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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合乎圣经的敬虔 

系列编辑 

周毕克（Joel R. Beeke）   

瑞安.M.麦格劳（Ryan M. McGraw） 

 

    钟马田博士曾说，教会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开始过基督

徒的生活。如果她这么做了，男人女人会蜂拥前往我们的教堂，

他们会问：‘这种生活的秘诀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最

大的需要之一便是由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培育合乎圣经的敬虔，

以便透过我们展现基督之美，使三一神得荣耀。这个系列的小

册子正是带着这一目标，从根本上处理基督徒经历中至关重要

的议题。每本小册子都探讨一个特定主题，以便装备思维、振

奋情感，并藉着圣灵的恩典更新全人，如此教会可以在一切事

上使神我们救主的真理教义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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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义以前，我们无权喜乐； 

称义以后，我们无由愁苦。 

 

——约翰.安吉尔.詹姆斯（John Angell James, 1785-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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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义 

如何使我喜乐？ 

 

大约二十岁时，我处在一个绝望的属灵节点。我上高中期

间就已归正，那时参加一间四方教会（Foursquare Church），如

今是一所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大学的学生，幻想已经

破灭。我从未失去对基督的信心，然而缺乏确据和稳定性，因

此我开始了一场属灵探索。为了寻找答案，我把专业从会计转

到心理学再转到宗教。我修了一些关于主要宗教的课程，例如

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读了所有的经书，去

了不同的敬拜场所，以便可以提问。 

探索这些宗教时，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圣经。我阅读和探

讨的每件事都驱使我到神的话那里，感恩的是，那些年间我的

主救主保守了我。当我有机会听到罗纳德.赖特（Ronald Wright, 

1930-2002）教授的讲课时，我开始提问，赖特教授把我带到他

的办公室，说：“丹尼，你问的那些问题都已经得着解答。”这

位五旬节派的牧师把我引到宗教改革那里，当我问他我如何能

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救时，他回答说：“你听过马丁路德吗？”

接下来几年间我读了很多新教改革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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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课堂上，赖特教授在白板上写下威斯敏斯德大要理

问答第七十问： 

 

第七十问：什么是称义？ 

答：称义是神做在罪人身上的一项白白恩典之举，在其中

祂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过，接纳并算他们在祂眼中为义；不是因

着他们里面的任何美德，或是他们的任何行为，而仅仅是因着

基督完美的顺服和全然的满足，由神归算在他们身上，并且唯

独凭信心领受。 

 

疯狂地抄下这段话的同时，我在基督完成的工作里找到了

答案。我学习到圣经的称义教义如何能带给我“耶和华的喜乐”

和属灵的力量（尼希米记 8：10）。我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 

什么是喜乐？喜乐不是我们属罪的肉体那转瞬即逝的情感，

而是来自圣灵的一种坚定的平安（加拉太书 5：22）。喜乐不是

一种热情的“量”，而是一种存在的“质”。喜乐可以通过歌唱

（诗篇 105：43；以赛亚书 35：10）或跳舞（耶利米书 31：

13）来表达，但这些并非表达喜乐的唯一方式。这一平安的品

质是神的真理在神的儿女里面生发的，称义就是一个这样的真

理。藉着它我们算自己为快乐的人，因为神乐意将基督的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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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1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地位将我们引向在基督里喜乐的

经历。 

 

在耶稣里的喜乐 

世代以来，在基督里称义紧紧抓住神百姓的心、增加他们

的喜乐，它也当在你里面生发喜乐。我们的新教先辈们说过，

称义是教会在其上立稳或跌倒的教义，它也像是通往真宗教大

门的枢纽。当它丢失了，必须发生宗教改革；当它被持守，革

新和复兴时常发生。离了这个枢纽，通往永生的门就不对世界

敞开。没有永生，就没有真正的喜乐。 

称义的教义对我们的基督徒经历而言至关重要，注意大要

理问答使用的动词——指向的是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的：祂 

饶恕（pardoneth） 我们的罪；祂 接纳(accepteth) 我们；祂 算

(accounteth) 我们；祂给我们 归算(impute)。祂归算了什么？

两个名词作答：基督完美的 顺服，和基督完全的 满足。 

大要理问答中，我们作主语使用的唯一一个动词是“领受”。

神并非看我们有信心因此接纳我们，我们是唯独藉着神白白的

恩典在基督里蒙接纳。我们的信心仅仅用来领受基督和祂的恩

                                                        
1 彼得.马泰尔.菲密格里（Pietro Martire Vermigli）,《佛罗伦萨的彼得.马泰尔.菲密
格里博士——帝哥尔学院神学教授——最博学、果效最大的圣经注释，保罗致罗马
人书》（Most Learned and Fruitfull Commentaries of D. Peter Martir Vermilius 
Florentine, Professor of Divinitie in the Schole of Tigure, Upon the Epistle of S. Paul to 
the Romanes），1568 年出版于伦敦，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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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唯独后者拯救我们。称义的教义之所以抓住我们的心，是

