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华人牧者团契	  
“城市教会建造”香港特会	  
主题:	  灵火相传,	  承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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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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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13：1:1	  －	  1:18	   	  福音與神的義	  
2) 	  09/20：1:19	  －1:32	   	  人的罪與神的憤怒	  
3) 	  09/27：2:1	  －	  2:16	   	  人的罪與神的審判	  
4) 	  10/11：2:17	  －	  3:8	  	   	  猶太人的失敗與神的託付	  
5) 	  10/18：3:9	  －	  3:20	   	  世人的罪和知罪	  
6) 	  10/25：3:21	  －	  3:31	   	  因信稱義	  
7) 	  11/01：3:21	  －	  3:31	   	  福音的涵義	  
8) 	  11/08：4:1	  －	  4:25	   	  亞伯拉罕的信和義	  
	  



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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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 1:17  前言：耶穌基督的福音和祂的義

2）1:18 － 3:20 世人和以色列人的罪

3）3:31 － 3:31 福音和因信稱義



經文	  
4:1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甚么呢。 
4:2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　神面前
并无可夸。 4:3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
算为他的义。』 4:4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4:5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　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4:6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　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4:7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4:8主
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4:9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
给那受割礼的人么．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么．因我们所
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4:10是怎么算的呢．是在
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
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4:11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
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
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4:12又作受割礼之人的
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
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4:13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4:14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
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4:15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那里没有
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4: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
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
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4: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
无变为有的　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
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 4:18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
望、就得以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4:19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
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4:20并且仰望　神的应许、总没
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　
神。 4:21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4:22所以这就算为
他的义。 4:23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4:24也是为我
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　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
里复活的人。 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
我们称义。



背誦經文	  

4:13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
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
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
义。



Cave	  of	  Machpelan	  (double	  to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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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義（1）：領受應許	  
4:3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Q:	  “亞伯拉罕信神”	  這句話的含義？	  
創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12: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12: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
福。 12: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創12: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
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13:14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13:15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
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13:16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
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13:17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
必把这地赐给你。 13:18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
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15:1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
嗣。 15:5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么．又对
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15:6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亞伯拉罕的義（2）：領受應許	  
4:3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
义。』羅 4:4 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4:5惟有
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　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Q:	  “亞伯拉罕信神”	  這句話的含義？	  

1）信神應許賜地方給他	  
2）信神應許他有數不清的後裔（必須是他生的）	  
3）信神應許他將有一個大國，且要祝福他	  
4）信神應許他要成為地上萬族的祝福	  
5）信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　神耶和华 

亞伯拉罕在這些事情上沒有什麼行為可誇的！ 



亞伯拉罕的義（3）：赦免罪	  
4:3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
义。』。。。4:6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　神算为义的
人是有福的。 4:7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
有福的。 4:8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Q:	  “亞伯拉罕信神”	  這句話的含義？	  

亞伯拉罕知道罪的後果是可怕的，但得赦免的人
是有福的。 

創 12:17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
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13:13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神再次立約	  
4:3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
义。』	  

神與亞伯拉罕再次立約：	  

創17:1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　
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17:2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17:3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17:4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
父。 17:5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
作多国的父。 17:6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
出。 17:7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
你和你后裔的　神。 17:8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　神。 



亞伯拉罕的義（4）：地土和後嗣	  
羅4:13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
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4: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
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
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創12: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創15:18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羅4:13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羅8: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8:32 神
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
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
	  
 



亞伯拉罕的義（5）：與神的約分不開	  
羅4:3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創 17:7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
要作你和你后裔的　神。 	  

Q:	  神與亞伯拉罕立這些約的根本目的是什麼？	  

1）神要解決亞伯拉罕的罪的問題；	  
2）神要藉著亞伯拉罕展開祂對全人類的救贖計劃； 

神與人
立的約   

神算為
人的義   



亞伯拉罕的信和成果	  

1）4: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
活使无变为有的　神、

2）4:21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
作成

3）4:20并且仰望　神的应许、总没有因
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
坚固、将荣耀归给　神。

4）4:19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
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
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創17:17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
么．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么。17:21	  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
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21:2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
拉 了孕．到　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1）1:25 	  他们将　神的真实变为虚
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	  
	  
2）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3）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
却不当作　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4）1:24 	  所以　神任凭他们、逞着
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
玷辱自己的身体。 



我們當如何做？ 

順服的操練：	  
1）相信神的話	  
2）經歷神	  
3）在具體事情上操練	  
約	  
16:14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16: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All	  that	  belongs	  to	  the	  Father	  is	  mine.	  That	  is	  why	  I	  said	  the	  Spirit	  will	  
receive	  from	  me	  what	  he	  will	  make	  known	  to	  you.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1782	  -‐	  1834)	  
死於 廣東汕頭 

Hudson	  Taylor	  戴德生	  (1832	  -‐	  1905)	  
	  死於 湖南長沙 

4:22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4:23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4:24也
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　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人。 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也是為我們將來算為義之人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