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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講完因信稱義的需要、道理、表樣，
現在進到 五1-11
五1 11 因信稱義的結果，
因信稱義的結果
1-8、9-11 有重複的結構…
與神有平安
1-8 我們既因信稱義，
我們
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我們又藉著祂 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所以基督徒與神相和，有屬靈的平安、有屬靈的喜樂，
盼望神的榮耀、永恆的榮耀。
因信 → 靠著祂的血稱義
就更要藉著祂免去神的忿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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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祂以神為樂。

9 11 現在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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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稱義，是因信神兒子耶穌基督十架救恩，
祂的寶血洗清罪過 我們靠祂的血稱義
祂的寶血洗清罪過，我們靠祂的血稱義。
稱義帶來什麼呢？
 就是與神和好、有屬靈的平安，
就是與神和好 有屬靈的平安
有了屬靈的平安，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
 這個得救，不但今生蒙神拯救的人生，
這個得救 不但今生蒙神拯救的人生
也是將來永恆能蒙神的拯救、進到神的榮耀中去
 不但如此，也藉著祂以神為樂，也就是屬靈的喜樂
所以，我再強調因信稱義的結果
帶給信靠主耶穌的人
帶給信靠主耶穌的人–
 屬靈的平安、屬靈的喜樂，
這都是今生生活中的
 然後永恆的榮耀，神給我們
將來的盼望，能與祂永遠同在，
將來的盼望 能與祂永遠同在
享受神美好永恆的新天新地！

我們有屬靈的平安、喜樂、美好的盼望，
但是人生常常經歷許多苦難的…
但是人生常常經歷許多苦難的
五3-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為 道
耐
耐 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我們有屬靈的平安、與神相合，
不過在人生的過程中還會被神允許經歷許多的患難，
因為人在患難中才會有美好豐盛生命的成長。
這是保羅學習的功課–
 患難讓人學習忍耐、忍耐讓人變成老練，
老練就是生命成熟、變成更豐盛的意思
 神會允許患難讓人學習忍耐，
生命豐盛、成熟、老練

人在世上患難有好幾個原因：
 違反自然律 – 天氣冷了不多加衣服，就感冒了；
氣冷
多 衣
就感冒
暴飲暴食，肚子不舒服、就會生病了，
人違反自然律跟保羅講的患難 不是有什麼關係
人違反自然律跟保羅講的患難，不是有什麼關係
 人犯罪、做壞事，遭遇到困難 –
吸毒，毒品就害他、讓他身體受傷害，
這種患難也不是保羅這裡所講的
基督徒有時神允許困難、挫折臨到，
 是讓我們更懂得依靠神，
在人生道路上，能夠忍耐 切的苦楚
在人生道路上，能夠忍耐一切的苦楚
 保羅為耶穌到處傳道、卻常常受逼迫，
他心裡面都能夠忍耐 就漸漸的老練
他心裡面都能夠忍耐、就漸漸的老練
以後我就要特別講保羅為什麼能講–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能夠真正生命更豐盛、更像神的榮耀。

聖奧古斯丁：
「人生像 幅圖畫 慢慢的畫完成
「人生像一幅圖畫、慢慢的畫完成，
不能只在畫畫過程中去評論人生。
有時看到 個黑點在畫上面，
有時看到一個黑點在畫上面，
覺得黑點沒有什麼用、不好看，
但圖畫完成之後、那黑點非常有用處！」
神在我們人生中允許各樣情況發生，
有時患難臨到，像黑點在圖畫上，
等到走完了人生路程，
會覺得那個患難的臨到
是讓我生命更加的成長了！
考門夫人寫「荒漠甘泉」，
考門夫人寫
荒漠甘泉」，
裡面描寫一些故事
都是在艱難中有美好的意義在裡頭…

人生要成長，常常需要經歷勝過患難，
中國古 也是這樣講
中國古人也是這樣講–
孟子告子篇：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連世界上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
連世界上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
如果你希望更有用處，
 更能夠把自己不能的、
能夠學習、能夠操練、
經歷苦難的磨練
苦難的磨練
 雖然我們不喜歡苦難，
但是有的時候有上帝的美意