因为圣洁的神白白饶恕我们、算我们为义。祂在完全看得到我

们的过犯和彻底失败的情况下接纳犯罪的我们，祂将基督的义

归算给不义的人：“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

信就算为义”（罗马书 4：5）。神称义的人是“罪人”和“不做

工的”，是唯独仰赖主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在腓立比书 3 章中，使徒保罗将称义形容为

喜乐生活至关重要的缘由，在叙述了他称义前后的经历后，他

呼吁我们要“靠主喜乐”（腓立比书 3：1），呼吁我们如此效法

他（腓立比书 3：17）：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

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

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

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 3：8-9） 

保罗全心宣告，他希望“在他（耶稣）里面，不是有自己

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腓立比书 3：9）。约翰欧文曾经说过，在这段经文里，保罗

是带着“比通常更大的热情和灵里的热切”处理称义。2 

 

                                                        
2 约翰欧文（John Owen），“通过基督之义的归算、因信称义的教义，释义、肯定

以及证实”，《约翰欧文作品集》（The Works of John Owen），威廉.H.古尔德

（William H. Goold）编辑，1850-1853 年。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Banner of 

Truth），1990 年出版，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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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喜乐 

我们经历到称义的喜乐，是因着我们失去了什么。记住，

在称义中，我们是被动的，而神是主动的。我们领受祂礼物的

时候祂算我们为义，也就是说，保罗是被神苏醒，作为一个被

称为义的新造的人，他渴望越来越多地失去属罪的自己。这就

是同时身为圣徒和罪人的奥秘，一方面保罗已经“在他（基督）

里面”，另一方面他希望藉着越来越多地失丧自己，他可以越来

越“在他（基督）里面”（腓立比书 3：9）。 

 

属地的自信 

喜乐存在于在失去属地的自信中，我们“不靠肉体”（腓立

比书 3：4）——意思是不以我们的个人成就为傲，换种方式来

说就是我们越来越不将信心放在自己身上。在放弃属地的骄傲

和自负当中有着极大的喜乐。在腓立比书 3 章中，保罗列出了

他的血统，然后将之弃绝： 

 

 照着神的律法“第八天受割礼”（5 节）。 

 是“以色列族”，神的圣约子民（5 节）。 

 是“便雅悯支派”，神选民中的一支（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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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5 节）。 

 他站在优越位置察看自己的人生：“就律法说，我是法

利赛人”，是那些从人群中分别出来、独立出来的人的

一员，是神圣洁子民中最圣洁的（5 节）。 

 “就热心说”，是那些特殊的热心阶层的一员，他的人

生奉献给了“逼迫教会”（6 节）。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6 节）。 

 

他实际上是说：“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我的夸

口、狂妄和骄傲都已经得到赦免。”如今他渴望越来越多地失去

对那些事物的信心，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失去，以及全然轻

视我一切的傲慢。” 

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挣扎于自大、夸口和骄傲。藉着恩

典，我们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祂奇妙地接纳我们、饶恕我们、

原谅我们，并且将祂自己的义归算到我头上。然而我们的罪性

仍然存留，从深处往上冒。一点一点，它牵引我们以自己和自

己已经成为的样子为傲，我们甚至可能开始像古老的法利赛人

一样祷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人”（路加福音

18：11）。也许你没有被试探如此祷告，如果还没有，就警醒抵

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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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的收获 

喜乐也存在于失去所谓的属地收获中：“只是我先前以为与

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

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

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 3：7-8）。那

些保罗曾经以为他赚到的威望和能力，如今他都视为有损的、

视为粪土——只配扔到城外的垃圾堆里。 

保罗的渴望是失去一切这样的自信：认为在神眼中他里面

有什么将他跟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有一件对他的态度有助益

的事情便是自省，就是在圣经的光照下反思自己。我们必须询

问自己，是否愿意在世人眼前放弃威望和地位，以便我们可以

“得着基督”（腓立比书 3：8）。如果你过去的人生中有什么使

你在世人眼中算个人物的东西，你必须向之而死、将之视为垃

圾。我们主的这段话正是教导了门徒这个道理：“爱父母过于爱

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

37-39）。耶稣的用词强烈而绝对。你必须要么将信心放在自己

身上，要么在基督里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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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的义 

