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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看看新城教理问答中的第30个问题。 我将阅读问题，我们将一起阅读答案。

問30：什麼是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答：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承认神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信靠他，也接受
他，并单单依靠他而得救，因为他在福音中将自己赐给了我们。

有些人认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基于无知。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的教理问答说，信心涉及对福音中上帝启示的认
识。 信心是相信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因此你完全委身于它。 所以，真正的信心根本不是盲目的。

当然，如果我们想知道或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相信一些东西。 例如，我出生于7月26日。 我如何知道这一点？
我的父母是这么说的。 我从未怀疑过我的父母是否是我真正的父母。 此外，我从未做过任何DNA测试。 然而，我仍
然相信他们是我的父母。 这也适用于我们的关系。 你永远无法认识任何人，与任何人交往，除非你愿意信任他或
她。

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试图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 要真正了解任何事情，我们需要先相信我们可以
了解它。 那么，这如何适用在称义上呢？

让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2：15，16，20和21。
15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16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
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21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让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我们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祝福我们对你话语的传讲。 我们祈求祢的灵照亮我们的思想和心灵。 当你
的话语被传讲时，求你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耶稣，更深地爱他，并好好地服侍他。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并相信。
阿们。

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为要帮助他们抵挡他们当中的假教师。 假教师说：“\[非犹太人\]必须
接受割礼才算真正归信基督。” 在加拉太书1：8中，保罗称这个想法为另外一种福音，因为它是一条通往救恩的假
道路。

在我们的经文中，我们发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称义是单凭对基督的信心。 马丁·路德是16世纪的牧师。 路
德说：“称义的教义是真假教会的试金石。” 但什么是称义呢？ 这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透过这信心，借着
这信心，而因着基督的义在神面前被宣布为义。

今天讲道分两点：
第1点：我们单单凭着对基督的信心而称义（15，16节）
第2点：我们单单凭着对基督的信心来为上帝而活（20，21节）

为了讨论第1点，让我们再看一遍第15节：
“15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保罗教导说，没有人能因出身而称义。 它必须单单凭着对基督的信心 保罗时代的犹太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比他们周
围的“外邦罪人”更优越。 但保罗强调，每个人，每个犹太和外邦的罪人，都是因信基督而称义的。 正如我们从上

周的讲道中听到的，基督不是为了自以为义的人而来的，而是为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而来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5：32中说：
“32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从第15节中可以看出，非犹太人在犹太人中名声不好。 他们是“外邦罪人”。 但是，即使是外邦罪人，当他们单单
相信基督耶稣时，也可以在神面前被宣布为义人。 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15：6，中，我们读到，“\[亚伯拉罕\]
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顺便说一句，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

“算”也可以翻译为“记入”。 这些是银行用语。 请想象一个破产的人。 他的银行账户中没有美元。 但他有无限
的债务要偿还。 他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直到钱记入他的账户。

我们跟这个人一样，没有基督的时候在义上都是破产的。 我们没有自己的义，可以使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的债务是
无限的，因为我们得罪了一位无限圣洁的神。 我们无法偿还这笔债务。 但是，当你相信基督死了，又为了偿还你的
债务而复活时，他无限和完美的义就记在你的账户上。你的无限债务就得到了偿还。

朋友：如果有人偿还了你无法偿还的无限债务，你该如何回应他？ 好吧，我很乐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他。 这就是亚
伯拉罕所做的，即使所应许的那位将要来的基督现在还没有来到。 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你相信时，基督的义也记在
你的账户上了。 因为是基督偿还了这无限的债务，所以没有人能声称配得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因为我们不是靠行律法而称义，而是因着对基督耶稣的信心而称义。 这就是保罗在第16节中用非常强烈的语气教导
的。 我们再听一遍：
16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
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想想两位马拉松运动员：杰伊和比利。 杰伊跑完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跑完了26.2英里，只是他跑错了目的地！ 跑
完时，他已经筋疲力尽。 他也非常沮丧。 虽然他已经跑完了全程，但他不会得到奖品。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跑到
正确的目的地。 另一方面，比利跑了26.2英里，最后来到正确的目的地。 是的，比利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他对提
供给他的奖品感到很兴奋。 杰伊和比利跑了相同的距离，但他们跑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像这两个人一样，非信徒
和信徒正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奔跑。 不信的人正在奔向自我的荣耀，而信徒正在奔向神的荣耀。 除非基督拯救非信
徒并改变他的目的地，否则他将继续追求那些荣耀自己的欲望。 这将继续使他疲惫不堪，使他的生活变得很悲惨。

我们是为荣耀神而造的。 只有当我们追求神和他的荣耀时，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 但因为罪，
我们的默认模式就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 这只会导致我们疲惫和沮丧。 它揭示了我们是多么的迷茫。 但是，当
我们信靠基督时，我们就在他里面有了盼望。 只有他才能使我们与神站在正确的关系中。 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
奔向神，将他应得的荣耀归给他。

保罗归信之前是个法利赛人。 他非常努力地通过迫害基督徒来赢得上帝的青睐。 他认为，这样他就可以称义。 在
加拉太书2：17中，保罗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 保罗看到他正努力跑向错误的目的地
时，他才发现自己有多可怕。 他试图通过赢得义来追求自己的荣耀。 但当保罗凭信心紧紧抓住耶稣时，他找到了拯
救。 当我们也信靠基督时，他就把我们从这种可怕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我喜欢莎莉·劳埃德-琼斯（Sally Lloyd-Jones）讲的那个有关相信和怀疑的儿童故事。 她写道：“想象一下，你
正在一座大山上徒步旅行，但是你失去了立足点。 就在你跳到悬崖边之前，你发现了一根树枝。 你需要相信那根树
枝它才能拯救你吗？ 你不用担心 - 你只要抓住它就行了！ 信心就像抓住那根树枝。 我们只是向神伸出手。 他就
是拯救我们的人。 拯救我们的是我们刚强的神，而不是我们坚定的信心。 因为信心不仅仅是你紧紧抓住神。 而是
上帝紧紧抓住你。

