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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仍旧害怕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16 
圣灵与

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

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
18 
我想，现

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 8：14-18 

      
 两年前某圣经网站做了一个统计，在整本圣经里，当年被人读得最多的

一章经文是罗马书第 8 章。我们的人生如果在困苦当中，在患难当中，或者

在罪恶的捆绑、挣扎当中，在一切的软弱当中，最要读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

8 章。好好去读、去思想，它会给你带来生命的光，带来生命的盼望。今天

是父亲节，我特别从罗马书第 8章 14到 18节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父亲的信息，

题目是“仍旧害怕”。 

    华里克牧师曾在父亲节的时候分享了一篇文章：“如何带出你孩子的最

好”。他写了非常简单的五点： 

    1、你必须接纳他们的独特。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天赋、兴趣爱

好、个性性情都不一样，做父母的要接纳他们的独特，不要跟着别人。别人

学什么，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学什么；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的也应该怎么

样。父母要按照孩子的独特性来培养，才能够带出孩子的最好。 

    2、你必须肯定他们的价值。要赞赏和肯定他们，就像神总是肯定我们的

价值一样，即使他们只有一点点的进步，一点点的改变。人总是按照你肯定

他的方向来成长的，常常受到肯定的孩子，就会有符合父母期望的发展。 

    3、你必须给予他们责任并相信他们。就像主耶稣把向全世界传福音的大

使命托付给十几个门徒，给他们这么大的责任，也是对他们的信任。今天我

们对待孩子也是相似的，常常给他们责任，然后相信他们。从小的责任开始，

慢慢加大；让他们从小事上忠心，慢慢学习做大事的忠心。 

    4、你必须纠正他们而不定罪他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方面

需要改变、需要纠正，但是怎么样能够纠正他们而不定罪他们？华里克牧师

说，有两点要特别注意，首先是不要在愤怒中责备孩子，其次要留心你的言

语。在愤怒的情绪中或用讥刺的言辞责备孩子，他们也许会有些改变，但是

内心会产生仇恨或其他负面的心理，渐渐地跟我们疏远。 

    5、你必须无条件地爱他们。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爱，总是附带着一些

要求和期待，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成绩，希望他

们有什么样的成长……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孩子都非常聪明，他们会感受

到：噢，父母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是有要求的、是有条件的。所以，儿女

常常非常害怕父母，既害怕做错了事受惩罚，更害怕自己没有达到父母的期

待。这两个害怕，使儿女慢慢地躲避父母、隐瞒父母，不敢告诉父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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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甚至慢慢地封闭自己，跟父母都不敢交流了，于是在家里没有安全感，

产生很多心理的问题。 

    华里克牧师说，这五点其实就反映了天父怎么样对待祂的儿女，要我们

学习也这样对待我们的儿女。总是接纳他们的独特性，肯定他们的价值，给

予他们责任，并且相信他们、纠正他们，却不定罪他们，最后无条件地爱他

们。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在神里面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就要让儿女知道，

“你不需要靠行为和成就赚取爱，也不会因为做错事而失去爱。”孩子不需

要通过行为或者成绩、成就来赚取我们的爱，也不会因为做错了事，犯了罪

而失去我们的爱，这叫做无条件的爱。如果想带出孩子的最好，一定要无条

件地爱他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对儿女活出无条件的爱，让孩子们在家里没有

惧怕。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也常常经历惧怕的心理。你怕什么呢？有人

说，我们的惧怕最主要的是怕失去：怕失去健康、失去生命、失去孩子、失

去亲人、失去工作、失去财富、失去爱、失去关系、失去地位、失去面子，

所以我们也害怕失败，害怕受羞辱，因为这就没面子了。很多基督徒信主以

后对信仰有一个偏差的认识，以为你为神做的越多、奉献的越多，神就爱你

越多；你如果做得不够多不够好，神就惩罚你。或者害怕自己犯了罪就会失

去救恩。所以，基督徒也天天惧怕，甚至在信仰里害怕。害怕和焦虑可以引

起许多疾病，同时也让有病的人病得更严重。我们仍旧惧怕，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       

一、你还没有信主，没有回到天父的怀抱里，你的心灵没有安宁，你的

人生总是惧怕的。 

    二、如果信主了，你仍旧害怕，那说明你对天父的爱还没有完全的认识。 

    三、你知道了神爱你，天父爱你，但你只是在知识层面认识，却没有在

生活中感受和经历天父是何等地爱你。 

 罗马书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在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这位神是