喜乐也存在于失去属地的义当中：“不是有自己……的义”

（腓立比书 3：9），我们需要不断失去我们的自义感。我们已

经到基督面前，我们已经领受了祂。保罗警告说，我们里面的

罪性会引诱我们有一个自义的灵，渴望认为我们在自己里面有

义。 

义意味着只做对的事。保罗说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努力

在神面前站立，一种是手里堆满东西到神面前，你可以努力把

你做的所有好事堆在一起，把你的清单拿到神面前，好像它们

使你正确。这便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腓立比书 3：9）。 

另一种到神面前的方式是两手空空：“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

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

3：9）。我们两手空空地来，为要领受神在基督里、透过基督给

我们的。保罗明白神的义是什么，他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为什

么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将他做过的所有事“看作粪土”（腓立比书

3：8）。你能否说：“我所有属地的成就，所有属地的地位，任

何属地的义——我都全部放弃，以便我能得着基督，能在基督

里面”（腓立比书 3：8-9）？这么做是一件喜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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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喜乐 

保罗以恨自己和爱基督之间对比结尾。在耶稣里称义的喜

乐引导我们以得着基督为乐，比起一切我们可能获得的事物，

祂才具有无限的价值和益处。祂的国就像一颗贵价的珍珠，值

得人变卖所有去获得（马太福音 13：45-46）。国度如此贵价是

因着它的君王，祂的美丽超乎一切形容，语言不能说尽，太过

奇妙、不能测度。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所有去买那颗珍珠，有了

它我们就唯独以它为乐。与信靠自己和今生的事物不同，我们

“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

宝……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 3：7-8）。 

你看到保罗为什么以耶稣基督而非自己夸口了吗？你看到

为什么保罗要带着如此的热烈、热心和急迫向我们传讲这样的

福音了吗？你看到为什么他转离自己的人生和自我的欲望和喜

好了吗？因为在这个福音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交换：保罗的罪

——以及我们的——交换了基督的义。在这个福音中我失去了

自己，但我失去自己是为了真“在祂里面”（腓立比书 3：9），

以及祂的义。这导向真实而持久的喜乐。 

 

我双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带来， 

唯独倚靠你的十架； 

赤裸到你面前寻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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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向你求恩典； 

污秽的我奔向泉源； 

救主，洗净我，否则我便灭亡。 

 

 

恩典的喜乐 

大学期间我努力复得最初归正时拥有的主的喜乐，但我试

图在智识主义当中找到，而非在基督里；我也试图透过在五旬

节教派的经历、在经验主义中找到它。但这些没有一个有用，

直到我学习清楚我一次性的称义，以及我作为基督徒的喜乐是

根植于神给我的礼物：耶稣基督。 

我们从保罗的话学到这一点，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

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罗马书 3：24-25）。基督饶恕了

我的罪，将祂自己的顺服归给了我，这是称义的核心，是喜乐

的泉源：我所有自己编织的破烂义行都被剥去，穿着基督的义

站在神的面前。保罗说这是蒙神的恩典时，他的意思是实实在

在的。神并非只给我们一部分基督，由我们去做成其余的部分。

正是基督义的归算使得大卫唱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

是有福的”（诗篇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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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罗并非只是说我们“因神的恩典……称义”（罗马书

3：24），他插入了“白白地”这个词，以显示我们如何藉着祂

的恩典称义。他将这些词堆起来，以确保我们永远不会把称义

跟我们的行为联系起来。保罗在别处质问那些忘了他们是唯独

透过恩典来到教会的人：“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

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

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加拉太书 3：3，5）。保罗将称义中的恩典和行为作对比说：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

拉太书 5：3-4）。如果你想要靠着行旧约律法称义，你就必须

完美无瑕地遵守。要么是靠行为，要么是靠恩典；要么是你自

己顺服，要么是别人替你顺服。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藉着恩典称义，问题是称义如何能“蒙

神的恩典……白白地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 3：24，

28）？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 71 问说： 

“尽管基督用祂的顺服与受死，站在那些称义之人的位置

上合宜地、真实地、完全地满足了神的公义；尽管神本可以要

求各人自己负责，祂却接受来自一位中保的代赎，并且，祂也

提供了这样一位中保，就是祂的独生子，将祂的义归给称义之

人，对于他们的因信称义除了信心以外别无所求，信心也是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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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赐，因此他们的称义对他们而言是白白的恩典。” 

