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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不以福音为耻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來。这义是本于信，以致

于信。如经上所記，义人必因信得生。    

 罗马书 1：16-17 

 

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也许会想到：福音不就是让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

嘛，但是别人日子过得都比我好，怎么跟他们讲福音呢？或者我们认为福音

就是让我无病无灾，逢凶化吉，但是我的朋友们又健康又快乐，我自己却是

病怏怏的，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我们甚至觉得福音就是让我成为一个好人，

但是周围的人都挺好，他们都行善助人，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所以，福音

我知道，但是我说不出口！罗马书中，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接着本来有“因为”这个词——“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后面说到“因

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最后说“义人因信得生”，显明他是真正认

识了而且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不以福音

为耻”。 

这两节经文首先强调，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人是非常

软弱的，人需要神的大能。诗篇 6 篇:“2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

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战！3我心也大大地惊惶。耶和

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4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

我。”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觉得自己很强壮、很能干，生命和命运

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其实我们是外强中干，里面都是相当软弱的。我们不

敢也不想把我们的软弱表露出来，怕别人会因此轻看我们、羞辱我们。当我

们有一天真正谦卑地俯伏在神面前，承认“神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

我们才对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也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我们一般对“软弱”的理解包含了三个意思，一个是有病，一个是无力，

一个是虚弱。这个词在罗马书里出现了至少六次，特别强调的是身体的软弱、

心灵的软弱或道德的软弱，以及在信仰里面对神信心的软弱。基本上就表达

了人类自从离弃神以后，人类的光景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1、心灵的软弱 

5 章:“6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8惟

有基督在我們还作罪人的時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

里的“软弱”，英文是 powerless,无力,没有能力，强调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软

弱的，我们生来就是个罪人，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

我们一定有痛苦，一定有苦难。8章:“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4 使

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前面说到因为

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是软弱的；这里讲到，因为我们肉体软弱而不能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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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法。这个“肉体”，flesh,不是指我们的身体，而是指我们的罪性。我们

因为罪性而软弱，行不出神的律法。但是神爱我们，甚至当我们做罪人的时

候，敌对神、不信神、悖逆神的时候，神就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为我们做了罪的赎罪祭，让祂成为我们罪的刑罚，使神的律法将来可以藉着

圣灵在我们身上行出来。所以，我们肉体的软弱就是行不出善，不能行神的

律法。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应该发火、不应该愤怒，但是我们就是生气，

因为我们控制不了自己。我们知道的善行不出来；反而恶的我们就行出来，

这就是在心灵上或道德上的软弱。 

2、身体的软弱 

8章:“22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23不但如

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26况且我们的软

弱有圣灵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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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经文里有三个叹息。一个是讲到我们身体的败坏，我

们一定会生病，一定会衰败、死亡。也讲到我们人生就是劳苦叹息，劳苦的

原文 the pains of childbirth，我们的人生就像生孩子一样的痛苦。即使信主的

人，也是要劳苦叹息，直到有一天我们身体最后得救赎，脱离了在地上的疾

病衰败死亡的捆绑，在神里面享受完全的安息。 

3、信心的软弱 

“14;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納，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15:1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讲到信心

的软弱，特别讲到在信仰当中，因为遇到一些处境，我们就开始疑惑神，我

们的信心不坚固。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状况，信主的人有他的软弱，不信主的人更是在

软弱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认识神福音的大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

能够领受神福音的大能，以至我们真是能够胜过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软弱，无

论是身体的软弱、心灵道德上的软弱，还是我们信心的软弱。 

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我们本来是罪人，要受神审判和

惩罚的，我们罪的后果就是死；我们是要受罪辖制的，我们人生是在苦难当

中的。但是神爱我们，祂不惩罚我们，这就叫做怜悯。祂不仅仅不惩罚我们，

还要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只要信耶稣，不仅仅罪被赦免了，而

且进一步的，神还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属灵的身份，神儿女的

身份，这就叫做恩典。免去我们当受的刑罚，这是怜悯；赐给我们不配得的

礼物，这是恩典。福音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只要信耶稣就能得着。 

今天我们要接着看福音的大能是什么？这两节经文里有一个字是非常重

要的，出现得最多的，就是“信”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福音是要靠着信才能够得着，是要因着信才能够领受，最后又说“如经上所