你的天父，你在天父的怀抱里平静安稳，你不需要害怕。“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

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

女；”经文的意思里包含着一个对比： 

    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儿子的心，没有惧怕 

心和灵，原文都是灵，spirit，中文常翻译为“心”或“心灵”，不是我们的

心脏，而是指我们的灵，是掌控思想、意念、情绪、行事为人的中枢。心灵

不是物质的，所以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检测，而是要通过感受、经历去认

知的。这里讲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

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圣灵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我们信

主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了一颗心，这不是奴仆的心了。奴仆的心是

没有自由、充满害怕的人生，slave to fear。如果我们不信主，就永远生活在

害怕当中。但是，当我们信主了，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心，或者叫儿子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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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4：6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祂儿

子的灵”就是圣灵。我们领受了圣灵之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感动我们，呼

叫神为“阿爸，父”。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面。在约翰

福音 8：35里主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这是一个比喻，它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可以永远住在神的家里，享受儿子的

名分和权利，不会再害怕。 

约翰福音“1：12 凡接待祂的（耶稣基督），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

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接待耶稣基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祂做我

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也就是愿意悔改转向神，从祂那里领受一个新的生命，

死里复活的生命，并且相信这个生命是为主而活，有新的目的、新的使命；

我们就得到神所赐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加拉太书 4章：“6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7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段经文帮助我

们理解罗马书 8 章 14-16 节的经文，说到我们已经是儿子，不是奴仆了；我

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的心可以

呼叫神“阿爸，父”。 

 亚兰文的阿爸，是一个很亲切的、小孩对父亲的称呼。主耶稣受难之前

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呼叫神为阿爸父。祂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

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

福音 14:36）我们因为领受了神的灵，神的灵使我们的心也可以呼叫天上的

神为阿爸父，圣灵也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祂

是天父，我们是儿女。当我们在圣灵里面呼叫神“阿爸父”的时候，是发自

内心地称神为父，就像小孩称呼父亲那样的亲切。表明我们对天父的认知不

仅仅是来自理性的考量，对真理的认识，也不仅仅是来自圣灵或圣经为我们

作的见证，更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个情感的抒发和呼求！基督教真理不是一

个抽象的知识的认知，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感受到的，是有感情的。

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祂。祂是我的天父，我是祂的儿女，我跟祂是一个

很亲近的关系。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是理科生。信了神以后，慢

慢觉得我的心比较软了，听别人的见证啊、唱歌啊，常常会感动，甚至会流

泪。在神里面，好像重新发现了自己感性的一面。其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里，不仅仅是理性的认知，我们内心的感受和回应是非常重要的。 

 约翰一书 3章：“1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

女！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第 4章:“18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

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19
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这些经文说到慈爱的神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在神的爱里没有

惧怕。如果你还有惧怕，因为你没有完全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怎么样能够真

正认识天父是怎样爱我们，我们在祂里面不用惧怕，也不应该惧怕了？在今

天的信息里，我们将从罗马书第 8 章中天父给我们的三个重要应许，来认识

和经历天父的慈爱。这三个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这样

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而我们是祂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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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应许，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罗马书 8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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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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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无论你在这个世

上有什么样的软弱：生病时身体的软弱、在罪恶当中活不出良善的软弱，还

是信心的软弱、生活中劳苦的软弱，圣灵都能帮助你。这里说，有时我们软

弱到都不知道怎样祷告了，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

书 8章 22节的经文讲到人生就是叹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而圣灵

也跟我们一起叹息。但是圣灵会替我们祷告，祂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

这给我们很重要的应许。你如果成为神的儿女，无论你人生遇到什么样的软

弱，圣灵就站在边上等着要帮助你。“圣灵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帮助者”，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永远跟我们同在，要帮助

