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书

第二十课…

信徒今生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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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
人没有好好按照神的希望 计画活在世上
人没有好好按照神的希望、计画活在世上，
没有把神的慈爱活出来。
亚当的两个儿子，
亚当的两个儿子
该隐嫉妒亚伯、就杀了亚伯，
以后在人类历史上 不断有仇恨、凶杀的事
以后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有仇恨、凶杀的事，
扩大就是战争不止息。
神把亏缺他荣耀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神把亏缺他荣耀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神的福音，
让人重新得着他所要赐的荣耀，
 这个荣耀不仅是将来作神的后嗣、
管
，
有荣耀的身体、与主耶稣一同管理万有，
那是将来的荣耀，
 神今天就要把荣耀赐给我们、
神今天就在我们生命中作工

信徒得荣耀是福音的高潮，
罗三23 告诉我们为什么人需要福音：
告诉我们为什么人需要福音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就是失去了、或是达不到
「亏缺」就是失去了 或是达不到
 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
能满足神荣耀这样高超的标准
其实这是神造人的希望，
神是按着自己的形像 样式来造人
神是按着自己的形像、样式来造人，
 神是属灵道德的形像，
是美善、慈爱、公义、
圣洁、良善、真理
 神造人，希望人把
神的这些美德、荣耀，能够彰显出来
神要把他的荣耀充满他所造的人，
然后显出他的荣耀、来荣耀神！

八26-29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是神拯救人、福音的目标：
神召来这些人，
不仅仅停在因信称义、靠圣灵成圣，
要叫他们得荣耀。
得荣耀

得荣耀不是将来、等到了天家与耶稣一同管理万有吗？
基督徒不是只有等那 个
基督徒不是只有等那一个，
今生、活在现在，神就要我们得荣耀。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到底「益处」是什么呢？
益处是不是凡事顺利 得到财富 身体都健康
益处是不是凡事顺利、得到财富、身体都健康，
那如果受挫折、事业失败、变成贫困、有疾病了呢？
那是不是就都不是益处呢？
如果我们老是想顺利、成功、财富、健康是益处，
你就不懂得神要叫你得荣耀的意义了。
你就不懂得神要叫你得荣耀的意义了
顺利、成功、财富、健康，是万事
挫折、失败、贫困、疾病 也是万事
挫折、失败、贫困、疾病，也是万事
多得财富，成功、顺利，万事的一部分，
神 这些万事 相 力，
神让这些万事互相效力，
是有更高的目标、更重要的益处。

从保罗的经验找出，神是怎么样制造、改变保罗的…
九1-4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
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保罗为了犹太人心里忧愁、伤痛，
 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
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
没有得到神福音的好处、
有接受神 音
能、 有得到神赐 拯救
没有接受神福音的大能、没有得到神赐的拯救
 甚至说：只要他们得救，
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就发现保罗爱犹太人的心何等大、爱骨肉之亲何等大。

这个益处，在下文保罗就告诉我们了：
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是荣耀、美德、极其好的形像和模样，就是神的荣耀
神的目标，我们都效法神儿子的模样。
「效法」有更好的翻译，效法，比较偏重在人的努力，
 希腊文更强调的不是人在主动、乃是神在主动，
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
使这些人跟他儿子相同模样。
 有些圣经的抄本就很直接写说：
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神在使万事效力，
效力的结果是什么？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效力的结果是什么？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得什么益处？愈来愈像他儿子的模样。
是神在主动 神在制造
是神在主动、神在制造，
神要使我们像他儿子耶稣基督。

如果了解保罗写罗马书时候的前后的背景，
就发现这 个保罗跟以前的扫罗不 样了
就发现这一个保罗跟以前的扫罗不一样了…
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名叫扫罗，不信耶稣，
看到信耶稣的人 他气得个半死
看到信耶稣的人，他气得个半死，
 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年轻拉比，犹太公会给他大权，
他就拿了这些权力去抓基督徒，
他就拿了这些权力去抓基督徒
把他们关在监牢里、要他们否认耶稣，
对不一样的人
对不
样的人，非常激烈的敌对
非常激烈的敌对
 后来司提反讲耶稣的道，他们就把司提反打死，
众人就衣服脱下来放在扫罗面前，
不是看管衣物的小孩，他是一个作见证的人。
，
，
，
当时的习俗，要打死人的时候，衣服脱下来，
放在一个有权威的人面前，作见证
所以保罗在信主耶稣以前叫扫罗，
是一个非常气度狭窄、要把敌对的人杀害的。

