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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14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和這一課有關傳揚神的國的教導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王下五，六，十七，二十五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王下五，六，十七，二十五）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教會］ 
(2) 徒二：42 

 
兩人一組複習。 
(2) 教會的活動：徒二：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4 
研經（85 分鐘）                                                 ［羅馬書］ 

  羅四：1-17 上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羅四：1-17上。 
 

在羅三，保羅指出福音所說得救的方法是因信稱義。在羅四，他證明因信稱義一直以來都是聖經中唯一的得救

方法，因此，它也是舊約時代的得救方法。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羅四：1-17 上。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四：1-8 
探索 1。保羅提出兩個論點來證明因信稱義一直以來都是聖經中唯一的得救方法。 
 
他的論點是以舊約聖經中的兩段引文作為根據。 
 

(1) 他的第一個論點在羅四：1-5 中找到。亞伯拉罕的信被算為（歸為）他的義。 
保羅問道：“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着肉體得了什麼呢？”保羅提出一個假設性的論點，然後他立即加以駁斥

。他說，如果亞伯拉罕像一些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說的那樣是因行律法稱義，那麼，他在眾人面前就有

可誇的，但是在神面前肯定沒有可誇的。因此，保羅得出結論，靠行為（割禮）稱義在亞伯拉罕身上並不適用
。 
 

保羅引用聖經來證明亞伯拉罕不是因行律法稱義。他引用了創十五：6。亞伯拉罕從神那裏得到多個應許。雖

然這些應許很久尚未成就，但亞伯拉罕還是相信神。他相信神所說的話是真的，也相信神必在祂所定的時間成

就這些應許。這信就被神歸為（算為）他的義。因此，亞伯拉罕單單是因信（神和祂的應許）稱義，不是因行

律法（割禮）稱義。“算為或歸為義”是較好的翻譯，因為信是沒有回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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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 節和第 3 節中的對比（對照），是“因行為稱義”和“因信稱義”之間的對比。這不是“行（宗教的）

律法的人”1與“不行（宗教的）律法的人”之間的對比2，而是“行（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律法的

人”與“只相信（聖經中的神和祂的應許）的人”之間的對比！亞伯拉罕稱義，不是因為他行律法（受割禮）

而得到報酬或回報，乃是因為他相信聖經中的神（以及祂在聖經中的應許）！“信”是沒有報酬或回報的。

“稱義（得救）”是賜給信徒的恩典（弗二：8-9）。 
 

在第 4 節和第 5 節中的對比，是“報酬”（行律法的人所應得的回報）和“恩典”（不靠行為而只是信的人所

不配得的恩賜）之間的對比。神因着恩典並藉着亞伯拉罕信神和神的話語稱他為義。因此，因信稱義同時也是

因恩典稱義。（換句話說，雖然信的人並不配得，但他“被稱為義”）！ 
 

此外，亞伯拉罕稱義，不是因為“籠統地相信”另一個宗教的神明（或相信另一個宗教的典籍），他稱義是因

為他具體地相信那位藉着聖經把自己顯明出來，並且藉着耶穌基督稱不虔不義的人為義的神！ 
 

(2) 他的第二個論點在羅四：6-8 中找到。大衛的惡行並沒有被算為（歸為）他的不義。 
保羅引用詩三十二：1-2 來證明他的論點。大衛說：耶和華（也就是在聖經中把自己顯明出來的神）不算為有

罪的，這人是有福的。保羅把大衛所說“不算為有罪的”這句話從正面解釋為“算為義”。根據希伯來詩歌的

排比法，“得赦免（遮蓋）其過的”與“稱（罪人）為義”是相同的，兩者都是指“不算為（歸為）不義

（罪）”。在審判的日子，這些人的不義（罪）不會被定罪！以賽亞說：“你（耶和華）將我一切的罪扔在你

的背後。”（賽三十八：17）。彌迦說：“你（耶和華）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

海。”（彌七：19）神說：“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來八：12）！ 
 

雖然“罪得赦免”是稱義的一部分，聖經中的“稱義”包含更多意思！這包括 
• 罪孽（罪）得赦免 
• 信徒在神面前被稱為百分之百的義 
• 蒙接納進入神的家（人、教會、國度） 
• 經歷神的愛（成為聖經中神所揀選和所愛的） 

 