我们任何的软弱。 

    有一位姐妹，是国内很著名的作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有一次她

的同学问她，你不是信上帝吗？这位神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位姐妹说：“非

常简单，上帝就是父亲，我的父亲，我天上的父亲。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我

们都理解父亲跟儿女的感情关系，我的奶奶也知道。奶奶目不识丁，但是我

跟奶奶说，我们有这样一位天父，祂这样地爱我们，奶奶就接受了。虽然她

不识字，但是她知道天上有一位父亲是怎么回事，所以她接受了主，接受了

这位天父，然后总是向天父祈求，就像向父亲述说、祈求一样。”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天父，无论什么样的软弱，你向祂呼求：“阿爸，父！”，圣灵

就在那里，要帮助你。 

    如果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中，在对死亡、疾病的惧怕当中，圣灵怎么帮助

我们？罗马书“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定罪”就

是审判的意思（condemn）。刚才说了，我们对待儿女要纠正他却不定罪，

同样的，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儿女，神就不定罪你了。约翰福音“3：

18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在神里面，神不再定罪

我们，但是祂一直要纠正我们，要帮助我们悔改。罗马书“8：2 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本来人都是

被罪和死捆绑的，约翰福音 8：34 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

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没有信主就是罪的奴仆、死的奴仆，

我们一生都怕死，还有好多的惧怕，成为惧怕的奴仆。但在圣灵里面，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祂的律释放了罪的律和死的律，让我们真正得自由了！ 

    圣灵要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对圣灵的帮助有回应，我们要随从圣灵、体

贴圣灵。罗马书 8 章:“5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

贴圣灵的事。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13 你们

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刚才

讲到我们的信仰一方面有理性的、真理的认识、接受、相信，同时也有感性

的对神的回应。因为祂是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祂爱我们；有爱就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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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然后就有感情的回应。这里用一个字叫“体贴”，体贴就是一种感性的

回应。你如果体贴圣灵的心，就是愿意讨圣灵的喜悦，讨天父的喜悦，你就

会去顺从祂，做祂喜悦的事，会去依靠祂，然后就会带给你生命平安。我今

天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祂是爱我们的父亲，我们对祂要有

真理的认识，同时也要有感性的爱的回应。 

    彼得前书 1章:“
14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

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15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

洁；
16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的话语告

诉我们，我们这位天父是圣洁的，那我们做儿女的也应该圣洁。祂用父跟儿

女这种感情的关系来教导我们，不是给一些规条，要我们照着做，或者用一

些道德的规范，要规范我们成为另外一种人。祂是跟我们讲感情，所以 17节

这样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

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神本来是不偏待人，每个人都要受审判的，

但你现在称祂为父，祂不再定罪你了。这里是用父跟儿女这种亲情的关系来

感动我们，你既然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就应该去追求圣洁；你既然称这位天

上的主为父，就应该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特别的感受。许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不是用情感

来对待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信仰常成为一种道德观，以为真理就是一些道德

的规条，我们强迫自己要照着做，做起来也很难。而这个世界是强调惩罚的，

你做不出来就惩罚你，以致我们心存惧怕。但是在基督信仰里，神的心意不

是这样的。祂是用爱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去讨祂的喜悦，用恩慈来感动我

们悔改。罗马书“5：20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不是让你一

直去犯罪，而是因为给你很多恩典，就感动你愿意来讨祂的喜悦，愿意来遵

循祂的话语。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尽办法做讨

对方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如果想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神要

给我们人生的最好，你就要学会怎么爱神，怎么跟祂有一个亲近的感情关系。

若仅仅是圣经上这样说，我要照着做，那叫做“守规条”。神是那样的爱你，

你要爱祂，对祂有感情的回应。 

在这个世界，我们总觉得惩罚能够带来改变，而在耶稣基督里，神的爱

和恩典才能够使人改变，才能够造就人。上周三在美国一间有两百年历史的

黑人教会里，有九个人被人杀了。那天晚上有十二个人在查经、祷告，都是

黑人。后来进来一个 21岁的白人，大家都欢迎他，给他一本圣经，他就坐下

来，一起查经。大概查了一个小时，他站起来，拿出一支枪，开始射杀，九

个人当场就死了，包括四个牧者。手枪是他过 21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他的

礼物。他的父母离异，后来父亲跟后妈结婚，结婚后又离异了，是一个在问

题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所以充满了仇恨。这个事情发生后，州长说一定要给

这个年轻人判死刑。但是这些死者的家人出来说，我们饶恕他，我们不能让

仇恨取胜。他仇恨我们，但是我们不仇恨他。这就是神的爱、神的饶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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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仇恨他，把他杀了，我仇恨你，又把你杀了，那永远是一个仇恨的世界、