以赛亚在预言基督的到来时，称他为纸条。 在以赛亚书11：1中，他写道：
“1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朋友们，因为我们内心悖逆，如果任凭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将跑到错误的目的地，陷入被上帝定罪的深渊。 我们需
要抓住以赛亚预言的这个枝条，那就是基督耶稣。 您不需要在一开始就了解有关这个枝条的所有信息。 你只需要相
信他，因为你有非常紧迫的罪的问题。 你需要有人来拯救你。 因此，你必须把你的信心单单放在基督里，否则你将
灭亡。 因为我们信心的力量不会拯救我们，你我都需要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义才能称义。 这就是我们因信基督而
得到的义。 藉着同样的心，我们里面就有了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也为他而活。

第2点：我们单单凭着对基督的信心来为上帝而活（20，21节）
第20和21节表明，唯有因信称义才能带来真实和正确的生活。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0节。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保罗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显然，保罗没有与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上。 保罗过去的恶行与基督一同被钉
死，这对保罗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保罗在加拉太书5：24中解释说，我们的肉体，连同它所有的激情和欲望，都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 通过圣灵的能
力，我们罪恶的思想和行为不会像以前那样控制我们了。 因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是的，我们仍然在与罪斗

争。 但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到了杀死罪的能力，也能够为爱我们、为我们而死的基督而活。

在第20节中，保罗接着说：
“20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的朋友们！
我们有真实而丰盛的生命，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从死里复活，永不再死。

在第20节中，保罗还补充说：
“20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当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之后，我们继续因信他而活。
我们依靠并持守耶稣的舍己之爱。
就像我们的汽车不能在没有汽油的情况下运行一样，除非我们继续相信基督，否则我们也将失败。

在21节中，保罗回应了那些认为恩典的好消息会导致不道德生活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 他写道：
“21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如果有人能通过行律法在神面前成为义人，那就意味着基督徒然死了。 我们如果相信可以在基督耶稣之外，找到永
恒的真生命，那就等于是拒绝神的恩典了。 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用他或她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 因此，我们不认为
神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 道德上正直的人和不道德的人都受到上帝恩典的挑战，去为复活的基督而活，而不是为自
己而活。 我们都面临着挑战，要停止逃避神，开始奔向神，追求他的荣耀。 猶太人誤導加拉太人，告訴他們要受割
禮才能真正被称义。 但保罗表明，犹太人和外邦血统的罪人都需要相信基督，这样他们才能在神面前称义。

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或国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拯救。 父母有责任清楚地向孩子解释福音。 然而，只有当孩子们相
信基督的救恩时，他们才能得救。 这是任何人在神面前称义的唯一途径。

朋友们，除了基督，我们的义都在上帝面前破产了。 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无限的、完美的义，来存入我们破产的
账户。 感谢神，因为基督藉着他的死和复活做到了这一点。 耶稣已经把他无限的义记在我们的账上！ 而且不止如
此。 耶稣一劳永逸地做到了这一点，也为现在还有将来所有相信他的人做了这件事。 基督的义不像现在不断通胀的
美元。 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一种永不贬值，永不会用尽的义。 信徒在父面前的地位是永恒的。 当父神看到我们
时，他看到基督的义记在了我们的帐上。 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做到的神迹。 赞美神，竟然让你我这样的罪人称义。

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我需要告诉你一些坏消息。 你的善行或鲁莽的不道德生活不会成为你的借口，因为它们只是
必死的行为和肮脏的遮羞布。 但是有个好消息！ 基督愿意并准备今天就拯救你。 不要容许你的良心徘徊不定。 我
恳求你。 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正确地站在神的面前。 他是唯一能提供你迫切需要的义的人。 只有当你接受它时，
你才会开始真正地活着，就像你为复活的基督而活一样。

我要对那些信基督耶稣的人多说几句话。 记住，基督徒的生活不在乎你的信心有多强大。 而只在乎你把你的心仰放
在谁身上。 虽然你的信心有时看起来很软弱，但基督你的救主是刚强而又良善的。 记住你是怎么相信的。 你死
了，但他使你从死里复活，并赐给你新的生命。 只有他给了你信心的礼物，因此只有他才能让你坚持到底。 不要试
图依靠自己的力量。 相反，正如箴言3：5-6所说：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耶稣基督是好牧人。 他没有使我们称义，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去走属灵的旅程。

朋友们：当你的信心软弱时，要记住基督为你而死。 他死是为了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继续紧紧抓住他，尽管你生
命中经历了这一切考验。 他是信实的。 因为他爱你，他永远不会让你离开。 你永远属于他，他永远不会离开你，
也不会离弃你。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软弱的。 但你是刚强而又良善的，让我们回到你自己这里。 请提醒我们，你是因信使我
们称义的那一位，你所拯救的人永远属于你。 帮助那些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的人相信你。 主啊，让我们这些认
识你的人，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们祈求你的灵继续荣耀你，因为他现在和永远都把我们带到天父的同在中。 请帮助
我们大家在你的称义工作中找到我们的安息与平安。 我们这样祷告，奉父、子和圣灵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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