然而，因為這段經文說的是“不將他的不義（罪）歸到他身上”，這就證明舊約時期的信徒是因信稱義，而不

是因行（宗教的）律法稱義！這段經文不是說一個人因行善或作出宗教行為而稱為有福，相反，因為他的惡行

和欠缺宗教行為不算為他的罪，他並不因此受懲罰，而是完全得蒙赦免！因為耶穌基督為他付了贖價（可十：

45；彼前一：18-19），在最後審判的日子，他必不被定罪或滅亡。聖經認為真正的福氣，並不是因遵守某些 

宗教律法而得到應得的回報3，乃是因信而有完全不配得的恩典歸與（賜予）他！ 
 
 

四：9-13 
探索 2。保羅還提出另外兩個論點，來證明因信稱義一直以來都是聖經中唯一的得救方法。 
 

他的論點是以亞伯拉罕先前的信和他後來受割禮這對比作為根據。他將因信稱義與所謂的因行律法稱義作對比

。 
 

(3)  他的第三個論點在羅四：9-12 中找到。 
 亞伯拉罕稱義，不是因他後來所受的割禮，而是因他先前的信。 
保羅問道：“因信稱義的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猶太人嗎？ 4不也是加給那未受割禮的外邦人（非猶太人）

嗎？”他問道，亞伯拉罕稱義到底是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還是在他受了割禮的時候。事實上，亞伯拉罕信

神，神就以此為他的義（創十五：4-6），這至少在他受割禮之前十四年發生的（創十七：1-14），這就證明受

割禮（遵守律法）不是稱義的必要條件，也不是稱義的方法。割禮對於亞伯拉罕的信或因信稱義，並沒有什麼

貢獻，因為割禮在神的子民中尚未存在。 
 

                                                           
1 猶太人的“妥拉”，基督徒的“律法”和穆斯林的“教法”。 
2 外邦人或“不信的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3 宗教律法在猶太人的“禮儀律法”和伊斯蘭教的“din”中描述了。 
4
 以及受割禮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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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四年後當割禮設立了的時候，它確實與信相關。割禮不是一個世俗的儀式，也不是一個種族身分的標

記，而是具有宗教意義和價值的。割禮是神在舊約時期設立的，是神與亞伯拉罕和他後裔所立“恩典之約的記

號和印證”（創十七：11）。割禮是因信稱義的記號和印證。割禮是一個“記號”，表明那稱義的信存在和出

現（亞伯拉罕的信使他稱義）。割禮是一個“印證”，保證使他稱義的信是真實的，並且是神所悅納的。因此

，（亞伯拉罕和他家裏所有男性所受的）割禮，是恩典之約的記號和印證，同時也是表明這信存在的記號和印

證，而且神算這信為義！若沒有這信，恩典之約和人所施行的割禮就完全沒有意義，也毫無功效了。 
 

亞伯拉罕接受割禮，作為從神而來的記號和印證，叫他不但作一切未受割禮的信徒（外邦人信徒）的父，也作

一切受割禮的信徒（猶太人信徒）的父。就那些外邦人中未受割禮的信徒而言，亞伯拉罕在他未受割禮之前已

因信稱義，這個事實保證那未受割禮但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外邦人基督徒）也必稱義！就那些受了割禮的信徒

而言，不是因為他們受了割禮，而是因為他們按着亞伯拉罕信之蹤跡去行，這個事實保證那受了割禮又相信耶

穌基督的人（猶太人基督徒）也必稱義（羅四：12）！人稱義是因着信，不是因割禮（行律法）。 
 
 

(4)  他的第四個論點在羅四：13 中找到。 
 亞伯拉罕得了神的應許，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遵守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在這裏，“律法”不是指摩西的律法，那是在主前 1447 年才在西乃頒布的。亞伯拉罕在主前 2092 年，也就是

他七十五歲的時候，領受了神的應許（創十二：4；創十五：4-19），過了二百一十五年，雅各才到埃及（主

前 1877 年），之後再過了四百三十年，律法才在西乃頒布（加三：17）。因此，律法是在立約之後六百四十

五年才頒布的！神與亞伯拉罕所立恩典之約，並沒有被祂與摩西所立的律法廢掉（加三：17-22）！ 
 

“律法”也不是舊約的全部啟示，因為舊約的啟示也證明因信稱義的事實（羅三：21）。 
 

在這裏，“律法”是指由那些要求人順服神的宗教命令和禁令所組成的律法，暗指行律法。神是既聖潔又公義

的，祂要求人人都過着百分之百公義的生活，並且所有的不義都必須受到百分之百的懲罰。律法命令人順服，

但違犯律法必惹動忿怒。律法若違犯了並沒有恩典可言，神卻藉着恩典賜下應許，兩者在此作了對比。 
 
 

