 他/她/它那時(也
是)應該讓自己退縮迴避，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歡愉認可 (她)那 (她)

生魂意念 從屬我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忍耐盼望



『義人必因信得生』的一點總結 1

神，是一位將自己内在的生命，以一種活活生動的方
式來發表與彰顯的神。這種發表與彰顯，首先神願意
在祂按著自己形像與樣式創造的人身上發表與彰顯。

隨後人犯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神按著自己本性的愛，
藉著祂預先應承許諾的福音，使一切在基督裏的人，
得以因信而被稱義，在神的生命中有份，並且，使神
的義，得以藉著被稱義之人的活，而被持續地發表與
彰顯。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義人必因信得生』的一點總結 2

對於一個向外出來從屬“信”而持續讓自己活活生動地活的基
督徒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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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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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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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任何境遇中，信
徒將要藉著“活活生動”的活，將那“活活生動(活)了的”
那神的那“活活生動(活)了的”生命特質，及那從屬神性
質的“至義”，以一種活活生動的方式來向外發表與彰
顯出來。

(他)那 然而也 (他)具公平正義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