 

中保的恩典 

当我学习到神已经白白地将一位中保赐给我，称义就使我

充满喜乐。中保是一位站在他人位置、做他人不能为自己做之

事的代替者。得知神并非“帮助自助者”，而是帮助那些不能自

助的人，这是多么大的喜乐！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在……

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 51：5），并且我们不断地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犯罪。对我们来说，要完美地遵行神的律法，迈

出哪怕第一步都是不可能的。律法不能洗净我们，相反却显出

我们有多污秽：“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 3：20）。律法不

能使我们抬起头来，相反却使我们自惭形秽。律法不能使我们

称义，相反却给我们定罪（罗马书 4：15）。律法就像一面镜子，

当你照这面镜子时，你准备好迎接即将看到的形象了吗？在这

面镜子中，我们会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发现：“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

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 3：

10-12）。 

注意罗马书三章中的强烈对比，正如神自己提供了镜子，

祂也提供了站在你与镜子中间的那一位。之前神透过律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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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祂完美的义，如今却藉着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彰显，就是祂

所设立的挽回祭（罗马书 3：25）。“律法和先知”之间存在巨

大分别（罗马书 3：21），神的义透过律法彰显出来，使以色列

人降卑。如今在新约里，神已经“藉着祂儿子晓瑜我们”（希伯

来书 1：2），就是圣洁的三位一体神那永恒的第二位格，祂“在

这末世”以人的肉身将自己显明出来（希伯来书 1：2）。 

神恩慈地“设立（基督）”（罗马书 3：25），神差遣基督，

为我们提供基督。如保罗稍后所问：“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罗马书 8：32）。神的爱是如此长阔高深，以至于为了拯救我

们祂甚至不爱惜祂的独生子，祂指着这位独生子说：“这是我的

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 3：17）。 

神以恩典称我们这样的罪人为义，因为祂提供了将罪人带

向耶稣基督的渠道。这一供应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罗马书 3：22）。保罗问道：“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罗马书 3：29-30）。没有人被排除在祂恩慈的邀请之外，既

然“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罗马书 3：19），并且“世

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神就差祂的

儿子为所有人死——犹太人和外邦人。神为罪人提供的是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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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爱！ 

 

满足公义的恩典 

当我们思想神已经接纳祂爱子为我们满足了祂的公义，称

义也让我们喜乐。当丈夫们对他们的妻子说：“我爱你”，他们

可以一只手给出爱，一只手收回曾经的承诺，因为他们心怀怨

恨或是过着不饶恕的生活。然而神并非如此，当我们必须满足

神公义的要求时我们无能为力，就在这里，神的爱的长阔高深

就显现出来，神所要求的，祂竟然自己提供。 

神“设立”祂的爱子作“挽回祭”（罗马书 3：25），这包

括将祂的怒气从我们身上挪移。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车尾贴写着：

“微笑，神爱你”，但是尽管神是慈爱的，祂也同时是一位公义

的神，祂“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哈巴谷书 1：13）。

这意味着祂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我们才能重新回到祂爱的膀

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的宣告如此奇妙，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

土（诗篇 103：14），祂将祂的爱子设立作挽回祭，爱子转移了

神的忿怒，满足了祂的公义，为我们做成完全的满足。要求完

全的神也是那位完全满足的神，向我们提出每一个要求的神，

也是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神。当你透过信心领受神的儿子做

成的满足，神就以永恒不变的笑脸注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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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喜乐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人谈论信心的时代，却很少有人理解

它的含义。我们有“基于信心”、模糊宗教边界的法案，政客用

之来讨选票。音乐家们吟唱信心，然而他们的歌却很少给出信

心的定义。有的人将信心仅仅定义为赞同一些命题：只要我们

承认并相信特定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就具有得救的信心。还

有人教导信心就是信实，摧毁了信心和行为的分别。然而保罗

竭力地争辩，我们“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

3：28）。 

我们是唯独藉着神的恩典、唯独透过信心、唯独在基督里

称义，在这一教义上我们必须明晰。当我们有这样的清晰，称

义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 

 

从神来的一件礼物 

曾经有一位父亲经历到这样的喜乐，他把被鬼附的无助儿

子带到耶稣面前，呼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马

可福音 9：24）。他解释道：“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

们却是不能”（马可福音 9：18）。耶稣是最后的希望。我们的

主将孩子叫过来（马可福音 9：19），然后父亲开口说：“你若

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马可福音 9：22）。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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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若能做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施洗约翰在侍奉开始时宣告为主的那一位：