林后十一 保罗到处传福音、被人追打，什么人打他？

「犹太人打我打了五次、每一次四十下减掉一下」，
「犹太人打我打了五次
每 次四十下减掉 下」
旧约如果犯错，犹太人可以打四十下，打伤了都不要管的，
他们为了安全起见 只打三十九下 四十下减一下
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只打三十九下–四十下减一下。
保罗对犹太人，仍然充满了宽恕、恩慈、怜悯的心，
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只要换来犹太人得救，他都愿意！
这岂不就是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美德吗？
主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耶稣讲的第 句话：
在十字架上耶稣讲的第一句话：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保罗过去没有这种美德、这种胸襟的，
保罗过去没有这种美德
这种胸襟的
当他信了主耶稣、跟随耶稣，万事互相效力，
神就在制作他、改变他，保罗愈来愈得益处，
也就是愈来愈被制造成为神儿子的模样。

保罗在人生路途中，多次要去罗马老去不成，
挫折很多 不是凡事顺利 神也允许
挫折很多、不是凡事顺利，神也允许，
让保罗更加的坚毅不拔、学习忍耐。
保罗写完罗马书到了米利都，劝勉以弗所长老：
保罗写完罗马书到了米利都
劝勉以弗所长老
「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到了晚年被审判的时候，众人都离弃他，
保罗面临到荣辱的问题，
保罗面临到荣辱的问题
但是保罗说：「人离开我没有关系，
唯有主耶稣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
 所以他唱出伟大的凯歌：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保罗在这许多人生经历中间、万事效力中间，
愈来愈像神儿子的模样，这叫作今生得荣耀！

保罗提到有一根刺在身上，
三次求告主 结果主没有拿去
三次求告主、结果主没有拿去，
主感动启示他：「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什么时候你软弱 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会临到 」
什么时候你软弱、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会临到。」
后来保罗自己明白了– 让我学习谦卑。
 保罗恩赐太大了，上帝给他太多的能力、恩典，
保罗恩赐太大了 上帝给他太多的能力 恩典
这样的人很危险，很容易自高
 或被别人看高了、把他抬太高，
那更危险，别人手一放、掉下来就很辛苦了
所以上帝允许这根刺留他身上，保罗就学得很谦卑。
晚年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还在说：
，
，
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不配的，
但是上帝恩典临到我，
让保罗时时依靠上帝的恩典，知道靠自己算不得什么。
这个谦卑的心，是被上帝看重的重要理由。

如果今天世上的基督徒，
 愈来愈像耶稣那样子的饶恕人、
愈来愈像耶稣那样子的饶恕人
对人恩慈、对仇敌良善，
那真是耶稣的荣耀显出来
 如果在地上虽然很有本事，极其的谦和，
也是把耶稣的荣美显出来
 在地上能够坚毅不拔、遵行神的旨意，
能够不顾荣辱、只要主的旨意成就、主站在旁边，
也不管别人恩怨、陷害，只要主的福音传开，
这样一种生命表现是非常祟高的，今生就得荣耀！
盼望更多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充满主的荣耀，
就能够像明光照耀，
在这黑暗的世代，
让别人羡慕作基督徒、喜欢作基督徒，
也一同来信主耶稣。

万事互相效力，是在我们外面神作工、外面的因素来塑造
 神更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


八26 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

圣灵不但重生我们，而且住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
圣灵不但重生我们
而且住在我们 里 引导我们
 天天治死身体的恶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然后圣灵他要把能力、把美善果子从里面活出来
然后圣灵他要把能力 把美善果子从里面活出来


不过我们很迟钝，连祷告都不晓得怎么祷告，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所以我们愈来愈像神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愈来愈像神儿子耶稣基督、
愈照神的旨意。
我们要感谢神，借着圣灵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我们要感谢神 借着圣灵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也可以翻译「不说出来的叹息」，
不必说出来 我们不知道 圣灵就为我们祷告
不必说出来，我们不知道、圣灵就为我们祷告，
祷告祷告，神的旨意就显明。

论到祷告，我们常常照自己意思祷告，
上帝为了你的好处 就不成就你的祷告
上帝为了你的好处，就不成就你的祷告。
 真正去祷告的时候，上帝借着圣灵感动我们，
愈来愈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是何等的美好
愈来愈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何等的美好
 当愈来愈明白、愈清楚的时候，你就被改变，
以后所求的照着上帝旨意来祈求
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却能够照圣灵的感动，
愈感动，以后愈改变我们错误的意思，
照神的旨意求，以后愈求就愈像耶稣的模样、
或说被制造成神儿子的模样，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外面，万事互相效力，
在里面，圣灵将神旨意感动我们、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就愈来愈照神旨意祈求、仰望，
神大能就临到，
我们就变成神儿子的模样、荣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