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两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的中心信息：我们要领受神

福音的大能，是要藉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不是藉着我们做了什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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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了神什么来换取的。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只是信，神就给我，我没

有任何的功劳。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

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

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林前 1:18-19,29）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我们觉得自己聪明，神要败坏我

们这一切，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说，因为我做了什么，神才

给我这个福音。 

我祝福的时候，常常用罗马书的这一句经文“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

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15：

13）提醒大家的一个字叫做“因信”，神的盼望，神的平安喜乐，圣灵的能

力，是藉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而临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因着信领受到什

么样的福音的大能？我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 

 

一、福音的大能使人因信得救 

今天的世界真是需要拯救，我们人真是相当的软弱。两天前，多伦多的

报纸 Toronto Star 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母亲被采访的记录。她有五个孩子，

最小的一个男孩本来活泼可爱，喜欢运动，给家庭带来很多快乐。但是他在

10 岁的时候突然得了一种心理疾病，变得总是充满了愤怒，把一个家吵翻了

天。这个孩子去了九个不同的机构接受治疗或辅导，并服用药物。过了两年，

他 12岁的时候，有一天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这个母亲在访谈里说，为什

么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人想帮助他，就是帮助不了，这孩子竟然就这样

走了。今天，很多人陷入了心灵的问题，不仅自己不想活了，还想别人也不

要活。上周有一架德国的客机坠毁，完全是人为的因素。27岁的副驾驶在 2009

年得过严重的抑郁症，医生开的证明说他心理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出事之前，

他和女朋友关系破裂。那天在飞行当中，他把去上厕所的正驾驶员关在驾驶

舱外面，自己开着飞机，以每小时 700 公里的速度往下冲，飞机撞到山上，

机身粉碎，现场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这整个社会是非常恐怖、非常令人

担心的，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软弱的，确实需要神的拯救。 

“
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利尼人。”神在一切民族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后来

成为犹太人的祖先，所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的启示和奥秘先显明给他们，

藉着他们写下来。所以福音是先给他们的，然后神藉着他们把救恩传给我们，

所以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其他的

民族。当然，我们非常尊重这样一个民族，神确实使用他们，特别地拣选他

们，并且在救恩里面，在祝福里面，在审判里面，对他们都有优先。不过，

根据罗马书，我们知道，在神面前他们跟我们是平等的，犹太人也不是义人，

也要靠着因信称义，靠着信神而得救。 

罗马书“5：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

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会死，因为我们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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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的始祖亚当悖逆神、犯罪以后，这个罪就进入了

世界，我们常常称它为“原罪”。每一个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有罪

性，所以我们会犯罪。通俗一点说，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我们没有转向神

的倾向，因为我们已经不认识神，与神的生命隔绝。圣经里面说的“罪”就

是我们违背神的律法，或者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

的罪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却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永生，

把我们从死里救出来，或者说从死里救活。 

以弗所书 2章：“
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

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6祂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因为罪我们就死了，而且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在圣经里包含三个

方面：第一是我们的肉体都要死。第二个方面，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的

行事为人、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按照我们肉体的罪性来行、来思想、来意念；

我们与神的心意隔绝，不能按神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整个人就是败坏的，

这叫灵性的死。第三个方面，就是将来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启示录里面说，

我们要面对第二次的死，或者叫永死，永远的死在地狱火湖里，受罪的刑罚。

但是神爱我们，祂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藉着主耶稣基督，使

我们因着信祂就活过来；不仅仅活过来，而且跟祂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这就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神就把我们救活了。约翰福音“5：24 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們，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把我们从死里救活了，让我们有永生，这是我们信

主以后得着的。如果我们信主却没有感受到我本来是死的，神把我救活了，

我们就不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不会有改变的。 

约翰福音 3章：“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給他们，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7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

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得救”就是从死里被神救活，得到永生，成为神

的儿女。约翰福音 1 章：“
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13
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什么叫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新的

生命，这个生命是从神生的；我们的旧人已经死去了，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

生命，新造的人，重新的开始。所以当我们讲到信主，福音的大能是要把我

们从死里救活，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活在神里面，永远与神同

在，就叫做永生。然后这个新的生命要在神里面成长，要活出耶稣的生命的

样子，这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也意味着对过去的生命的否定，

那个生命是罪人的生命、是败坏的，我们完全地否定他，这就叫做舍己。路

加福音“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

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 deny,就是要否定我们自己，因为我们

原来的罪身是完全按我们的罪性而活的。 

福音的大能就是使我们因信得救，使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可

以总结在四个方面： 

1）从死的权势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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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有身体的死，有灵性的死，将来