愤怒的世界、惩罚的世界，没有爱和恩典。神的爱是要激励我们，能够活出

恩典和爱的人生。哥林多后书 5 章：“14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

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

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被祂救

活，从死里复活。我们对神有一个爱的回应，祂的爱激励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遵守主道。 

 

第二个应许，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罗马书 8 章:“
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

祂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为祂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

使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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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节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

“我们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祂按照自己的旨意呼

召的人，都得益处。”简单地说，人生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都在掌管，

祂使万事都互相地效力，最后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马太福音“7：11 你们虽

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祂的人吗？”我们做父亲的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都知道把好东西给孩子，

何况在天上的父，祂是完全地爱我们，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祂的人！希伯来

书 12章 9-11 节再次把我们在地上的父亲跟天上的父亲比较：“
9
再者，我们

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

服祂得生吗？
10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

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11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地上

的父亲，也就是生身的父亲，都会管教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即使让我们受一

些管教，给我们一些困难、苦难，也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 

    到底得什么益处？经文告诉我们得两个益处，一个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像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用各样的方式，甚至把很难相处的人放在我们身边，

给我们很难的处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经过磨练，能够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第二个益处是让我们能够得荣耀，得到神的荣耀。 

    我们这位天父，祂爱我们，无论你现在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处境，你周围

是什么样的人，祂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我们人要做什么呢？我

们要做的就是爱神就够了，跟祂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一个亲近的关系，神会

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这是祂的第二个应许。 

最近看到一个见证，是一个台湾的姐妹写的。她原来是一间大公司的广

告总监，事业非常成功，为了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一家人移民到美国。八

年之后，她发现孩子吸毒，而且毒瘾很深，身心都严重受害。她当时正在读

神学，准备服侍神，而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教养好，染上了毒瘾，她觉得是极

大的羞辱。她说“神没有用我辉煌的经历来使用我，却用人生的苦难、最大

的羞辱来使用我。”她开始研究毒瘾，写了一本书，成为一个戒瘾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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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经历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苦难带给我的

到底是什么？但是就像这位姐妹，神使用她的苦难和羞辱的经历。所以我们

在神里面不必害怕，因为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会叫我得益处。我要做的就

是好好地爱神，好好回应神对我的爱。 

 

第三个应许，无论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神应许说,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又告诉我们，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用害怕。最后一个应许更重要，就是无论什

么样的事情发生，都不能把我们跟神的爱、基督的爱隔绝。你如果在耶稣基

督里，你如果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爱永远在你里面，永远在你身上。罗马书

8章：“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

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6 如经上所记：‘我们

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

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刀剑”就是死亡的意思，“这一切的事”

就是上面列的那些事，困苦、患难、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死亡，这

些事情都不能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在这些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主，你都可

以得胜！中间有一句，“为你的缘故”，如果在这一切的患难、困苦当中，

你知道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义受苦、为神受苦，神的爱就在你的身上，祂一

定会帮助你，你可以受任何的羞辱、困难，但是你可以得胜，也让你得益处。

“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

事、是将来的事，39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掌权的”就是天上一

切属灵气的掌权者，就是魔鬼撒旦。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现在的还是将来

的，在高处的、低处的，都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永远在你身上。

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你不用靠为神做得多好来赚取祂的爱，你也不会因为

做错了什么事情失去了祂的爱，你要做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17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

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
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

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里强调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一定要跟

祂一同做神的后嗣，后嗣就是领受天上产业的。一定要跟耶稣一同受苦，然

后才能够一同得荣耀。神的爱永远在我们身上，而我们需要的是永远在祂里

面，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我们已经在天父的慈爱里，你我一生不需要再惧怕了。因为，罗马

书第 8章有三个重要的应许。 

    第一个应许，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第二个应许，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第三个应许，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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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爱里就没有惧怕。但是，神的爱要激励我们去追求圣洁、过讨祂

喜悦的生活。就像父母要带出孩子一生的最好一样，神也要带出我们人生的

最好。人生的最好就是去爱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