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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罗马书1-3章;约翰福音15:19-20
注释：《善恶之争》第7,8章

著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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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因 为 上 帝 的 义 正 在 这

聚光灯
“路德有敬畏耶和华的心，这足以使他的心志坚强，并在上
帝面前深切自卑。他一直感觉到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在每
一天的开始，他总要先作祷告，同时他心中不住地祈求上天的引
领和帮助。他常说：‘祷告好，就是研究好的先决条件。’”
（《善恶之争》第7章第8段）

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
是 本 于信，以致于信。如
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
得生。’”
（罗1:17）

你

的 看法？

做一项统计调查，看看受访者对以下观点持多大的
认同性（从0到100，0代表完全不认同，100代表
完全认同）。邀请朋友和你同时做这件事。把
每位受访者对以下观点的反应统计出来。最
后和朋友对比你们的调查结果。
你认同下列观点吗？
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
我们靠着行为和信心各占一半就
能进入天国。
基督教是一项值得人为其付出
生命的事业。
“你们若属世界，世
圣经中有错误，但它仍旧是
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
上帝的话。
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
今天的基督徒比古代的基督
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
徒更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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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
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
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
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
你们的话。”

当马丁路德结婚时，他和新娘凯
萨琳·冯宝拉都没有觉得自己和
对方“坠入爱河。”凯萨琳刚和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
另一个人解除了婚约，但她仍旧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
留恋过去那段恋情。马丁路德承
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
认道：“我现在并不爱她，对她也
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
没有任何渴望。”然而后来的岁月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证明，他们对彼此的爱以及他们对
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别人的爱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越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来越炽烈。他们经常收留患病和垂死
因信得生。’”
之人，他们的家在1527年大瘟疫后曾
被长时间隔离除疫。1541年，一个女子来
“但如今上帝的
到他们家。马丁和凯萨琳收留
义在律法以外已经
了她并给她预备食物，
显明出来，有律
最后却发现这个女子
法和先知为证。
不但说谎，而且还偷
窃。即便在他们的新婚
之夜，路德仍旧不会把有
需要的人拒之门外。
路德结婚当天晚上十一
点，所有宾客都已
经散去。就在此时，激
进的宗教改革家安德列·
卡尔斯塔德在外头敲门。过去，
或许是因为路德非常反对卡尔斯塔
德，因此他便逃到别处去了。但现在，当
卡尔斯塔德躲避农民战争并需要一个避难所时，
路德仍旧帮助了他。

“就 是 上 帝 的
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
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
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
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
称义。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
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
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
人为义。
“既 是 这 样 ， 哪 里 能 夸 口
呢 ？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
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
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有
古卷作“因为”）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
律法。难道上帝只作犹太人的
上帝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上
帝吗？
是的，也作外邦人的上帝。
上帝既是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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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
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
更是坚固律法。”
（约15:19-20;罗1:16-17;3:21-31）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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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
（哈2:4）

你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仇恨耶稣和跟从
祂的人？“属于”耶稣意味着什么？

“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
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前2:15）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
出诡诈。”（箴12:17）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
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
面前来到。”（徒3:19）

关于基督徒的信仰，这些经文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
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
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
心 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
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
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
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
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
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
心。”（来12:1-3）

关于救赎的经验，这些经文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关于福音，这些经文给我们传递出了哪些信息？

故事里说有些人会以福音为耻，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如何将这
段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呢？

言锦囊

名
遵守律法和个人得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罗马书对于马丁路德来说是改变其人生的一卷书。
你想为什么罗马书对马丁路德有如此大的改变
呢？罗马书中的观点是否能同样改变你的人
生呢？如果能，说说你的理由。

“很明显，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
多人过着肤浅的生活，说得多但
顺从少，这是因为太少有人愿意像
山巅的松树那样，在狂风中为上帝
屹然独自挺立。”——亚米·卡米切尔，
二十世纪爱尔兰派往印度的布道士。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写在人的
墓碑上，多过写在人的生活中。”——达拉斯·
威拉德，美国哲学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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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在做完“你的看法”这部分的调
查之后，去找和你做了同样调查
的朋友，然后探讨下列问题：
•你所得到的最有趣的回答是什
么？请解释你的理由。
•哪个观点在你们的调查结果中
分歧最大？哪个观点在你们的
调查结果中分歧最小？你们如
何解释受访者的这些回应？
•假设一下，你所采访的对象是
马丁路德。你想他对以上观点
会做出怎样的结论？
•对于每个观点的调查结果平均
数值和你自己的观点有何差异？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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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罗马书一到三章，然后问
自己一个问题：我为福音将会怎
样被上帝“特派”呢？这对今天
的我有何特别意义呢？
我的信仰在哪方面需要加强？我
今天能做些什么来加强我的信仰
呢？
如果上帝问我，“我为什么要让你
进入天国？”我该作何回答呢？

20

我该如何向一个不信之人解释基
督徒信仰的真实含义呢？
如果我只能依据罗马书一到三章
来解释福音，我该怎样说呢？

星期一
请回顾本周的存心节，然后思考
马可·布坎南想像的这幅景象：
假设你患上了一种罕见的晚期疾
病，现在你和医生正在沟通。

点：你离了这样东西就没法活。”
如果你听到医生这样说，你会有
什么反应？
“听着，医生，你在拿我开玩笑。
我最喜欢的情景喜剧五分钟之内
就要开始了，我宁可失去一切也
不能不看。”
或者，你会说：“哦，这太有趣
了。但是医生，这是你的想法。
你绝对有权这样说，我确定你说
出这番话来之后舒服多了吧。但
我很痛恨你把这番话强加给我。
我真的不需要这种心理勒索，你
这是一种医疗极端主义。好吧，
就这样，再见！”
或者你会说：“哦，是吗，快说
说，我失去什么才能痊愈？我必
须知道它是什么，你不告诉我我
就不走？”
显然，只有最后一个回答才是符
合正常思维和理智的。
如果我们是因信心得救，并且如
果我们是靠信心而活，如果我们
没有信心就无法让上帝满意，那
么我们该如何回答呢？应该是这
样：快告诉我，那是什么？这种
信心是什么？你必须告诉我，我
一定得知道，除非你告诉我，否
则我就不走。

星期四
我今天该如何经验上帝的救赎呢？

星期五
你如何把罗马书1:17和唐米勒在
《忧郁爵士乐》中的这段话协调
起来？
“有关深层次信念的麻烦在于它
的成本问题。我内心有某种东西，
它是一种狡猾的、自私的野兽，
它使我不喜欢真理，因为喜欢真
理需要承担某种责任。
如果我真的相信真理，就会为之
做些什么。……我过去经常说给
别人讲述有关耶稣的故事是很重
要的，但我却从未对别人讲过耶
稣。
我的朋友安德烈非常友善地向我
解释说，如果我不把耶稣介绍给
人们，那说明我根本不相信耶稣
是位重要的人物。一个人的信仰
在于他如何表白。”

星期二
请将怀爱伦在本课“聚光灯”中
的话与下面这节经文进行对照比
较：“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
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哈
2:4）

你问道：“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医生答道：“是这样，还有希望。
如果没有这样东西，就没有希望。
但是如果有这样东西，你的病将
彻底痊愈。但我要说的更清楚一

节经文，并把它应用在本周的清
晨和傍晚的祷告中，用这节经文
作为一天的开始和结束。

星期三
从本周的“妙语连珠”中挑选一

本周阅读*
《善恶之争》第7,8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