有一個小故事也很有意思…
她在看中國人養蠶，
當蠶結繭、慢慢的變成蛾要飛出來，
那個蛾要 斷的咬破那個繭
那個蛾要不斷的咬破那個繭、
掙扎很久才破繭而出，變成蛾飛走了。
她有朋友在看，
有 友在看
好像上帝的設計不夠完美，
就剪刀把繭給剪破了 蛾就很快跑出來
就剪刀把繭給剪破了、蛾就很快跑出來。
沒想到因為沒有經過掙扎、
翅膀沒有長得夠強壯，結果不會飛，
在桌子上蹦蹦跳跳、沒有辦法生存就死了。
她就明白一個道理：
她就明白
個道理：
不是上帝設計不夠聰明智慧，
是我不夠聰明智慧。





有時候我們所希望的快樂實在是很短暫的、是外表的，
人喜歡的快樂是暫時的好處。
人喜歡的快樂是暫時的好處
中國人說到人生四大樂–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這些都是外表的
有時候上帝允許的苦難，
讓生命更加的豐盛、更加的強壯，
那一種生命的成長、剛強、
生命的有用 老練 成熟，
生命的有用、老練、成熟，
這是一種更大的喜樂
所以神呼召我們、讓我們因信稱義，
帶給我們屬靈的平安、與神和好，
帶給我們屬靈的喜樂
帶給我們屬靈的喜樂，
有神作同伴、以神為樂。

這三種時候，都是不可愛的時候 –
 軟弱的時候就是沒有力量把自己變好一點，
軟弱的時候就是沒有力量把自己變好 點
希望過真誠的生活，但還會說謊話、還會虛假
希望有愛人的生活 卻常常討厭人 恨人 甚至罵人
希望有愛人的生活，卻常常討厭人、恨人、甚至罵人
希望過聖潔的生活，卻常常有汙穢、邪念、不好的行為
 還作罪人，不是義人、不是可愛、好的時候
 還做仇敵，甚至沒有神、否認神的時候
這 種的愛 是超越過人間的愛！
這一種的愛，是超越過人間的愛！
人間的愛，大半
 若不是
若不是「假如的愛」
假如的愛」 –
假如你乖一點、假如你聽話一點、
假如你對我好 點 假如你品學兼優 我就愛你
假如你對我好一點、假如你品學兼優，我就愛你
 就是「因為的愛」–
因為他很有才華、因為他是俊男美女、
因為他家財萬貫，我們會愛他

奉勸所有基督徒，如果遇到挫折，
是違 自然律
不是違反自然律、
不是任意妄為犯罪帶來的苦難，
若是你遵行神的旨意 卻有患難臨到
若是你遵行神的旨意、卻有患難臨到，
保羅說：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致於羞恥，
神的愛會充滿澆灌在我們的
神的愛會充滿澆灌在我們的心裡。
這個神的愛實在太偉大 –
五6 因為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為我
時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五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五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

上帝的愛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我們，
人可以把禮物送給人、
可 把禮物送給
沒有人肯把獨生子去送給人，
這實在是極其高超的愛。
這實在是極其高超的愛
我只有一個獨生女兒，唸大學時把男朋友帶給我認識，
我就問他兩個問題 –
 你信耶穌沒有？他說我信耶穌了
 你真的愛我女兒嗎？你會將來苦待我的女兒嗎？
他說保證不會、絕對不會
以後他們結婚了，我作爸爸就有權帶著女兒走紅毯，
以後他們結婚了
我作爸爸就有權帶著女兒走紅毯
一路走就一路想到很多問題 –
 從小可愛的孩子
要帶去給另外一個男士，心中也不甘心
 不過聖經的
不過聖經的一句話一直在我腦海徘徊：
句話 直在我腦海徘徊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我問我的準女婿 – 你會苦待她嗎？
他要敢說會 我就不讓他們來往了！
他要敢說會，我就不讓他們來往了！
但上帝差祂兒子來，就明明定好計劃
要祂兒子耶穌上十字架、為我們罪而死，
上帝的愛真是超越的！
當你思想偉大的真神何等愛我們
當你思想偉大的真神何等愛我們、
偉大的救主永生神的兒子何等愛我們，
你就能夠超越一切、就能夠以神為樂。
活在世上享受心靈的平安，因為神是我們的父親、不是仇敵，
 主耶穌是我們親愛的救主、天天引領我們，
藉著聖靈住在我們心裡、祂的愛常常激勵我們，
我們可以跟隨祂的腳蹤 走人生光明美好的道路
我們可以跟隨祂的腳蹤、走人生光明美好的道路
 不是神的恩典而已、不是神所賜的福而已，
是神自己 當聖靈 聖父 聖子都在我們 裡
是神自己，當聖靈、聖父、聖子都在我們心裡，
你的人生一定充滿說不出的大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