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信 稱 義

-- 稱 義 篇



當律法 的要求被完全滿足﹐這就是“為全然

具公平正義”﹐也就是所謂的“至義 ”；

也就是說，這人在神面前是“具公平正義
的”。



約伯記 25:1~4 在神面前，人怎能稱義？

伯 25:1 書亞人比勒達回答說：

伯 25:2 神有治理之權，有威嚴可畏；他在高處施行和平。

伯 25:3 他的諸軍，豈能數算；他的光亮一發，誰不蒙照呢。

伯 25:4 這樣在神面前，人怎能稱義；婦人所生的，怎能潔淨。



什麽是 稱 義 ？



什麽是稱義？
中文代表字：

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

Strong’s # 1344
dikaioo (dik-ah-yo'-o); from NT:1342; to render (i.e. show or 

regard as) just or innocent:

Strong’s # 1342
dikaios (dik'-ah-yos); from NT:1349; equitable (in character or act); by 

implication, innocent, holy (absolutely or relatively):

Strong’s # 1349
dike (dee'-kay); probably from NT:1166; right (as self-evident), i.e. justice 

(the principle, a decision, or its execution):



馬太福音 11:18~19 

太 11:18 約翰來了，也不喫，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太 11:19 人子來了，也喫，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
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古卷作
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

(NA)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她)同一
者。

(RT)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她)那 (她)智慧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孩子 從屬(她)同一
者。



馬太福音 12:33~37   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

太 12:33 你們或以為樹好，果子也好；樹壞，果子也壞；因為看
果子，就可以知道樹。

12:34 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好話來呢；因為心
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太 12:35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
存的惡，就發出惡來。

太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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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2:37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向外出來 因為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你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

那些 從屬(他們)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你 你將要持續被使
有判罪裁定。



路加福音 16:14~15 

路 16:1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
的財物

…… 

路 16: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
耶穌。 [法利賽人=宗教上之分離主義者]

路 16:1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
心，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話言說 在對(他們)同一者， 你們 你們現
在持續是 (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們)同一
者自己 在面前地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他)那 然而也 (他)

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從屬
你們； 是這樣 (它)那 在內 在對(他們)人 (它)高的 (它)所厭恨憎惡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馬太福音 5:20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太 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
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在對你們， 是這樣 但凡若是 不會/

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成格外多 從屬你們 (她)那
(她)至義 到於(它)更多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書記
文士 並且 從屬(他們)法利賽人，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
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
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什麽是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



摩西的律法﹐是寫在石版上“字句 ”的律法。

神將聖潔，真實，屬乎靈的律法以“字句 ”的形

式賜給了猶太人，但猶太人沒有真正領受那“字

句 ”的律法﹐只領受了那律法的“字句 ”。

於是，律法的“字句”就成爲文士和法利賽人衡量
人是否遵行律法的標準；換言之，文士和法利賽人
以人外在的行爲來斷定律法的要求是否被滿足；

若有人能在行爲上滿足律法的要求時，他們

就稱這人爲義。



羅馬書 3:19~20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 3:19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
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
之下；

羅 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為是這樣之緣故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在面前地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經由
因為 從屬(他)律法 (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她)罪。



羅馬書 3:21~22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相信的人

羅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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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3: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
的人，並沒有分別；

(她)至義 然而也 從屬(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
個的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分別區分；



羅馬書 3:23~24     白白的稱義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
白白的稱義。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犯罪， 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落後短缺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
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們)現正持續被稱為公義了的 白白地 在對(她)那 從屬(他)

同一者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
(她)解脫得贖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羅馬書 3:25~26  a

羅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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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羅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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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

那 (他)神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 <徹底經過>經由從屬(她)

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血
向內進入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

任憑不管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現在已經在前面生發成
為了的 從屬(它們)所犯之罪，



羅馬書 3:25~26  b

羅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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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羅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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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自制容忍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在內顯示展現 從屬
(她)那 從屬(她)至義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
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
續是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他)具公平正義的 並且 到於(他)

現正持續稱為公義了的 到於(他)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
屬(他)耶穌。



耶穌 是 挽回祭， 施恩座



詩篇 18:11

詩 18:11 他以黑暗為藏身之處，以水的

黑暗，天空的厚雲，為他四圍的行宮。



贖罪日 – 至聖所

依照人的看法
• 幔子後面的至聖所完全黑暗

• 幔子外面的聖所滿有光明(金燈臺)

當幔子裂開的時候
• 金燈臺的光明照入黑暗的至聖所

• 只見施恩座上血跡斑斑

• 神的公義得到滿足

聖經說
•罪的工價乃是死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約翰一書 1:5

約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
；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
你們的信息。



贖罪日 – 至聖所

依照神的看法
• 幔子後面的至聖所完全光明(神就是光)

• 幔子外面的聖所滿了黑暗(需要金燈臺)

當幔子裂開的時候
• 神的光明照出幔子外面黑暗的世界

• 只見施恩座上血跡斑斑

• 神的慈愛得到完全彰顯

神說
•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愛裏沒有懼怕



但以理書 2:22

但 2:22 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也與他同居。



詩篇 36:5~9

詩36:5 耶和華阿，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
信實，達到穹蒼。
詩36:6 你的公義，好像高山；你的判斷，如同
深淵；耶和華阿，人民牲畜，你都救護。
詩36:7 神阿，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
在你翅膀的蔭下。
詩36:8 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你
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
詩36:9 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
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羅馬書 3:27~30     信主之法

