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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耶穌的好處

羅馬書 5：1-2



羅馬書 5章

1（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稣
基督得與神相和。

2 我們又藉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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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1-4章的總結
• 羅馬書第五章一開始有一個詞：“所以”。可惜

中文聖經没有把這個字翻譯出來。“所以”的意
思是將羅馬書一到四章所講的總結下來。也就是

說，第五章要講的就是前四章的結果。

• 直到目前為止，保羅是在闡明我們需
要在神面前稱義”。他指出人類所處
的狀況：我們都犯了罪，在罪中我們
毫無希望，我們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 然後，保羅解釋如何可以稱義：耶穌基督道成肉
身來到這世界成为承担我們罪的犧牲。他在十字
架上擔當了我嗎的罪。當我嗎相信他，接受他為
救主，神就宣告我們為“無罪”，我們就得到他

的救恩，在神面前“稱義”。



稱義的好處

• 從第五章開始，保羅告訴我們，稱義的結果。
他不再像前四章那樣用說服的口吻來立論，而
是用簡明的方式來講，作為信徒，我們可以得
到什麼。他講出一長串的好處。我們將分兩次
來談他所講的好處。今天我們先从5：1-2 來看

三個好處。

• 在這兩節的經文中，保羅不只是在講
稱義的結果，他還教導我們應該如何
的面對這些結果。他多次的用“歡歡
喜喜”来來形容我們的態度。這個字

有的時候翻譯為“誇耀”。

• 什麼是“誇耀”？誇耀就是將我們内
心裡的喜悦與信心向外面表現出來的現象。



與神相合

第五章的1到11節可以作為我們衡量自己對一到四章所
講的是否應用到我們生活中的標準。從這段經文來自

我省察，看看我們是否在基督裡有成長。

• 我们稱義後的第一個結果是
我們得與神相和。

5：1（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與神相和。

• 保羅在這裡並不是在說那種主觀的平静感覺，雖
然，這種感覺也是我們相信主耶稣以後也會有的。
但是，他並不是在講我們純憑感覺而有的情緒。

他在講的是一個基於客觀事實的和平。



不再做神的仇敵

• 保羅也不是在說“來自神的和平”，而是“與
神相和”。這裡的重點是：我們原來是神的仇
敵。在神與人之間有一道阻隔的牆，是我們與

神對立。但是，現在神與我們和好了。

• 歌羅西書1:20：“既然藉著他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
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

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 戰爭已經結束，我們不再需要怕神。我們不再
需要躲避祂。當我們以前對自己的罪保持沉默，
我們其實就是在躲避神。我們把神看做仇敵。
但是，當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我們眼睛就打開

了，我們對神的看法也就不一樣了。



基督徒有平安

• 事實上，神從來没有生我們的氣。
祂憤怒的對象是罪。神從創造天
地以來，一直都是要用十字架來

除去他對罪的震怒。

• 現在，神的震怒得到了解决，我們就可以與祂和
好。

我們是屬於神家庭的一員。我們要體認争戰已經
結束的事實。

• 聖誕夜，天使高唱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至高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悦的人！” (路2:14)

• 這個平安是神最高的祝福。是先知多次預言彌賽
亞會帶來的和平。



不要自己無謂的作戰

• 好多年前，有人在太平洋的小

島上發現有個日本兵。他躲在

小島的山洞裡，以為還在為天

皇作戰。其實，戰爭老早就

結束了。這個日本兵最後終於接受日本已經戰敗。
世界已經和平了。

• 有些基督徒也像是這個日本兵一樣。神已經與他
和好了，他卻天天還在備戰的狀況中。

• 保羅告訴我們，我們因信稱義的第一件結果就是
“與神相和。”



進入神恩典的領域中
• 稱義的第二個結果是：我們

進入現在所站的特殊地位。
我們是在恩典之中。

5：2 我們又藉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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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的“恩典”不只是在講我們本來不配的愛。
更合適的應該說是我們活在神恩典的領域裡，我
們與神有一個新的關係，我們在他面前有特殊的
地位。信徒享有一個被神完全接納的優越地位。

• 保羅用了兩個動詞來形容這個新關係：進入與站
立。“進入”意味著一種正式的禮儀。好像被正
式的引見。我們原來在宫廷的外面。現在，在神
的面前，我們被正式的引荐。我們需要有人去帶