四：14-16 
探索 3。神的應許無法靠行律法領受，只能靠信領受。 
 

在稱義的問題上，“行律法”與“信神”是互不相容的！猶太人、基督徒、穆斯林或任何依照宗教律法而活的

人，都是試圖透過行律法、盡力遵守宗教律法而在神面前稱義（得救）（或得以進入樂園或天堂5的人。可

是，由於人不斷違犯律法，而且無法遵守律法，所以律法是惹動神的忿怒，而不是使人蒙神稱義！ 
 

羅四：15說：“那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有過犯。”在這裏，“律法”是指神公義的要求，換句話說，人人都

必須過着完全公義的生活，並且一切違犯律法的過犯都必須受到懲罰！沒有人能夠遵從神公義的要求，這是顯

而易見的！當保羅說：“那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有過犯”，他並不是說有些人從來沒有過犯，因為他們從來

沒有成文的律法。他要強調的恰恰相反：因為世界上所有人都擁有神的律法，無論是以書面形式寫在書上的（

羅二：27；三：21），還是刻在他們心裏的（羅二：14-15），他們每個人都犯了律法。因為人人都犯了律 

法，所以他們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因為律法惹動神的忿怒，所以它無法帶來神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的應許的根

基，也是人相信神的應許的根基。 
 

因此，猶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若試圖透過行律法稱義，就沒有聖經中的神的應許了。人對不存在的東西的信

是完全無用的！行律法和神的恩典是完全互不相容的！因此，根據羅四：16所言，神的恩典和神的應許這產業

，是人無法藉着行律法而承受的！因此，凡靠遵行律法而活的人，無論是猶太人、基督徒，還是穆斯林，都無

法成為後嗣承受神的應許或神的恩典！ 

                                                           
5 印度教徒試圖透過瑜伽或善業而與婆羅門（宇宙之靈）所謂的合一；佛教徒試圖透過佛陀的八正道而得到所謂的覺悟和達到沒有痛苦的

涅槃境界。一個試圖透過不斷作見證而成為十四萬四千個選民之一的教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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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6 下-17 上 
探索 4。神的應許：領受者和內容。 
 

 (1) 神的應許是賜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的。 
在加三：16-17，“子孫”只是指耶穌基督一人。可是，在羅四：16，“子孫”是指亞伯拉罕整體的後裔。神

的應許是“歸給亞伯拉罕一切後裔”的（羅四：16），包括“多國”（羅四：17；參看啟二十一：3，“人”

採用了複數形式）。這些人包括在摩西時代領受了成文律法的猶太人，他們像亞伯拉罕一樣，都相信神有關彌

賽亞（那子孫）降臨的應許（參看創十二：3；十五：5-6；二十二：17-18），也包括那些沒有領受律法的外邦

列國，但他們也像亞伯拉罕一樣，相信神有關彌賽亞（耶穌基督）降臨的應許。 
 

因此，神的應許只是賜給凡相信那子孫──將要降臨的彌賽亞、耶穌基督──的人，不管他們本是受割禮的猶

太人，還是未受割禮的外邦人。亞伯拉罕不是以下兩個群體的人之父： 
• 以色列（受了割禮的猶太人當中有許多人都不相信耶穌基督）（參看何一：6，8 和賽一：10）6  
• 以及教會（未受割禮的外邦人當中也不是人人都相信耶穌基督）（參看太七：21；太十三：36-43） 

 

亞伯拉罕是一群人的父7，這群人就是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無論他們本是來自以色列中受了割禮的人，還

是來自外邦列國中未受割禮的人。 
 

 (2) 神的應許的內容是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必承受世界。 
這個應許是指神自創十二：3以來多次作出的應許，就是神必藉着亞伯拉罕的後裔（單數：耶穌基督）使地上

萬族（國）得福。神的應許無非是叫耶穌基督和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都承受“世界”（羅四：13）。他們將

擁有世界的統治權。這個應許必在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成就，那時基督必使萬物復興（徒三：21），受造之

物脫離敗壞的轄制（羅八：21），天上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服在一位元首之下（弗一：10），並且基督和基督

徒必承受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三：13；啟二十一：1-2）！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羅四：1-17 上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四：3-5 
問題 1。“算為”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筆記。羅四：3-5所指的不是作工的人，而是信靠神的人。他的信就算為義。“算為”這個詞在羅馬書中是一 
個很重要的字詞。它的意思包括： 
• 記入某人的賬上（例如，作為工作的報酬） 
• 賦予一種質量、發表一份聲明，然後相應地看待和對待一個人（例如義） 