还要面对神的审判，地狱火湖的永死。但是神要把我们救活，赐给我们永生。

我们因信主耶稣，就脱离了死的捆绑和刑罚，将来肉体有复活，灵性也活过

来，能够活在神里面，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也免去了我们永死的审判。所以

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活过来，而且

永远活着。 

2）从罪的权势得救 

因信得救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于神，也是神赐给我们

的，我们从此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为神而活。神不仅仅把我们从罪人的

身份拯救出来，而且要把我们从罪恶的心思和生活方式里拯救出来。所以这

不仅仅是一次的拯救，也是我们一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追求圣洁的一个过

程。 

3）从黑暗的权势得救 

黑暗的权势特别指我们心灵的黑暗，情绪的黑暗。抑郁症的一个特征就

是黑暗：我觉得一切都是负面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我看到谁都不对，我看

到整个世界都是悲哀的，所以我就没有希望，我也不想活，就叫作心灵的黑

暗。还有好多人一直怀着恶毒和仇恨的心，也是非常黑暗的。神要把我们从

黑暗中带到光明里面。 

4）从撒旦的权势得救 

撒旦的权势就是一切邪灵的捆绑，带来了这个世界的环境和处境。圣经

说到撒旦的灵是在那些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是在不信的人心里运行的，所

以信的人是属神的，不信的人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受邪恶的捆绑，因此心

里想的常常都是邪恶的东西，都是负面的东西，都是破坏伤害人的心思。 

有一对夫妻，有五个孩子，丈夫做工赚钱养家，生活很辛苦。有一天，

这个父亲突然发现，买卖毒品可以很快地赚很多钱，所以他就走上了这一条

路，不仅仅自己吸毒，也搞毒品的生意。但是他心里其实非常的不愉快，活

得很不舒服，所以回家天天发脾气、打老婆，甚至有时就拿出刀来要杀妻子，

家庭的暴力很严重。他的妻子再也无法忍受了，想要杀他再自杀。有一天晚

上，这个丈夫回家，他妻子就拿了一把大概半米长的刀从暗处冲上来，要砍

杀丈夫，两个人就打成一团。因为妻子的力量有限，没有砍杀成，丈夫就叫

警察来，说他的妻子疯了，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撒旦的工作就是藉着人在

黑暗当中生活的败坏，情绪的黑暗，来毁坏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后来这个妻

子从医院里出来，有一天在街上走，听到教堂里音乐的声音，她就进去坐着

听。然后牧师起来讲道，其实她没有听到什么东西，但是她突然感受到一个

异象：有块白布好像从天上飘落到她身上，她立刻觉得有一种暖流，那种爱

的暖流，进到她的生命里面。她说，从那一刻开始，她心灵的伤痛、混乱、

恐慌、恐惧，一下就消失了，她再没有要杀害她丈夫的那个恶毒的心。从那

时候开始她就改变了，去了教会，弟兄姐妹带领她信主。她的生命在主里面

慢慢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中，慢慢成长起来。后来她丈夫发现她变

化很大，有一天情不自禁地问她：“告诉我你怎么样变了，你是怎么样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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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就告诉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并且一直为他祷告。她丈夫后来也信主了，

婚姻重新建立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有 22个孙子、6 个曾孙。这对夫妻回顾过

去，本来这个家庭已经毁了，但是福音的大能临到他们身上，现在他们在神

的恩典中，是个幸福的家庭。 

 

二、 福音的大能使人因信得义 

圣经里面的“义”，是神的一个属性；义的字根是 right，就是“对的”。

假如神看我们是个义人，就是说，神看我们是对的。不是说我们互相看，觉

得对方对，而是神看我们是对的。箴言“2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

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正的，

但只有神衡量人心。罗马书 3章：“10就如经上所記，沒有义人，连一个也沒

有。11沒有明白的，沒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沒有行善

的，连一个也沒有。”“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

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是个罪人，没有善，也没有义。这个说法

我们常常不能接受，我们认为自己挺善良的，做了好多好事；我也是有义气

的，别人对我好，我没有忘恩负义。但是神说我们没有义，是按祂的标准、

按祂的眼光来看的。神的标准是完全的爱和圣洁。假如我说我是一个义人，

我很有爱心，那么，有人伤害我了，我还爱他吗？我就不爱他，我要报复他。

所以，神用祂的标准一下就检验出来了，神说我们所谓的爱，我们所谓的义

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有条件的。比如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我说不求回报，我就是完全地爱你、给予你帮助。但是当别人不感谢我，也

