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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称义的福分

2015-‐11-‐15	  

4:17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21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22所以，這就算為他
的義。 23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24也是為我
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
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25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5:1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
和。 2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
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4忍耐⽣生老練，老練⽣生
盼望； 5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
澆灌在我們⼼心裡。 6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
日期為罪⼈人死。 7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
敢做的。 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
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9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
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 10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
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
⽣生得救了。 11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
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亞伯拉罕的信⼼心
来11:11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
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 12他因著信，就在
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
撒、雅各⼀一樣。 13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
建造的。 14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
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15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16這
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17說這樣話
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18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
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19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
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
備了⼀一座城。 20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
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21論到這兒
⼦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22他以為神還能
叫⼈人從死裡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亞伯拉罕的信⼼心	  
•  建立在神的话和祂的应许上面

–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
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
别⼈人得福”（创12:1，2）

–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罗
4:17）
•  相信神的创造之功和救赎之功

•  建立在祂跟神美好的关系上
–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我的朋友）亞伯拉罕”（创18:17，

赛41:8，雅2:23）
•  他的信⼼心是经过试炼的

–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罗4:18）
–  并且仰望　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

信，⼼心里得坚固（罗4:20）
–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罗4:21）
–  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

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来11）



1/3/16	  

2	  

因信称义	  
•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

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
这信　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
为叫我们称义
– 耶稣在⼗十字架流⾎血舍身上成就了救恩

– 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祂的代赎已为⽗父神所悦纳，
是我们称义的凭据

因信称义的福分	  

•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得與神相和。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
⼊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
望神的榮耀。” 
– 过去的罪得以赦免，从与神隔离的状态得以称

义，与神相和
•  从地位的改变到关系的改变

– 现在站在神的恩典当中
– 将来：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人与神和好	  
•  人与神和好，非“神与人和好”	  
– 使我们破坏了与神的关系	  

•  我们本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與神隔絕，因著惡
行，心裏與祂為敵”，“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而且…不能得神的喜歡”	  

– 神主动使人与神和好，又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
我们	  
•  “神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西1:22）	  
•  既然藉著祂在⼗十宇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
有…都與⾃自⼰己和好了。（西1:20）	  

•  “你们从前远离　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著祂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弗2:13）	  

•  祂藉著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
们（林后5:18）	  

•  人的四大关系的和谐	  
– 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上帝	  

活在神的恩典中	  
	  •  神的普遍恩典

–  空⽓气，⽔水，食物
–  “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5:45）
–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

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使14:17）
–  饭前祷告

•  神的救赎恩典
–  称义（罪得赦免，神的义加给相信的⼈人）
–  得⼉儿⼦子的名分
–  得⽣生命（永⽣生），更丰盛的⽣生命
–  成圣，得荣
–  Justifiﾞcation,Sanctifiﾞcation, and Glorifiﾞcation

•  白白且又昂贵的恩典
–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弗4:1）
–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祂的恩典（林后6:1）
–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来2:3）

•  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林后12:9）
•  凡事谢恩（帖后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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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的盼望	  
	  •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5:2）

– ⼀一个知道自⼰己蒙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
– 盼望⼀一个更美的家鄉，是在天上的。
– 盼望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最终能越来越

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形：恩召的指望
– 盼望基督⼤大有能⼒力与荣耀的降临那日
– 盼望将来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弗

1:18）
•  身体得赎，再没有痛苦，没有流泪；完全从叹息中

得解放，脱离那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与
荣耀，领取我们的冠冕。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  患难⽣生忍耐

–  患难叫⼈人脱去⼀一切靠⾁肉体的乐观想法，被带到单⼀一依靠主的⼼心
–  与主⼀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8:17）

•  ⾄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1:3）

–  苦难，顺从，完全
•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5:8）

–  苦不苦，想⼀一想主耶稣
•  忍耐⽣生老练

–  老练是⼀一种经得起考验与成熟的品德
•  老练⽣生盼望

–  盼望着自⼰己⽣生命被塑造之后，越来越能活出主的见证
–  盼望着主的应许的成就（神得荣耀，⼈人得蒙福音的益处，国度被

建立）
•  盼望不⾄至于羞愧（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  因为这盼望是以神那“绝对不变的爱”为根据的

“我的⼼心在中国”
⼥女宣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

•  ⼤大家闺秀，受过当时最⾼高等教育的阔小姐：21岁获
得硕⼠士学位（1861 年）

•  却远航半个地球，来到中国
•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乡间最不为⼈人所知的村民，

在崎岖泥泞的小路上奔⾛走
•  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山村妇⼥女、农夫，在荒野开

垦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会
•  与最穷困的乞丐为伍
•  1912年春当地出现⼤大饥荒，美南浸信会本身也出现

资⾦金短缺情况，所以不但没有办法满⾜足慕拉第的求
急请求，连给慕拉第的⽣生活资助都停⽌止了

•  她把自⼰己的钱财与饥饿的⼈人分享，自⼰己也面临饥饿
的威胁；她曾⼀一度饿昏在床，身体极度虚弱，体重
只有50磅

•  其他传教⼠士不得不把她送上回美国的船，1912年12
月24日的圣诞夜，轮 船经过日本神户时，慕拉第
不幸去世，回到天家，终年72岁

美南浸信会为纪念她，	  
设立每年12月份“慕拉第
圣诞奉献”（Lo1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作为
海外传 教基金支持宣教
士们的海外事工	  

感恩的淚

感恩的淚⽌止不住地流，
⼼心裡的話兒說也說不夠。

⼀一雙釘痕的⼿手叩響久閉的門，
⼀一個柔和的聲音把我的⼼心奪⾛走。

明知這路是⼗十字架的路，

有風，有雨，很⼤大，很難也很苦，
主慈愛的⼿手時時拉著我的⼿手，

沒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腳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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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大爱	  
	  •  我们的本相

–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
死（5:6）

–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5:8）

–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著　神⼉儿⼦子的死得与　
神和好（5:10）

•  神付上最⼤大的代价来买赎我这最不配的罪⼈人
– 神的爱是主动的，⽆无条件的，完全的，永不改变的
– 神的爱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  从与神和好，到因祂的⽣生得救，也借着祂以神
为乐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惊惶，
风雨那样⼤大，旷野这样⼴广, 有你同在⼼心平安（x2)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孤单 
有你同做伴，与你同步⾛走 ,充满温暖不畏寒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 你的⼤大爱永不变
甘愿为我受尽折磨 , 将我当作你⼼心肝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 你的⼤大爱永不变
 恩情这般如何感谢, ⼀一⽣生与主相结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