 

“算為”一詞是一個法律術語，意思是一個人與神和神在律法上的要求之間的關係已經改變了，甚至在他的道

德行為有任何改變之前就已經改變了。 
• 聖經指出，神不是把一些實際上屬於信徒的東西（也就是他的不義或罪）歸給（算為）信徒的（賽五十

三：5-6；詩三十二：1-2；羅四：7-8）。 
• 聖經也指出，神把一些實際上不屬於信徒的東西（也就是耶穌基督的義）歸給（算為）信徒的（林後五：

21）。 
 

耶穌基督代替我們承受了我們犯罪應得的懲罰。我們的罪都歸到祂身上。基督代替我們得着所需的義（林前

五：21）。祂的義歸給（算為）我們了。耶穌基督已經藉着祂的受死、復活、升天和作王而成為基督徒的“救

恩”（公義、聖潔和救贖）（林前一：30）。 
 

                                                           
6 在何一：6，8，神稱以色列為“不蒙憐憫的”和“非我民的”。在賽一：10，神稱以色列人為“所多瑪和蛾摩拉”。在羅九：6，保羅

說，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屬靈上的以色列”或“神的以色列”。 
7 真正的“以色列”並不是被神終結了，也不是被新約教會取代了，而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延續下去（現實代替了影兒），並且擴展
（擴大）到包括外邦列國中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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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 
問題 2。什麼算為亞伯拉罕的義呢？ 
 

筆記。“算為”這個詞的意思是把某東西歸到某人身上。同樣的陳述“這就算為他的義”，在創十五：6中用

來描述亞伯拉罕，在詩一○六：30-31中用來描述非尼哈。雖然用詞相同，但其處境卻截然不同。 
 

 (1) 非尼哈的“行為”算為他的義。 
在民二十五：1-9，因為以色列人行起淫亂，所以有瘟疫在他們當中蔓延。他們既拜偶像又行淫亂。大祭司的 
兒子非尼哈站起來，干預這不虔不義的事，刑罰惡人。他對神的信心使他心裏向神大發熱心，他向神大發熱心

的行為就算為他的義。他的行為被視為宗教倫理意義上的善行，換句話說，在他行為成聖方面，而不是在宗教

法律意義上。非尼哈為神做了一些事情！他不一定因他大發熱心的行動而得救（被神稱義）。 
 

 (2) 亞伯拉罕的“信”算為他的義。 
神應許亞伯拉罕，地上萬國必“因亞伯拉罕的後裔”得福（創十二：3；創二十二：18；徒三：25）。“亞伯

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為他的義”（創十五：6；羅四：3；加三：6）。亞伯拉罕相信神，以及神（關於彌賽亞

將要降臨）的應許，這就算為他的義。神認為他的信在宗教法律意義上是良好的回應，換句話說，在稱義和他

在神面前的法律地位方面，而不是在宗教倫理的意義上。神為亞伯拉罕做了一些事情！他相信神的應許，在稱

義方面被視為正確的回應。亞伯拉罕因他的信而得救（在神面前稱義）！神稱他為“義”，從此就把他當作完

全的義人來看待和對待。 
 

羅馬書第四章的整個論點建基於“因信稱義”與“因行律法稱義”之間的對比之上。如果保羅使用非尼哈的例

子，而不是使用亞伯拉罕的例子，就與羅馬書第四章的整個論點背道而馳了。這兩個處境的主題是截然不同的

！亞伯拉罕成為了信徒（也就是在神面前成為義人），但非尼哈過着信徒的生活，並且透過作出義行來表明他

是一個義人。 
 

根據創十五：6，神向亞伯拉罕作出一些具體的應許：亞伯拉罕自己將會有一個兒子，他的後裔如同天上的星

那麼多。雖然這些應許尚未成就，但亞伯拉罕相信神必按着祂所定的時間成就應許。神的應許不是藉着不信，

而是藉着信而領受的。他的信不被視為相信的人的善行，也不被視為需要得到補償或賞賜的行為（需要記入他

的賬上）。相反，信是神用來把基督的義歸給他的工具。他的信好比空空的手，讓他藉此領受神的義這份不配

得的禮物（恩典）（參看羅五：17）。 
 

因此，神宣告亞伯拉罕在祂眼中是完全的義人，並且從此以後永遠把他當作完全和完美的義人來看待和對待！ 
 
 