我們進入神的宫殿。



耶穌親自歡迎我們
• 因為基督耶穌的受死與復活，我們得以因信稱義，得以被

引荐進入神的殿中。基督在殿外與我們相見，
然後，帶領我們進入神的殿中，與神見面。

在神的面前，我們得到恩典與慈爱。

• 我們曾經懼怕這位君王。能被他接講是我們
夢寐難求的事。以前，我們衣履闌珊，根本
見不到他的面。現在，我們不只是有榮幸能

朝見他，他甚至親自來歡迎我們。

•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自以為有的義，其實是又臭又臟的破
舊衣服。但是，在基督裡，我們有了光明潔白的服飾。因
我基督對付了我們的罪，他可以帶領我們來到父的面前。
他用自己的義來給我們披戴，他牽著我們的手，為我們代

求。



安穩在神的殿中
• 我們不只是被引見，我們還可以安穩的“站”在他的恩

典之中。我們稱義後，我們與神的關係不只是
偶然的被會見。我們是住在祂的殿中。

• 保羅在這裡用完成式的“站立”。按照希臘的
文法，這表示我們已經“站立”在神的殿中，
而且可以持續的站在那裡。也就是說，我們

因為“稱義”而與神建立的關係並并不是間歇
性的，而是持續不斷的。不是岌岌可危的，而是完全安
穩的。我們不會一不小心就失去救恩。也不會動輒得咎。

我們是“站立”在神的恩典中。

•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們與神的愛隔離。保羅後來也宣
告：“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
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
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 (8:38-39)



盼望神的榮耀

•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查看了稱義以後的兩個好處：
與神相和，以及我們可以站立在

神的面前，接受祂無條件的接纳。
這兩點雖然寶貴，但是，我們在
5：2後半段更可以看到這句話：
“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 我們固然享受目前的與神和好以及祂所赐的恩典。
我們未來有更多盼望。我们盼望神的“榮耀”。
什麼是神的榮耀？神的榮耀就是他神性的彰顯。

• 神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從亞當到今天，
每個人都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都没有顯出神的

形象。



榮耀的轉變

• 耶稣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他完全的彰顯了神的形
象。未來還有一天，帳幕將被揭開，神的榮耀將
會完全的顯明。基督將在極大的榮耀與能力中再

次的降臨。

•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不但會看到他的
榮耀降臨，我們自己也會轉變有榮耀

的身體。使徒約翰說：“親愛的弟兄啊，
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
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

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約壹3：
2）

• 在那霎那時刻，我們都要轉變。即使是現在，我
們也在逐漸的被改變去像耶稣，直到那日。在那

時，我們將完全像祂。



有確據的盼望

• 保羅告訴我們，這就是我們的
盼望。我們歡歡喜喜的在盼望。
在新約裡，“盼望”不是“希望
可以得到”。“盼望”乃是熱切
的期盼一件一定會發生的事。

• 我們這些因信稱義的人是多麼的有福，可以享
有如此的殊榮。稱義的果實使我們的過去、現

在及未来都貫通了。
◼ 由於我們過去被赦免，所以可以與神相和。

◼ 今天，我們可以在恩典中站立，得到神無條件的接纳。
◼ 我們更可以朝向未來，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



離家出走的女孩

• 美國有個作家，楊腓力。他在 “為何恩典如此奇異？”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講過一個真實的故

事。

• 在密西根州一個農村裡。有個女孩在成長過程中老是受到
她守舊的父母干涉。他們批評她的鼻環，她愛聽的音樂，
甚至干涉她裙子的長度。有幾次，她父母不准她出門。 她
更是懷恨在心。有次她跟父母又再争吵。當她的父親敲她

的房門時，她大聲的喊出：“我恨你”。

• 當晚，她按照在腦子裡多次演練的
方式，離家出走。

• 她以前曾經跟教會的青年團契一起
去過底特律。她想，如果她父母要找她，大概會認為她跑
到加州去做明星夢了，或者認為她會去陽光燦爛的佛羅里

達，但是，他們一定不會想到她去了底特律。



在底特律的好日子
• 到了底特律的第二天，她遇到了一個男人，開著她從來没

看過那麼大的汽車。他送這女孩一段路程，帮她買了中飯，
還安排了她當晚住宿的地方。他還给了她一些藥丸，說是

吃了會感觉從來没有的快樂乐。

• 她覺得離家出走是正確的决定。她父母
一直就只知道不讓她快樂。

• 好日子持續了大約一年之久。那个開大
車的男人—她跟着大家稱他為“老板”