羅 3:27 既是這樣，那裡能誇口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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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3:28 所以〔有古卷作因為〕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 3:29 難道神只作猶太人的神麼？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麼？是
的，也作外邦人的神。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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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這樣 (她)那 (她)誇耀？ 他/她/它那
時(也是)被排除在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什麼樣呢
從屬(他)律法？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工作？ 真不是；
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信。

若經由律法人才得被稱爲義，那麽，只有猶太人才得被稱爲義。



羅馬書 3:31     因信堅固律法

這樣，我們因信廢了律法麼？斷乎不是，更

是堅固律法。

到於(他)律法 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使完全閒散停頓 <徹底

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不會/不要 他/她/它

那時(也是)可以讓自己生發成為。 但乃是 到於(他)律法

我們現在持續立定站住。



羅馬書 4:6~13   神應許是因亞伯拉罕因信而得的義

羅 4:6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羅 4:7 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羅 4:8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羅 4:9 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人麼？不也是加給那
未受割禮的人麼？因我們所說：亞伯拉罕的信，就算為他的義。

羅 4:10 是怎麼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禮
的時候呢；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乃是在未受割禮的時候。

羅 4:11 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因信稱義的
印證，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使他們也算為義；

羅 4:12 又作受割禮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禮，並且按我們
的祖宗亞伯拉罕，未受割禮而信之蹤跡去行的人。

羅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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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3:6~9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

加 3:6 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加 3: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
拉罕的子孫。

加 3:8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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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3:9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
一同得福。



羅馬書 4:16~22        亞伯拉罕的信

羅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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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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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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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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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4:20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

羅 4:21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羅 4:22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羅馬書 4:23~25   耶穌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 4:23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

羅 4: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
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羅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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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乃是 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我們，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被估算，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
於(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耶穌 到於(他)那 到於(他)

主人 從屬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他)這個 他/她/它那
時(也是)被交付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

誤差過犯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起來 <徹底
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我們。



羅馬書 5:1~2 

羅 5: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 5:2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
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了的 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到
於(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

那 到於(他)神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
們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趨前就
近 我們現在已經持有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向內進入 到於(她)

那 到於(她)恩典惠意 到於(她)那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這個 我
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並且 我們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誇耀 <在上
面>在上面 在對(她)期盼指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

那 從屬(他)神。



羅馬書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

律法 (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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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5:8    神的愛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他/她/它現在持續並立/並列表明 然而也 到於(她)

那 從屬(他)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愛 向內進入 到
於我們 (他)那 (他)神， 是這樣 依然仍舊地 從
屬(他們)犯罪的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從屬
我們， (他)基督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
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羅馬書 5:9~10 

羅 5: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
忿怒。

羅 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
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在對(它)許多的 這樣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時(也是)被稱
為公義了的 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
(他)同一者 我們將要持續被拯救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

同一者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激動忿怒。

若是 因為 (他們)仇視敵對的 (他們)現正持續是了的 我們
那時(也是)被改正復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徹底經過>

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
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許多的 更特別尤其地 (他們)那時
(也是)被改正復和了的 我們將要持續被拯救 在內 在對(她)

那 在對(她)生命 從屬(他)同一者；



羅馬書 5:18~19   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羅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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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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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如此 這樣 正如地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誤
差過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它)判決有罪，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

一個 從屬(它)義行義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他
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她)生命。

甚至正如地 因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聽不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人 (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那時
(也是)被設立派定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聽從順服 從屬(他)那 從屬(他)

一個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被設立派定 (他們)那
些 (他們)許多的。



羅馬書 5:20~21   恩典也藉著義作王

羅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裡顯多，
恩典就更顯多了。

羅 5: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
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他)律法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它)那 (它)誤差過犯；
在這裏地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成更許多 (她)那 (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特別成格外多 (她)那 (她)恩典惠意；

為要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作君王 (她)那 (她)罪 在
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她)那 (她)恩
典惠意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作君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
(她)至義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徹底經
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羅馬書 6:4~5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
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
樣。

羅 6: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
上與他聯合；

我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 這樣 在對(他)同一者 <徹底
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浸洗之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

那 到於(他)死， 為要 甚至正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醒
起來 (他)基督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那同一
樣式地 並且 我們 在內 在對(她)全新 從屬(她)生命 我們那
時(也是)應該來往昂然踏行。



羅馬書 6:4~10 

羅 6: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羅 6: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
他的主了。

羅 6: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

若是 然而也 我們那時(也是)死去 共同一起 在對(他)基督， 我們現
在持續置信信託是這樣並且 我們將要持續共同活 在對(他)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是這樣 (他)基督 (他)那時(也是)被喚
醒起來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不再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
死去； (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不再地他/她/它現在持續行主持支配。

到於(它)這個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在對(她)那 在對(她)

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死去 只一次地；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他/她/

它現在持續活，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加拉太書 2:20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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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他)基督 我現在已經被一同釘十字架； 我現在持續活
然而也 不再地 我， 他/她/它現在持續活 然而也 在內 在
對"我"  (他)基督； 到於(它)這個 然而也 現在此時地 我現
在持續活 在內 在對(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信 我現在持
續活 在對(她)那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
(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愛了的 到於我 並
且 從屬(他)那時(也是)交付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
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



哥林多後書 5:21   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

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

到於(他)那 不會/不要 到於(他)那時(也是)認識知
道了的 到於(她)罪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
屬我們 到於(她)罪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為要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她)至義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稱義 的註解 – 目前的一點結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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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出於按著字句行律法的工作，如同文士和法利賽
人所認爲，以致在無意中立了自己的義，定了自己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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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註解 – 目前的一點結論 2

簡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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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23~24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
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
仁義，和聖潔。

箴 12:28 在公義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並無死
亡。

---- 這是神在祂的愛中為我們預備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