‘预备主的道，修直祂的路’”（马可福音 1：3）。“我就是‘在

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之后胜过魔鬼那一位’”（马可福

音 1：13）。“我就是有权能掌管整个被造界的那一位，当‘忽

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我‘醒了，斥

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

（马可福音 4：37，39）。“我就是让门徒们‘大大地惧怕，彼

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祂了’’的那一位”（马可

福音 4：41）。“我就是那位有权掌管生与死的，我使枯干的手

复原”（马可福音 3：1-5）；“我使死人复活”（马可福音 5：35-

42）；“我使聋子听见，使哑巴开口”（马可福音 7：32-37）；“我

使瞎子能看见”（马可福音 8：22-25）。 

这位父亲不知道，耶稣刚刚在祂的门徒面前改变形象（马

可福音 9：2-13），让他们一瞥祂的永恒荣耀和威严。他们听到

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祂”（马可福音 9：7）——

祂是那位自永恒里、在永恒的荣耀与福分中完美地与父同住的

圣子。这一切之后，这位父亲疑惑耶稣能否医治他儿子。 

这位父亲首先说：“你若能做什么”（马可福音 9：22）。耶

稣重复他的话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23 节），

然后这位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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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父亲的“若”暗示着不确定，他对耶稣没有确信，因为祂

的门徒们不能做他需要他们做的事。他从开始的呼喊“你若”

转移到后面的“我”，是什么导致这种转变？是信心的礼物。信

心并非从罪人自然生发：“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 3：11）。 

保罗提醒腓立比人：“因为你们蒙恩，不但 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 1：29，添加着重标识）。保罗写道，

对基督的信心以及为基督受苦都是从神来的礼物。罗马书 3 章

将神的恩典与行律法作对比，恩典是“借着人的信”（罗马书 3：

25；参阅 22、28 节），神自己赐下我们需要用来接受基督的信

心，基督为我们的罪满足了神的公义，如此我们能在神面前得

称为义。在以弗所书 2 章中，保罗将神的拯救之道——包括用

来领受救恩的信心——与我们的行为作对比：“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

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 2：8-9）。祂透过传讲基督

的话赐下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 10：17）。当保罗问：“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

呢？”他实际上是说：“他们怎么能相信自己没有听过的人呢？”

（罗马书 10：14）。这意味着讲道并不仅仅是关于基督，而且

关乎聆听基督。 

这个故事中的父亲是绝望的，他“知道……自己以及其他

一切被造物都不能使他（他儿子）从失丧光景中恢复原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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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 72 问）。没有任何拉比或宗教精英能

做到这一点，耶稣的门徒甚至也帮不了他，尽管他们被赐予了

赶鬼的权柄（路加福音 10：17-19）。我们同样可能感受到这位

父亲信心的挣扎，因为尽管我们被教导信心应该非常确信，但

我们知道信心会掺杂怀疑。 

 

抓住神 

尽管基督将信心赐给这位悲伤、属罪的父亲，使他能开始

向基督求助，我们知道信心还需要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

否意味着信心本身能使人称义、给我们喜乐？非也，是信心的

“质”而非信心的“量”带来基督里的救恩。真正对基督的信

心不论强弱，都可使人称义，因为救人的是基督，而不是人的

信心。信心是接受基督而称义，信心本身并不导致称义。信心

“接受基督并信靠基督的义”（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 72

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先辈将在基督里的信心描述为“我们

灵魂的……手”（比利时信条，第 35 条）。 

托马斯华森（Thomas Watson, 1620-1686）说尽管信心“有

时像颤抖的手，但它必不能是枯干的手，必须要伸出来”。3 我

们是以信心接受基督，尽管我们的手可能颤抖、带着怀疑、恐

                                                        
3 托马斯华森，“智慧与清白（Of Wisdom and Innocency）”，《实践神学——小要

理问答超过 176 篇讲道》（A Body of Practical Divinity, Consisting of Above One 

Hundred Seventy Six Sermons on the Lesser Catechism），1692 年出版于伦敦，

976-9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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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和不信，但我们必不能容让怀疑使我们远离基督。伸出你的

手、接受神赐给你的耶稣基督。乔治.董那门（George Downame，

1560-1634）这样描述信心在称义中的角色：“一只狭小软弱的

手，只要能将肉送到口中，并履行滋养身体的职责，好像它具

有更大的力量；因为不是手的力量在滋养身体，而是肉的营养。”

