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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因信称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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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讲完因信称义的需要、道理、表样，
现在进到 五1-11
五1 11 因信称义的结果，
因信称义的结果
1-8、9-11 有重复的结构…
与神有平安
1-8 我们既因信称义，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基督徒与神相和 有属灵的平安 有属灵的喜乐
所以基督徒与神相和，有属灵的平安、有属灵的喜乐，
盼望神的荣耀、永恒的荣耀。
9 11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9-11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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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称义，是因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十架救恩，
他的宝血洗清罪过 我们靠他的血称义
他的宝血洗清罪过，我们靠他的血称义。
称义带来什么呢？
 就是与神和好、有属灵的平安，
就是与神和好 有属灵的平安
有了属灵的平安，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
 这个得救，不但今生蒙神拯救的人生，
这个得救 不但今生蒙神拯救的人生
也是将来永恒能蒙神的拯救、进到神的荣耀中去
 不但如此，也借着他以神为乐，也就是属灵的喜乐
不但如此 也借着他以神为乐 也就是属灵的喜乐
所以，我再强调因信称义的结果
带给信靠主耶稣的人
带给信靠主耶稣的人–
 属灵的平安、属灵的喜乐，
这都是今生生活中的
 然后永恒的荣耀，神给我们
将来的盼望，能与他永远同在，
享受神美好永恒的新天新地！

因信 →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怒。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我们有属灵的平安、喜乐、美好的盼望，
但是人生常常经历许多苦难的…
但是人生常常经历许多苦难的
五3-5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有属灵的平安、与神相合，
不过在人生的过程中还会被神允许经历许多的患难，
因为人在患难中才会有美好丰盛生命的成长。
这是保罗学习的功课 –
 患难让人学习忍耐、忍耐让人变成老练，
老练就是生命成熟、变成更丰盛的意思
 神会允许患难让人学习忍耐，
生命丰盛、成熟、老练

人在世上患难有好几个原因：
 违反自然律 – 天气冷了不多加衣服，就感冒了；
天气冷了不多加衣服 就感冒了
暴饮暴食，肚子不舒服、就会生病了，
人违反自然律跟保罗讲的患难 不是有什么关系
人违反自然律跟保罗讲的患难，不是有什么关系
 人犯罪、做坏事，遭遇到困难 –
吸毒 毒品就害他 让他身体受伤害
吸毒，毒品就害他、让他身体受伤害，
这种患难也不是保罗这里所讲的
基督徒有时神允许困难、挫折临到，
基督徒有时神允许困难
挫折临到
 是让我们更懂得依靠神，
在人生道路上 能够忍耐一切的苦楚
在人生道路上，能够忍耐
切的苦楚
 保罗为耶稣到处传道、却常常受逼迫，
他 里面都能够忍耐、就渐渐的老练
他心里面都能够忍耐、就渐渐的老练
以后我就要特别讲保罗为什么能讲–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能够真正生命更丰盛、更像神的荣耀。

圣奥古斯丁：
「人生像 幅图画 慢慢的画完成
「人生像一幅图画、慢慢的画完成，
不能只在画画过程中去评论人生。
有时看到一个黑点在画上面，
有时看到一个黑点在画上面
觉得黑点没有什么用、不好看，
但图画完成之后 那黑点非常有用处！」
但图画完成之后、那黑点非常有用处！」
神在我们人生中允许各样情况发生，
有时患难临到 像黑点在图画上
有时患难临到，像黑点在图画上，
等到走完了人生路程，
会觉得那个患难的临到
是让我生命更加的成长了！
考门夫人写「荒漠甘泉」
考门夫人写「荒漠甘泉」，
里面描写一些故事
都是在艰难中有美好的意义在里头…

人生要成长，常常需要经历胜过患难，
中国古人也是这样讲 –
孟子告子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连世界上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如果你希望更有用处，
 更能够把自己不能的、
能够学习、能够操练、
经历苦难的磨练
 虽然我们不喜欢苦难，
但是有的时候有上帝的美意