四：13 
問題 3。神應許亞伯拉罕必得承受世界，這是什麼意思呢？ 
 

筆記。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所有的屬靈兒女，叫他們與耶穌基督一同承受世界。神應許亞伯拉罕三件事： 
• 應許之地（幼發拉底河與埃及邊界之間的地區）賜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創十五：5-7；創二十二：17-

18）。 
• 他的後裔（因此不只是猶太人）如同天上的星和海邊的沙那麼多不勝數。 
• 地上萬族（國）必因亞伯拉罕的“後裔”（單數）得福。 

 

神的應許的前兩部分早已在約書亞奪得迦南地的時候成就了（書二十一：43-45；參看二十三：14-16）。然

而，神的應許的第三部分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的時候才開始成就！ 
 

亞伯拉罕相信神的應許；尤其是神要藉着他的一個後裔使地上萬國得福！這意味着亞伯拉罕（大約在主前2000
年）相信救主耶穌基督將要降臨（加三：16）。亞伯拉罕相信救主耶穌基督將要降臨，這信是神用來使亞伯拉

罕稱義的途徑。 
 

猶太人相信只有猶太人才能承受應許之地，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遵守律法，尤其是割禮。然而，根據羅四：13和
16所言，神的應許是給“亞伯拉罕所有的屬靈兒女”的，換句話說，是給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猶太人和外邦人

（非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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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應許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必與他們的元首和代表耶穌基督一同承受整個世界，而不只是承受位於中東的一

小片土地（以色列地）！這應許必在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完全成就，那時，祂必在新地上、在東方、中

東、西方、北方和南方，使祂的國的終極榮耀階段建立起來！但七：27說：“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

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那時，真正的宗教（相信耶穌基

督）必充滿整個新地。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羅四：1-17 上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羅四：1-17上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四：2-5。 基督徒在神面前沒有什麼可誇的。他們總不能指着自己遵行神的旨意或自己的善行誇口。 
四：3。 聖經的教訓是真理的終極依據和測試。 
四：5-8。 如果你的罪還未得蒙赦免，就要相信耶穌基督。當你相信那位藉着耶穌基督使惡人稱義的神，祂

必赦免你一切的罪，不將你的過犯歸到你身上（來八：12）。在祂眼中祂必永遠把你當作百分之

百的義人來看待和對待！ 
四：9-12。 神所賜的福包括百分之百蒙神赦免和百分之百蒙神接納成為祂屬靈的兒女，這不僅賜給那些受了

割禮又相信耶穌基督的猶太人和穆斯林，也賜給那些未受割禮但相信耶穌基督的外邦人。 

四：13。 相信耶穌基督不但在屬靈上帶來最美好的結果，也在物質上帶來最美好的結果。神將來所賜的福

就是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將要成為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的產業。8 

四：14-16。 你若靠律法而活，保證你總不會蒙神稱義，也總不會承受神的應許！然而，你若靠恩典而活，並

憑着相信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贖大工，保證你已經蒙神稱義，並且必定承受神的一切應許，包括

承受整個世界！ 
 

2. 從羅四：1-17上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羅四：5說，相信那位藉着基督稱罪人為義的神，這信就算為義。我明白到自己稱義，不是因為我所作的工，

而是單單因着信。我明白到自己稱義，不是因為神對我所作的工給予補償或報酬，而是因為神在祂眼中白白地

和恩慈地把我當作完全的義人來看待和對待。我的稱義是基於基督替我所成就的一切，當我憑着信接受的時候

，這一切便成真了。 
 

羅四：12並不是說受割禮的人（也就是守律法的人）必稱義，而是說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必稱義，即使他們過去

已經受了割禮（猶太人或穆斯林）。我明白到沒有任何宗教禮儀或儀式，如割禮或洗禮，能夠使我稱義。人或

教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無法使我稱義。舊約中的割禮不是稱義的條件或途徑，而是因信稱義的記號和印證。

同樣，新約中的洗禮總不能成為稱義的條件或途徑，而是因信稱義的記號和印證（西二：11-12；羅二：28-
29）。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羅四：1-17 上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8 在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後承受整個世界（新地）有別於繁榮福音所說信徒得蒙應許現今在物質上享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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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建立教會，並且傳揚神的國。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羅四：1-17 上。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代下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六閱讀半章經文。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

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3) 教會的事工：弗四：12-13。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講授。準備記載在太二十一：28-32 中的“兩個兒子”的比喻，和路十三：1-9 中的“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的比喻。 採用解釋比喻的六個指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傳揚神的國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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