—教了一些所謂“男人喜歡的事”。

• 她住在酒店的頂樓，想吃什麼就叫服務員送到房間來。偶
然，她會想到家鄉的父母，但是，他們那裡的生活太單調

了…她幾乎無法想像當初怎麼會在那裡長大。

• 有天，她突然看到自己的照片在牛奶盒子上，嚇了一大跳。
原來牛奶盒子上是尋找迷失孩童的廣告。她父母在尋找她。



從享樂到貧病交加

• 她現在染了金色頭髮，有着濃濃的
化妝，再加上穿耳穿鼻的珠寶，没

有人看得出她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
更何况，在底特律，她大多数的朋

友都是離家出走的。没有人會告密的。

• 一年過去了，她生了場病。“老板”的態度馬上轉變…
没兩天，她就被趕到街上，身上毫無分文。… 冬天到了，
她發現自己睡在百貨公司外面暖氣的出口處。”睡”不是
個正確的用语。-- 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在底特律的晚上是絕
對不能不隨時保持警覺的。 黑眼圈開始出現。她的咳嗽

也越来越嚴重。

• 一個晚上，她躺在那裡，警覺的注意聽任何的脚步聲。
突然，他覺得環繞她四周的一切都變了。她好像一個小
女孩，迷失在一個冷酷可怕的大城市。她開始哭泣。她
餓，但是口袋裡毫無分文。她在蓋在身上的報紙下發抖。



甜蜜的童年

• 她突然想起以前在家鄉的五月。樱桃樹上開滿
了花，她與家裡的黄金獵犬在開滿花的樹林中

追逐一個網球。

• 她自言自語的說：“神啊！
我為什麼要離家出走？”

她的心好像被刀扎了 那樣的痛。

• 她知道，她想回家。

• 打了三通電話，都没有人接電話。前两次，她
就掛了電話。第三次，她對著留言機說：“爸
媽，是我！我想回家。我將搭下班的巴士回去。
也許明天午夜會到。如果你們不在車站，那麼，
我就繼續搭著巴士，一直再往前，去到加拿

大。”



漫長的回家之路

• 從底特律到她的家鄉大約要七個小時
的路。在路上，她想到，這個計劃有
個漏洞。萬一她父母出城去了，根本
没聽到她的留言。那怎麼辦？她是不
是應該多等一天，至少可以跟父母講

到話？何况，他們即使在家，可能老早就把她當作已經死
了。她實在應該給他們一些時間來克服這麼大的衝擊。

• 她的腦海裡一下想這個，一下又在想見到父母時要說什麼：
爸！我錯了。你們都没錯，都是我錯。爸！你能原諒我嗎？
” 她一再的重複字句。好些年了，她從來没有向任何人道

個歉。

• 這段路不知走了多久。天色又變黑了。天上開始飄著小雪。
路邊竄出一隻小鹿，巴士司機急忙的閃避… 又看到一個路

牌說是離家還有多少里。啊！神哪！



決定命運的15分鐘

• 巴士終於到站了。司机沙啞的
聲音宣佈：“十五分鐘。我們

在這裡停十五分鐘” 。

• 這十五分鐘將要决定她命運！

• 她把皮包裡的小镜子拿出来，梳理了頭髮，把多
餘的口紅舔掉。她看看手指甲上殘餘的香烟痕跡。

• 不知道他的父母會不會在意。

• 不知道他們在不在車站。

• 她走進車站，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出乎意料

• 她路上想到上千個的可能
情景。但是，没有一個是
現在在她眼前的狀況。

• 在這個只有水泥牆與椅子的小車站，站着有
四十位表弟兄姐妹，伯叔阿姨，甚至姨婆，

奶奶，還有曾祖母。他們都在那裡。

• 他們都戴著派對時戴的稀奇古怪的帽子以及
製造噪音的笛子。車站的牆上掛著一幅電腦

打印的“歡迎回家”的標語。



父親的擁抱

• 她的爸爸從歡迎的人群中走了出來。
她淚水盈眶，想要開始她已經背了
下來的話：“爸爸，對不起…”。

• 她爸爸馬上打斷她：“别講這些了。
我們没有時間花在道歉上。歡迎會

已經開始，我們要遲到了。家裡有豐富的大餐在等著你。”

• 這就是我們因信稱義的人來到耶稣面前所經歷的。我們
到處奔波，流離失所。我們原來活在神的愤怒之下。

• 當我們回家時，天父正敞開著雙手迎接我們。没有咒詛，
只有慈悲、恩典與熱烈的父愛。因為我們都在主耶穌基
督裡因信稱義，他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付出了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