4 即使是一只狭小软弱的手，只要它能够到食物并将之放进口

中，它就是有效的。 

我们信靠基督的人倚靠基督、安息在祂里面，知道祂会带

领我们度过软弱。信心就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为了称义将自己

委身于基督。我们得着基督，为要指望基督。我们的灵魂被罪

所伤，尽管我们的罪咎已经在称义中得着饶恕，但我们仍需处

理每日过基督徒生活中的那些实际的罪之挣扎。我们既然领受

了基督，就必须不断地将祂应用于我们灵魂的伤口，祂是基列

的膏油，使伤口痊愈，使被罪伤害的灵魂得医治。 

我们需要将基督的膏油应用到我们生命中那些罪的伤口上，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成圣上领受基督，就像在称义上一样。我

们必须抓住基督，尤其是抓住祂那胜过罪之权势的死与复活的

大能。将这一福音的作为应用于你的灵魂，领受从自由和释放

而来的医治吧！ 

 

                                                        
4 乔治.董那门，《论称义》（A Treatise of Justification），1633 年出版于伦敦，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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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中的喜乐 

最终，在基督里藉着恩典透过信心称义，这称义的喜乐会

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不同？罗马书 5 章 1-11 节中，我们

看到一段关于神学与敬虔的根基性教义。保罗这里所说的一切

都根植于这一声明：“我们既因信称义”（罗马书 5：1）。称义

使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1 节）。我曾经是

神忿怒的对象（罗马书 1：18），死在过犯罪恶中（以弗所书 2：

1），是可怒之子（以弗所书 2：3），却领受了神的恩典。 

如今在基督里，我“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罗

马书 5：2）。透过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得以通过幔子、进入天

上的圣所，进入至圣所，可以来到神无限的恩典面前（以弗所

书 2：18；3：12；希伯来书 4：16；10：19-25）。我在地上就

可来到神面前，在天堂我将更完全地到神那里。在基督里，我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 5：2），当我在荣耀中见祂

面时我将以祂为乐，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最终的救恩（罗马书 8：

18，30；哥林多前书 15：43；歌罗西书 1：27；彼得前书 1：

3-9）。尽管我们如今在地上是客旅，我们却可以充满信心地升

到天堂。如今我初尝这将来的喜乐，在基督里，我因在祂里面

得称为义而喜乐，未来我一无所惧，哪怕是“患难”也不怕，

反而以之为荣、以之为乐，因为我知道它们可以生出“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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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练……（和）盼望”（罗马书 5：3-4）。称义给我们生命带来

的改变就是我们如今可以在良心的控告中喜乐。 

 

我们遭遇的控告 

我们在这一生会因着属灵控告而遭遇许多患难（罗马书 5：

3），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他的反问充满信心，

因为知道“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马书 8：33）。 

世界伪善地指控我们犯罪，以便满足它自己。我们被世界

扔过来的定罪的石头包围，就像行淫时被抓的女人（约翰福音

8：1-12）。我们内住的罪就像“取死的身体”（罗马书 7：24）

一样抓住我们，律法控告我们，保罗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哥林多前书 15：56）。律法大有能力地向我们宣告是非对错，

宣告我们不合标准、当被定罪。我们自己的良心也指控我们，

要么控告，要么为我们开脱（罗马书 2：15；约翰一书 3：20）。

魔鬼也控告我们，这也是为什么牠被称作“那在我们神面前昼

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启示录 12：10）。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控告？“控告”这个词指向法庭

上的指控，我们的仇敌争先恐后地涌到法官座前，大声呼喊对

我们的指控。海德堡要理问答 60 问说，一共有三个针对我们

的指控。 

我们被指控“严重干犯了神的一切诫命”。因为神是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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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刑罚罪恶，这一指控就十分尖锐，因为我们配得神公义的

定罪。并且我们因着知道自己诚然如此，就这样祷告：“我的神

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

们的罪恶滔天”（以斯拉记 9：6）。 

我们被指控“从未遵守神的任何一条诫命”。律法尤其进行

这项指控，它对我们说：“你光说你已经被称为义是不够的，因

为我要求完美的顺服。”律法是无情的，它尾随我们、谴责我们，

并提醒我们自己实在是多么失败。 

我们也被指控“仍然倾向于一切邪恶”。“你说你已经被赦

免了，但是你的行为并不完美，”世界说道。魔鬼也说：“就你？

是神的孩子？你没看见自己最近什么样吗？”哪怕作为蒙饶恕

的罪人，罪的败坏仍旧依附在我们身上。 

 

