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羅馬書中關於神福音的鑰句，並神永遠經綸的標語，乃是羅馬一章十七節；這節經文啓
示神福音的結構—『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羅馬書1:17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
活著。”
哈巴谷書2:4 看哪，自高自大的人，心不正直；只是義人必本於信得生。

義人，就是那些在神、在人前都完全是對的人，必得生，就是得着神聖的生命。信就是那在
基督裏運行並作工的神，祂將我們放在基督裏，使基督成爲我們的義。

Ⅱ．神的義是神的救恩在法理上的手續：
羅馬書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利尼人。

爲着神的義的緣故，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被治死。在十字架上，祂替我們成爲罪，神也在
肉體中定罪了罪。主替我們死，就成功了救贖，滿足了神一切義的要求。如今神有地位，能
彀公義的赦免我們。事實上，祂不僅能彀赦免我們，因着祂義的緣故，祂也必須赦免我們。
神所以赦免我們，主要還不是因爲祂愛我們，乃是因爲祂的義限制祂必須這麼作。
Ａ．若是神公義的要求不能得着滿足，祂就不能赦免罪人；（詩一〇三6 ～7；) 按照神的公
義，『犯罪的人，他必死亡，』（結十八4，）並且『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
詩103: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欺壓的伸冤。7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
曉得祂的作為。
１．基督作罪人的代替，完成了代替的死，這死照着神的律法是合法的，且是神照着律法

所承認並稱許的。
以賽亞書53:5 那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創，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
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6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哥林多後書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馬
太27:45 從正午到午後三時，遍地都黑暗了。46 約在午後三時，耶穌大聲呼喊說，以利，
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棄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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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

２．基督這義的代替我們這些不義的，爲公義的神按祂的公義所審判，好除去我們罪的
攔阻，引我們到神面前，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彼得前書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你們到神面
前；在肉體裡祂被治死，在靈裡祂卻活著；

３．在十字架上，耶穌替我們成爲罪，在肉體中定罪了罪，並且藉着替我們死，滿足了神
一切的義；現今因着祂義的緣故，神必須赦免我們。
羅馬書8:3 律法因肉體而軟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
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
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Ｂ．因着神受祂的公義束縛，必須赦免我們，所以義乃是神救恩的大能，也是我們的救恩
不可動搖的根基：
１．我們對基督的經歷，乃在於神義的根基，這義是神寶座穩固、堅定、不可動搖的根基，

神的國也是建立在其上。
詩89:14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真實，行在你面前。
羅馬書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２．神治死基督，以祂作我們的代替；祂已承認基督的死完全償還了我們的罪債；坐在神
右邊那復活並升天的基督，乃是償還這債的『收據』 。
羅馬書4: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的人，就是為我們這些信靠那使我們的主耶穌
從死人中復活者的人寫的。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我們的稱義。
祂在十字架上作我們的代替，擔當我們的罪，…好除去我們罪的攔阻，引我們到神

面前。這是要救贖我們脫離罪，歸向神，脫離我們不義的品行，歸向公義的神。
３．因此，每當我們宣告耶穌的血並訴諸神的義時，神除了赦免我們之外，別無選擇（詩

歌235）。約翰一書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Ｃ．生命是神救恩的目標，因此稱義乃是『生命的』稱義；我們藉着稱義，已經達到並符合神
義的標準，所以現在神能將祂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
羅馬書5:18 如此說來，藉著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藉著一次的義行，眾人也
都被稱義得生命了。

Ⅲ．基督的生命是神的救恩在生機上的目的：
Ａ．得稱義的結果是在基督裏完滿的享受神作我們的生命；在神生機的救恩裏，我們有愛、

恩典、和平、盼望、生命、榮耀、聖靈、基督、和神作我們的享受。
羅馬書5:5 盼望不至於蒙羞；因為神的愛已經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裡。
6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時期為不虔者死了。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
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就在此將祂自
己的愛向我們顯明了。9 現在我們既因祂的血得稱義，就更要藉著祂得救脫離忿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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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要在祂的生命
裡得救了。11 不但如此，我們現今既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要藉著
祂，在神裡面誇耀著，在祂的生命裡得救了。

Ｂ．基督拯救的生命正以下列方式，完成神大能救恩的生機目標：
１．我們在基督作爲從神給我們的義裏被神稱爲義，使我們能在這生命裏活在神面前。
２．這生命也將神所稱爲義的信徒作成神許多的兒子；他們藉着生命之靈，以神生產並繁

增的生命所重生，成爲基督的許多弟兄。
羅馬書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希伯來書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就藉著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３．這生命分賜到必死的信徒裏面，使他們在基督裏長大，脫離死而達到成熟。
羅馬書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
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3・水



４．內住的基督憑生命之靈在信徒裏面運行，使他們享受基督的生命連同這生命的平安。
羅馬書8:5 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著靈的人，思念那靈的事。6 因為心思
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５．這生命以神的聖別性情作聖別的元素聖化我們。
羅馬書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著人的常情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
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20 因為你們
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受義的約束。

