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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称义
4. 成为神的儿女

5. 成圣
6. 得荣耀

当我们响应神的呼召我们归正的时候，
 其实已经称义、同时成为神的儿女
 但逻辑上总是会先讲称义，再讲成为神的儿女 —
 进入漂亮的家，要先把自己洗干净，称义像洗干净
 进入神的家好像进入一个豪宅

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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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三20-24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
没有
个人因为行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
律法我们怎么行都是不完全的，怎么样才能称义呢？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 切相信的人，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
法律的名词，就是判为无罪，
判
被神判决我们是无罪的
人间的法庭可能做错误的判决 —
有钱的坏人请最好的律师，
可以把他该判的罪大大的减轻
 但上帝不会做不公义的判决，
但上帝不会做不公义的判决
至高的上帝判我们无罪就是无罪
称义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
称义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
因信耶稣基督，所以神判我们是无罪之人。


1. 神的恩召
2. 人的归正

一、称义的方法 — 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才称义…
加二16a 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徒十三38-39 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
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二、称义的结果
1 消极方面 — 判为无罪，
1.
判为无罪
宣布没有罪，免于神的愤怒、神的刑罚
2. 积极方面 — 被宣告是义人，
被宣告是义人
 从此可以享受神进一步的许多的恩惠
 是一种归算，
不义归给基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
林后五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义
我们本来是不义的，信了耶稣、他除去我们的罪，
他的义就归给我们 就称我们为义
他的义就归给我们、就称我们为义。
林前一30b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就是归算 — 我们的罪归给他，他的义归给我们。

处理一个满重要的问题…
讲因信称义口号最有名的就是马 路德
讲因信称义口号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
1517 开响了改教的第一枪，
 保罗很明确的讲
保
—
唯独因信、不因行为的
 可是 雅各书二21 信心跟行为是并行，
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
表示不是因信而已，也是因为行为。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为什么雅各讲的跟保罗直接冲突呢？
马丁路德为了这一句话，
甚至认为雅各书是比较没有价值的。

2. 时间点不同…
保罗讲的是信主之初 唯独因信 完全不因行为
保罗讲的是信主之初，唯独因信、完全不因行为，
罗四1-3 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吗？不是的，
是因割礼称义吗？也不是的，
是因割礼称义吗？也不是的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
他是称义以后才受割礼的 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的
他是称义以后才受割礼的，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的。
亚伯拉罕或我们，都是在信主的当初因信就已经称义了。
雅各讲的时间点是信主之后 — 信主了，有没有证据？
信主
有 有证据
雅二14-17 有人赤身露体、有人缺了日用的饮食，
我为你祝福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我们说 — 我为你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雅各责备这样的信心是死的
 真正的信心是要照着圣灵的感动、具体的帮助，
真正的信心是要照着圣灵的感动 具体的帮助
才是活泼的信心，就是有生命的、真实的信心
雅各讲的是信主之后，我们要用这种善行来印证，
雅各讲的是信主之后 我们要用这种善行来印证
已经信了，在行为上会有爱的表现。

1. 保罗跟雅各字面上是冲突的…
加五6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真正的信会产生爱的行动，这样的信才有效果
 否认别的 — 包括割礼、律法、善行，唯独信才有功效
包括割礼 律法 善行 唯独信才有功效


雅二14-17 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没有益处，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认为不是因信而已，还要加上行为。
看起来好像两种不同的信心…
其实第 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有口头上的承认而已，
其实第一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有口头上的承认而已，
加五6 会有效果的 — 真正的信
会生发仁爱的、会爱神爱人的、会有行为的。
保罗是讲不靠行为、不是否定行为，跟雅各就没有冲突了。

3. 论述的重点不一样…
保罗是讲白白的称义 不是自己的善行跟功劳
保罗是讲白白的称义，不是自己的善行跟功劳，
在对付自以为义的犹太人 — 以为有摩西的律法就是义人了，
 要对付这些人，律法不会自动让你称义…
要对付这些人 律法 会自
称
 罗三25-26 上帝使谁称义呢？是信耶稣的人称义了。
雅各论述的重点、要对付的人不一样，
在对付教会里有人说他信耶稣了，却塞住怜悯的心，
人家有需要，只有一张嘴为人家祝福、叫人家走，
没有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
4. 两个怎么协调呢？
 雅各其实是说 — 信耶稣以后，
用行为来证明已经称义了，不是靠行为称义
 保罗有没有否定行为？没有，
保罗有没有否定行为？没有
加五6 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会有爱的行为的

成为神的儿女

Adoption — 认领、收养…

父神本来只有一个独生子耶稣基督，后来收养了我们。
一、有人说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实际上帝不承认这句话…
、有
人类都是 帝
子，实
帝 承
句
约八44a 责备抵挡耶稣的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二、谁才是神的儿女呢
二、谁才是神的儿女呢？
约一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唯独接受耶稣的才成为神的儿女
加四1-7 旧约跟新约都一样是因信称义，

称义，
，
旧约时期很多人误解 — 以为靠律法称义，其实是错的，
 也是因信称义，就是因信守律法、因信献祭的人
 而不是只在形式上守律法、在形式上献祭，
不是 在形式 守律 、在形式
祭，
那个不能称义

三、四大特性
1. 马上成就：信就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要慢慢的累积…
2. 可以察觉的：得救、归正、重生、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察觉的 得救、归 、重生、成为神的 女，
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感觉？
罗八16 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进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旧约 — 证人不能只有一个，两个以上的证人才是可靠的，
这里有两个做见证的：圣灵、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会有感觉、可以察觉
 会觉得父神变成很亲爱、亲切的，
可以随时到施恩宝座前，蒙恩惠、得怜恤、
做随时的帮助，可以称他为阿爸，
以马内利至高的神成为我们亲切的慈爱的父亲

可是真的有一个分别…
 旧约时期在律法之下、
旧约时期在律法之下
有一种奴仆的心态 — 只是怕得罪神
 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儿女的心态，
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儿女的心态
 新约的人比较有福，就是耶稣已经来了
 我们信主之后很清楚的
之后
— 接受耶稣，
就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可以称他为阿爸父
加四7 阿爸这是音译，刚好也有含意的

—
 当时的方言、耶稣讲亚兰文，称父亲是阿爸，
当时的方言 耶稣讲亚兰文 称父亲是阿爸
我们翻为阿爸，又是音译又是意译
 这是很亲切的称呼，接受耶稣就跟上帝很亲了，
这是很亲切的称呼 接受耶稣就跟上帝很亲了
 他是我亲爱的父神
 不像孔子讲的
像
讲的 — 敬鬼神而远之

3. 享有特权
1) 可以亲近神，
可以亲近神 罗八15 我们所受的不是
奴仆的心，所受的是儿子的心
2) 可以得到神的保护、神的供应，
可以得到神的保护 神的供应 太六30-32 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
我们需要的天父是知道的，他会供应我们
3) 不乖的时候会管教我们，
乖
我
来十二孩子会被管教，要让我们得益处
4) 会得到神国的基业，西一12 我们跟众圣徒一同得基业，
属灵的产业是永恒的、是谁也夺不走、是永远享受的
5) 可以跟基督一起受苦、一起得荣耀，
罗八17 我们既然是儿女、是后嗣，
就跟基督一起做后嗣、做神的儿女。
得荣耀是经过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的过程
4. 永远有效 — 在华人教会有很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