称义的答案 

保罗问：“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罗马书 8：31）。

回答是：“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马书 8：33）。当我们信靠耶

稣时，不论世界、我的罪性、律法、我的良心以及魔鬼以多快

的速度跑到神面前告我的状，这些都不要紧，我甚至不用起来

为自己辩护！“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为什么能这么说？ 

第一个针对我们的指控，即神会在祂完美的公义中刑罚我

们，已经由耶稣基督解决了，祂为我们干犯祂的律法完美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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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神的公义。既然神是义的，祂的公义也已经在十字架上得

到满足，神就无法公义地刑罚同一个罪两次。 

第二个针对我们的指控，即神要求完美的顺服、而我们一

点也没有，也已经由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解决了。祂站在我们位

置上的顺服足够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耶稣的顺服不仅为我

们满足了我们已经犯下的恶，而且还为我们满足了我们没有行

出的善。耶稣为你顺服并不仅仅是因为你犯下了一堆错事，祂

还在你没有积极履行的一切职责上为你凡事顺服。祂的生与死

是要满足你一切的主动之罪——你真实犯下的，以及你一切的

疏漏之罪——你没有去做的。 

第三个针对我们的指控，即神会将我们从祂圣洁的同在中

驱逐，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罪的残余，这一点已经由耶稣基督

完美的圣洁解决。祂由圣灵感孕，是无罪的，祂的人性与神的

儿子的圣洁联合，使他为我们的罪作神无瑕疵、纯洁的羔羊。

祂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过了圣洁的一生，祂避免了一切的罪

恶，行了一切的公义。当魔鬼说：“看看你多么污秽吧！”你可

以对牠说：“我的圣洁就是基督！” 

藉着恩典，这一切都在你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归算给你。

这不是你自己行出来的，而是神将耶稣基督所行的归算到你的

账上。如今你可以充满信心，神会看着你“好似我从未犯下任

何罪恶，并且我又达成了一切顺服，就是基督为我成就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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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堡要理问答，第 60 问）。 

你或许会反对说：“我的信心太软弱了。”基督却更强壮。

“但是我太有罪了。”基督却更有义。“但是我有太多挣扎。”基

督已经胜过了一切试探。你信靠耶稣吗，哪怕信心仍然微小？

那么就安息于神的应许和大能吧，而不是你自己。尽管力量微

小，你仍想要抵挡罪恶吗？尽管从不完美，但你想要讨神喜悦

吗？那么就确信吧：没有攻击你的武器将会成功，没有针对你

的指控将会站立，因为有神称你这个罪人为义了！卡斯帕.奥利

维亚努（Caspar Olevianus, 1536-1587）说过，我们“在基督里

拥有的义比我们（自己）犯下的罪要多得多。实际上，一个基

督徒所有的义比天堂里所有天使的义加起来还要多。”5 

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1504-1528）提出

了一系列宝贵的对比，描绘了在我们称义的事上，律法的控告

之声与福音的安慰之语之间的对比： 

 

“律法对罪人说：‘还你的债。’福音说：‘基督已经偿还。’ 

律法说：‘你是个绝望的罪人，你当下地狱。’福音说：‘你

的罪已经被赦免，要受安慰，你必定得救。’ 

律法说：‘为你的罪作出补偿。’福音说：‘基督已经为我做

                                                        
5 卡斯帕.奥利维亚努，《坚固的根基：海德堡要理问答释义工具》（A Firm 

Foundation: An Aid to Interpreting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莱尔.比尔马（Lyle 

D. Bierma）编译，英格兰卡莱尔祷文出版社（Paternoster Press），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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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补偿。’ 

律法说：‘天上的父对你发怒。’福音说：‘基督已经以祂的

血平息了神的怒气。’ 

律法说：‘你的公义、良善和满足在哪里呢？’福音说：‘基

督就是我的公义、良善和满足。’ 

律法说：‘你与我、魔鬼和地狱捆绑在一起。’福音说：‘基

督已经救我脱离这一切。’”6 

 

当你被控告时，告诉你的控告者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并

且“今日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个信徒，也与使徒保罗具有同等的

称义；每一个真信徒的称义，都跟他在一千年以后所能拥有的

一样多。”7 正如马丁路德给一位先前的学生写信说： 

 