不肯定我所做的，我一下就不舒服了，那就说明我们做的一切还是为了自己，

想得自己的面子，得着别人的感谢。圣经说我们总是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去

善待那些对我们好的人，这不是义，这也不是善，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自己，

都是一种交易，都是追求回报。而神的义是完全的爱跟完全的公义的融合，

祂完全地爱我们，无条件爱我们，但同时祂对罪又是公义的，罪一定要有审

判，所以祂就赐下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公义的审判，来显明祂完全

的爱。 

“
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來。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本

于信以致于信”，英文是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说明这“义”从始至终是

因着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神是公义的，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包含

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1）神的义的作为：代赎 

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一个就显明在神的作为上，神的福音就是

祂的义的作为，义行。罗马书 3 章：“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本来我们都是罪

人，都没有义，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称义，让神看我

们是对的，这个作为是神的义。 

2）神的义的结果：赐给我们义 



7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罗马书 3 章:“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

知为证。
22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別。”我

们本来是没有义的、没有爱的、没有圣洁的；但是神藉着福音把义赐给一切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结果就是让我们得着义，神称我们为义，看我们为圣洁。

这是一种宣告，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我们脱离不了罪，但是神宣告我们无罪。

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显明在神赐给我们义。祂藉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

让我们称义，让我们得着义的身份。 

3）神的义的显明：慈爱和公义 

罗马书 3章：“25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26好在今时显明祂

的义，使人知道祂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称我们为义，也显

明祂是义的。今天你如果称自己为义人，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饶恕别人的罪；

不仅仅饶恕他，你还能爱他，这叫义，这是神里面的义，也是我们要去追求

的一种义。神赐给我们义，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对周围的人，我们不仅仅能

够包容他们，能够原谅他们，我们还能够给他们恩典，能够爱他们。现今的

世界是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大家都是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怎么对

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你。神要赐给我们一种恩典，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我仍

然可以对他好；神要我们去活出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神给我们义，或者叫做称我们为义，就是给我们一种义的身份，让我们

可以与神和好，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是对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

命，我们得救了，有永生的生命。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地位和

权柄，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可以每天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寻求祂的恩惠，

寻求祂的怜恤，寻求祂的帮助。 

神把我们救活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福音的大能。我们

可以坦然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给我们一个

义人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儿女的地位，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支取祂的力量，

支取祂的爱，支取祂的能力来过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关系的恢复，是一个

回归，是一个和好，更是打通了我们每天跟祂交流的一条道路，所以耶稣说

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第二点福音的大能。 

 

三、福音的大能使人因信得生 

“
17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因信得救，是给我们生命；因信得义，是给我们身份，让我们可以每天到祂

面前去支取祂的恩典；因信得生，是让我们好好活着，凭着对神的信心活着。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是靠着一口气活着，很多人没气了，就不活了、活

不下去了。气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信心，虽然生活很艰难，但我们凭着一种信

心，觉得人生会更好，将来会改变，我们就能活下去。今天我们讲“因信得

生”，就是说福音的大能使我们可以靠着对神的信心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

哥林多后书 5 章：“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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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这样认祂了。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靠对神的信心活下去？义人，因信称义的人！你已