有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
她在看中国人养蚕，
当蚕结茧、慢慢的变成蛾要飞出来，
那个蛾要不断的咬破那个茧、
那个蛾要不断的咬破那个茧
挣扎很久才破茧而出，变成蛾飞走了。
她有朋友在看
她有朋友在看，
好像上帝的设计不够完美，
就剪刀把茧给剪破了 蛾就很快跑出来
就剪刀把茧给剪破了、蛾就很快跑出来。
没想到因为没有经过挣扎、
翅膀没有长得够强壮 结果不会飞
翅膀没有长得够强壮，结果不会飞，
在桌子上蹦蹦跳跳、没有办法生存就死了。
她就明白一个道理：
她就明白
个道理：
不是上帝设计不够聪明智慧，
是我不够聪明智慧。
是我不够聪明智慧





有时候我们所希望的快乐实在是很短暂的、是外表的，
人喜欢的快乐是暂时的好处。
人喜欢的快乐是暂时的好处
中国人说到人生四大乐–
久旱逢甘雨 他乡遇故知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这些都是外表的
有时候上帝允许的苦难，
让生命更加的丰盛 更加的强壮
让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强壮，
那一种生命的成长、刚强、
生命的有用、老练、成熟，
生命的有用、老练、成熟
这是一种更大的喜乐
所以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神呼召我们
让我们因信称义
带给我们属灵的平安、与神和好，
带给我们属灵的喜乐，
有神作同伴、以神为乐。

这三种时候，都是不可爱的时候 –
 软弱的时候就是没有力量把自己变好一点，
软弱的时候就是没有力量把自己变好 点
希望过真诚的生活，但还会说谎话、还会虚假
希望有爱人的生活 却常常讨厌人 恨人 甚至骂人
希望有爱人的生活，却常常讨厌人、恨人、甚至骂人
希望过圣洁的生活，却常常有污秽、邪念、不好的行为
 还作罪人，不是义人、不是可爱、好的时候
还作罪人 不是义人 不是可爱 好的时候
 还做仇敌，甚至没有神、否认神的时候
这 种的爱，是超越过人间的爱！
这一种的爱，是超越过人间的爱！
人间的爱，大半
 若不是「假如的爱」
若不是「假如的爱」–
假如你乖一点、假如你听话一点、
假如你对我好 点、假如你 学兼优，我就爱你
假如你对我好一点、假如你品学兼优，我就爱你
 就是「因为的爱」–
因为他很有才华、因为他是俊男美女、
因为他家财万贯，我们会爱他

奉劝所有基督徒，如果遇到挫折，
不是违反自然律
不是违反自然律、
不是任意妄为犯罪带来的苦难，
若是你遵行神的旨意 却有患难临到
若是你遵行神的旨意、却有患难临到，
保罗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于羞耻，
神的爱
神的爱会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神的爱实在太伟大 –
五6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五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五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上帝的爱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人可以把礼物送给人、
人可以把礼物送给人
没有人肯把独生子去送给人，
这实在是极其高超的爱。
这实在是极其高超的爱
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念大学时把男朋友带给我认识，
我就问他两个问题 –
 你信耶稣没有？他说我信耶稣了
 你真的爱我女儿吗？你会将来苦待我的女儿吗？
他说保证不会、绝对不会
以后他们结婚了，我作爸爸就有权带着女儿走红毯，
以后他们结婚了
我作爸爸就有权带着女儿走红毯
一路走就一路想到很多问题 –
 从小可爱的孩子
要带去给另外一个男士，心中也不甘心
 不过圣经的
不过圣经的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徘徊：
句话 直在我脑海徘徊：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我问我的准女婿 – 你会苦待她吗？
他要敢说会 我就不让他们来往了！
他要敢说会，我就不让他们来往了！
但上帝差他儿子来，就明明定好计划
要他儿子耶稣上十字架 为我们罪而死
要他儿子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罪而死，
上帝的爱真是超越的！
当你思想伟大的真神何等爱我们
当你思想伟大的真神何等爱我们、
伟大的救主永生神的儿子何等爱我们，
你就能够超越一切
你就能够超越
切、就能够以神为乐。
就能够以神为乐
活在世上享受心灵的平安，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不是仇敌，
 主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救主、天天引领我们，
主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救主 天天引领我们
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他的爱常常激励我们，
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走人生光明美好的道路
 不是神的恩典而已、不是神所赐的福而已，
是神自己， 圣灵、圣父、圣子都在我们
是神自己，当圣灵、圣父、圣子都在我们心里，
，
你的人生一定充满说不出的大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