“当魔鬼将我们的罪扔向我们、宣布我们配得死亡和地狱，

我们当这样说：‘我承认我配得死亡和地狱，那又怎么样呢？这

意味着我应当受到永恒的刑罚吗？绝无可能。因为我知道谁站

在我的位置上受苦并满足神的公义，祂的名字是耶稣基督，神

                                                        
6 彼得.洛里默（Peter Lorimer），《诺克斯的先驱们，或，忆帕特里克.汉密尔顿—

—苏格兰改教运动第一位布道者和殉道士》（Precursors of Knox, or Memories of 

Patrick Hamilton, the First Preacher and Martyr of the Scottish Reformation），爱丁

堡托马斯.康斯坦布尔出版公司（Thomas Constable and Co.）,1857 年出版，110-

111 页。 
7 罗伯特.特雷尔（Robert Traill），“彼得前书 1：1-4 的 11 篇重要主题讲道”，《罗

伯特.特雷尔作品集》（The Works of Robert Traill），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

（Banner of Truth），1975 年出版，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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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祂在哪里，我也会在哪里。”8 

 

结论 

在我经历到称义之乐的几千年前，有另一个罪人已经得救

却遭遇幻灭，其后又重新经历从神来的喜乐。大卫犯了严重的

罪，在他的经历中，他在主里的喜乐被切断了。大卫与乌利亚

的妻子拔示巴通奸之后，又为了种种现实的目的谋杀了乌利亚

（撒母耳记下 11 章），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拿单曝光了大卫

王的罪：“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 12：7）。大卫为这些罪所

作的认罪祷告记载在诗篇 51 篇中，在主面前认罪、倾倒己心

后，他祷告道：“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诗篇 51：12）。大

卫向主他的神祷告，求神使他 重得 救恩之乐。这意味着一个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一个常见部分便是持续地为罪悔改、不断

使喜乐复原。 

大卫的祷告非常个人化：“求你使我复原。”你感到自己同

样需要这么祷告吗？当你这么祷告时，主就使喜乐更新，这喜

乐是深度而持久地享受并经历祂拯救的恩典。大卫 .迪克森

（David Dickson）说，这喜乐对信徒而言是如此宝贵，以至于

                                                        
8 “1530 年 7 月马丁路德致耶柔米.韦勒信”(Martin Luther to Jerome Weller, July 

1530)，《路德的属灵辅导书信》（Luther: Letters of Spiritual Counsel），西奥多.塔

帕特（Theodore G. Tappert）编译，1960 年初版，温哥华维真神学院出版社

（Regent College Publishing）2003 年再版，86-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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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重新得回原有的确据，以及与之相连的他所惯有的喜

乐，他将不得安息或安宁。”9 

这一喜乐是从主的救恩而来，按照圣经来说，救恩是一个

广义词，包含神将我们从罪的污水坑带到天空之城所做的一切

事。救恩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神已经救了我们，神正在

救我们，并且祂将来还要救我们。祂已经在我们的称义中救了

我们，祂正在我们的成圣中拯救我，祂还将在我们得荣耀中拯

救我们。我一直关注探讨的是主在称义中给我们的喜乐，我祷

告你读这本小册子时，能够经历到以赛亚渴望看到同胞以色列

人经历到的：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

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

新妇佩戴妆饰”（以赛亚书 61：10）。 

这一圣经所教导的称义，可以带来神将你从罪中释放的喜

乐。约翰班扬（1628-1688）领悟到基督的义使他在神面前成为

可接纳的之后，他说：“我的枷锁实在从我的腿上脱落，我从我

的困苦和镣铐中得释放……我也欢欢喜喜地回家，都是因着神

的恩典与大爱。”10  我希望你也能认识称义的平安与喜乐，如

                                                        
9 大卫.迪克森，《诗篇注释：两册集合》(A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Two 

Volumes in One)，1653-1655 年初版，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Banner of Truth）

1995 年再版，310 页。 
10 约翰班扬（John Bunyan），“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约翰班扬作品集》（The Works of John Bunyan），乔治.奥弗（George 

Offor）编辑，1854 年初版，爱丁堡真理旌旗出版社（Banner of Truth）2009 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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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司布真（C. H. Spurgeon, 1834-1892）所说：“平安是小溪流

淌，而称义是小溪高涨时涌向岸边、在岩石间奔流的汹涌瀑布！”

11 

 

 

 

 

 

 

 

                                                        
版，1：35。 
11 司布真，“饶恕与称义”（Pardon and Justification），《都城会幕讲道集：第 53

卷》（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ume 53），德克萨斯州帕萨迪纳朝圣

者出版社（Pilgrim Publications），1978 年出版，416-41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