经信神了，你在耶稣基督里被神称为义了，这样的人才能靠着对神的信心活

下去。 

“因信得生”从旧约哈巴谷书而来。先知哈巴谷看见当时的世界充满暴

力，黑白颠倒，没有正义，非常的混乱。他问神说：你为什么不来管一下？

你为什么不插手？为什么不来改变一下？还要等多久呢？先知当时问的第一

个问题是“还要等多久（how long）？”就像今天我如果没有工作，我会问，

神啊，还要等多久你才给我工作？我们如果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我们会问

神，还要等多久才让我出来，让我走过去？我的病多久才能治好？其实这个

问题我们每天都在问，有时是抱怨，有时是无奈，有时是叹息，有时是在神

面前的一个哭求。先知哈巴谷当时就问这个问题，还要等多久啊？你什么时

候来救我啊？我非常软弱，你什么时候来帮助我？然后神就回答他：你要看

我的作为。 

但是神的作为让他更困惑。当时犹太国家非常乱，因为神的子民不按神

的话去做，他们不行公义，没有爱。神说，我要兴起一个比你更坏的国家，

就是巴比伦，来惩罚你。所以哈巴谷就更不理解了，我们本来就很混乱了，

你再兴起一个更坏的国家来惩罚我们，来管教我们，怎么会这样呢？他觉得

这太不公平了、太不合理了，于是他开始对神有埋怨，说神眼目不明、好像

瞎眼了，怎么会用这些人来惩罚我们，所以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会这

样呢（how come）？”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疑问：不信的人有工作，而我信

主了，却被解雇了，这神公平吗？怎么会这样呢？我是好人，我天天服侍神，

为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会这样？ 

哈巴谷书第二章开始，神就回答哈巴谷的问题：“
2
祂对我说，将这默示

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
3
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

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4
迦勒底人自高

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神说祂都有祂的时间，祂的计划，不

会耽延的，你们就是要等候。第 4 节最后一句话，就是今天学习的经文所引

用的“如经上所記，义人必因信得生”。神说：真正相信我的人，是靠着对

我的信心活下去的；不是凭眼见，不是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

界，有不公平有不公正，有苦难有疾病有死亡有罪恶，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是

靠着对神的信心活下去的。 

在新约圣经里除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也都引用了这句经文。

希伯来书 10 章：“
35
所以，你們不可丟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36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37因为还有

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38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希伯来书

的背景讲到犹太基督徒当时受到极大的苦难，被毁谤、遭患难，甚至家业都

被抢去，被人羞辱，所以这卷书信鼓励他们把信仰坚持到底，紧紧抓住神不

放，持守信心，忍耐等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 12：2）。

靠着对神的信心活下去。今天神也要我们忍耐、等候，按神的旨意去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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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要来的就要来。我们的人生里面神有祂的时间，祂要给你的就会给你；

你现在等工作，神会给你，祂不会耽误的、不会迟延的。神要救你出来，时

候到了，你就得着帮助。但是祂要让你经历一个困境，神要试验义人，要磨

炼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经历祂，靠着对祂的信心而活，我们就能成长、得

到完全。 

在 1997 年，有一个 15 岁的女孩，刚刚信主一年，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的

祷告小组。这是一群非常有追求的孩子们，每天早上七点钟到学校去围成一

圈，一起为学校为同学为老师为社区来祷告。这个女孩叫 Missy。那天早上起

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祷告完了，说完阿门，大家就散开了。没想到学校教室

外面的大厅角落里站着一个 14 岁的男孩，他从书包里拿出枪来砰砰砰地开

枪，当时就打死三个人，伤了很多学生，Missy 也受伤了。子弹穿过她的肺，

打到她的脊椎，当时她觉得自己就像棉花一样飘起来，然后掉到地上，失去

知觉！后来抢救过来，但是下身瘫痪了。杀人的这个男孩，是个有病的孩子，

他去偷了别人的枪来杀人，没有任何目的。如果你的孩子每天早上七点都去

祷告，今天竟然就受了这样的伤害，你能承受得了吗？可能你会跟神抱怨一

辈子，甚至会不信神了。但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不停地为她祷告，之后每天

她都收到六七百封代祷的信，支持着她。这个孩子说，当她醒来的那一刻，

她就感受到神向她说话，“你可以承受得了，你可以活下去”。所以她就安

慰她的父母，安慰她的亲人，说“我没事的。”她竟然可以有这样一种平安

的心。靠着对神的信心，她走过来，走到今天。她一直坐在轮椅上，不仅仅

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有了工作，而且结婚了，生了孩子，做了母亲。这就是

一个因信得生的见证。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神告诉我

们，我们可以靠着对神的信心活下去，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今天这一节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要使我们因信得救，因信得义，然后因信得生。盼望我们每一个

人都来领受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的一生虽然有痛苦，有患难，有死亡，但是

我们已经因着对神的信心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