６．這生命憑生命之靈，根據重生的洗滌，更新我們，將我們從我們舊人的舊元素，更新爲
我們新人的新構成。
羅馬書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
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７．這生命憑生命之靈，以基督神聖生命的元素，新陳代謝的變化我們，使我們從老舊的構
成，變化成爲新的構成，好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
羅馬書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８．這生命將我們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使我們成爲長成的神人，爲着彰顯三一神。
羅馬書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
中作長子。

９．這生命藉着我們身體的得贖，榮化我們，使我們進入榮耀的自由和我們完滿的兒子名
分裏。
羅馬書8:21 指望著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著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
由。

10．這生命使我們作王，掌管撒但、罪和死。
羅馬書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
賜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11．以上十個項目，都是爲着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彰顯爲眾地方召會；這是羅馬
書末了五章所論到的。

4・木



Ⅳ．信徒的信乃是神的救恩在實行上的質實（希伯來書11:1）：
腓立比書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
基督而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Ａ．信徒的信實際上不是他們自己的信，乃是基督進到他們裏面作他們的信。
羅馬書1:12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們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鼓勵。
加拉太書2:16 且知道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乃是藉著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入
了基督耶穌，使我們本於信基督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因為凡屬肉體的人，都不能本
於行律法得稱義。
羅馬書3:22 就是神的義，藉著信耶穌基督，歸與一切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耶穌基督的信在我們裏面，成了我們相信祂的信。…信是有標的的，也是出於它的標
的的。這標的就是神成爲肉體的耶穌。人聽見祂，認識祂，欣賞祂，寶貴祂，祂就在人裏
面生發出信，叫人信祂，這樣祂就成了人裏面對祂的信。

Ｂ．我們信入基督是我們對祂的珍賞，作爲我們對祂的吸引所起的反應。
Ｃ．信是由於聽見話；我們來到寫出來的話（聖經）中那活的話（基督）這裏，祂對我們就成

爲應用的話（那靈），就是信的話。
羅馬書10:8 這義到底怎麼說？它說，“這話與你相近，就在你口裡，也在你心裡。”這就
是我們所傳信主的話，
加拉太書3:2 我只願問你們這一件，你們接受了那靈，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
希伯來書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將活神離棄
了。

Ｄ．人聽見基督，認識祂，欣賞祂，寶貴祂，祂就在人裏面生發出信，而成了人裏面能相信
祂的信。
加拉太書3:5 這樣，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本於行律法，還是
本於聽信仰？5:6 因為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效力；惟獨藉著愛運行的信，
纔有效力。 5・金



Ｅ．信乃是信神是，我們不是；祂必須在凡事上是惟一的那位，獨一的那位，我們必須在凡事上
甚麼也不是。
希伯來書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質實，是未見之事的確證。
5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把他接去了；原來他被接去以前，
已經得了蒙神喜悅的見證。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Ｆ．作爲信徒，我們藉着運用我們信心的靈，憑信而活，並將基督作爲信注入人裏面，使他們被
帶到以下與基督生機的關係裏，爲着祂的定旨：哥林多後書4:13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
以我說話；”我們既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所以也就說話，
羅馬書10:17可見信是由於聽，聽是藉著基督的話。

這信將我們帶進與基督生命的聯結裏；這基督乃是神的具體化身，實化爲包羅萬有的靈。
信把我們聯於三一神。
１．基督是栽種的橄欖樹也是葡萄樹，我們是祂的枝子。
羅馬書11:17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
肥汁，
約翰15: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２．基督是頭，我們是祂的肢體。
哥林多前書12:27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３．基督是生命的氣、生命的水、生命的糧，我們是呼吸祂、喝祂、並喫祂的人。
４．基督是新郎，我們是祂的新婦。

Ｇ．信是主觀的神應用於我們的全人；因此，對神如何沒有一事是不可能的，對信也照樣沒有一
事是不可能的。馬太17:20 耶穌對他們說，因為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從這邊挪到那邊，牠也必挪去；並且在你們就沒有一件事是
不可能的。19:26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Ｈ．那無法壓制、無法困住之信的大能，推動許多人爲主受苦，冒生命的危險，並成爲得勝的受
差遣者和殉道者，以傳佈神永遠經綸的福音，直到地極。使徒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6・土



經歷：學校生活篇
①我們可以放膽的告訴神：『你若不照着你的義來對待我，你的寶座就會動搖。…基督已經爲我的
罪死了，祂現今在你的右邊，證明你已經接受祂爲我一切的罪債所償還的。照着你的義，你除了
拯救我之外，別無選擇。基督已經死了，你已經悅納祂的死，並且已經叫祂從死人中復活；現今
你受律法的限制，不能不赦免我。』每當有人這樣禱告，總是令神喜悅。這是根據神的義向神禱
告。因着神的義在基督的福音上顯示出來，所以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
約翰一書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

② 要學校生活蒙祝福，你必須要先認自己的罪、缺點，要用耶穌的血來洗淨。應用耶穌的血，重要
的是要認識神的義。神赦免你的罪，不是因為神是愛。乃是因為神是義。神根據耶穌的血，能夠
將你所有的罪赦免。換句話說，無論神感覺如何，只要你認自己的罪，因著神的義，神不得不赦
免。事實上，神喜悅這樣的禱告祈求以神的義作為根據的赦免。(但是，就算在罪裡，不道德、偶
像崇拜、分裂的罪都是重大至極的罪，所以關於這些罪，無論如何都要遠離。)

③聖經是寫出來的話，基督是活的話。然而，若沒有那靈，活的話就不能應用在我們身上。藉着那
靈，活的話成了應用的話。…首先祂說話，而祂所說的寫在一本書上，那就是聖經。只有一本
書是神的話。『聖經』這辭，原文的意思是『那書』。聖經乃是書中之書。在人類歷史裏，竟然產生
了這樣一本書—神的話，這是何等的憐憫，何等的希奇！世界今天是一團糟。在今天的報紙上
報導這麼多壞的事情。假使把聖經從人類拿走，我想人類沒有神的話，就不能生存。

④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熟悉聖經，能夠為未來奠下良好的基礎。召會推薦在兩年內讀完整本恢復本
聖經。讀經節及註解，被真理構成、得餵養吧。

⑤ 讀聖經時，重要的秘訣是：ⅰ)操練靈禱讀是靈是生命的神活的話、ⅱ) 將心思置於靈、將聖經的
話應用禱告到你學校生活實際的情況裡。換句話說，不可以只把聖經的話當作知識取用。聖經
的話是靈，能夠賜給你豐富的恩典。基督徒的學生生活，不是守規矩的生活，乃是享受那靈豐
富的供應、帶著喜樂與主一同學習的生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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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讚美主－對祂的記念

1在此分享這福杯，怎能閉口不讚美？

你為我流的寶血，價值誰能盡領會！

哦主，你血何寶貴！我的問題全應付；

因你有效的寶血，一切憂懼都消除。

2藉這有效的寶血，新約為我得成立；

為著這個更美約，牠是穩固的根基。

我們已蒙神救贖，並非憑著金或銀，

乃是憑著你寶血，就是在此我所飲。

3為使我罪得洗淨，洗罪之血你已流；

這血為我滿足神 一切公義的要求。

用你有力潔淨血，你將我罪已洗盡；

並且洗淨我良心，使我事奉永活神。

4藉你分別的寶血，我們都已得成聖；

藉你保守的寶血，聖別成為我見證。

藉你贖罪的寶血，我們都已得稱義；

藉你救贖的寶血，我得與神無距離。

5藉你十架所流血，我們已與神和好；

使我能以接觸神，與神平安的相交。

藉著有分你的血，我已得著你生命；

憑你寶血和生命，享受自由和安寧。

6在天你所灑的血，為我說出更美事；

在這血的護庇下，我脫撒但的攻勢。

靠你得勝的寶血，我們勝過那仇敵；

如此對那控告者，我們就能得勝利。

7我們藉著你的血，與眾聖徒同交通；

在你這血遮蓋下，我靈自由無驚恐。

我們何能用話語，說盡你血的故事，

我們需要那永世，來說你血的價值。

Hymn 224 
3.

For remission of our sins
Thou hast shed Thy cleansing 

blood,
Which for us has fully met

All the righteous claims of God.
Thou hast washed us from our sins

In Thy pow'rful purging blood:
And our conscience purged by it,

Thus to serve the living God.

4.
By Thy separating blood,

We have all been sanctified;
'Tis by Thy preserving blood

Holiness is testified.
By Thy propitiating blood,
We have all been justified;

'Tis by Thy redeeming blood
God is fully satisfied.

5.
Thru Thy blood shed on the cross,

We are reconciled to God,
That the way to contact Him
May in peace by us be trod.
By partaking of Thy blood,
We have Thine eternal life;

In Thy blood and life received,
We have rest, free from all strife.

詩歌175 主を賛美する―彼を記念する

1しゅくはい受けて, さん美あふれる,
わがための血の, なんたる価値よ！
効き目ある血は, すべて解けつし,
うれい,おそれを, すべて消し去る。

2とうとい血にて 基礎づけられて,
しんけいやくは かくりつされた。
あがなわれしは とうとい血による,
この有効な血を, いま,われら飲む。

3ながされた血は つみをきよめて,
義のようきゅうを すべて満たした。
ゆうこうな血は わがつみあらい,
りょうしんきよめ, かみに奉仕さす。

4ぶん離する血は, われをせいとす;
保護する血にて, 聖をあかしする。
あがないの血はわれらを義とす;
すくう血により, かみと和かいす。

5十字架の血にて, かみと和かいし,
平あんのなかで, かみとまじわる。
血にあずかりて, ながいのちを得,
血といのちにて, 自由,安そく得る。

6すべてにまさり, 血は天でかたる;
この血のもとで, サタンはしりぞく。
しょう利の血にて, てきに打ち勝つ;
あのこく訴者にわれら勝利得る。

7なが血によりて, 聖徒とまじわり,
血におおわれて, わが霊,自由得る。
なが血の価値は言い尽くし得じ,
われら,永えんに かたりつづけ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