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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 
 
 1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2凡事大有好处。第

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3
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

废掉神的信吗？4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

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5
我且照着人

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

祂不义吗？
6
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7
若神的真实，因我

的虚谎，越发显出祂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8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

是该当的。 

罗马书 3：1-8 

 

中国有份很有名的报纸叫做《南方周末》，他们的口号是“在这里读懂

中国”。几年前他们出了一期十周年特刊，其中有个专栏叫做“没想到”，

里面有一系列的文章，都是不同的人写的，包括“没想到大学毕业去卖猪肉”，

“没想到牛奶会有毒”，“没想到房价这么高”，“没想到剩女这么多”，

“没想到富人这么富”，“没想到拆迁会拆死人”……最后一篇文章是“没

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作者范亚峰博士，是一个律师，他分析了现在中国信

基督教的人这么多、中国的教会发展得这么快的原因。文章里说，中国改革

开放这么多年以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发展也非常好，但是人的精

神失落、人文危机、生存压力、社会矛盾激化，还有独生子女情感心理脆弱

等等，很多社会问题都暴露出来。而基督信仰可以直接地解决人心的需要，

与人的生活、工作、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生存心态、人生意义以及终极关

怀都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基督教在中国能有这么快的发展。其实，从中国社

会基督徒为什么会多起来，就可以证明神在罗马书里面的话：人的不信不能

废掉神的信，或者神的可信。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

妨呢？” 

“
1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2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3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罗马书第 2章讲

到旧约的时代，神拣选犹太人，即使他们跟神有约，他们是圣约的子民，他

们受过割礼，但是这些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救恩。救恩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的

信心才能够得救，不能靠守律法、守规条，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第 3 章这里

接着就说，那作为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首

先，最重要的好处，就是神的话交托给他们。神是圣经终极的作者，但是神

的圣灵默示一些人来写下圣经，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这些人基本上

都是犹太人，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写下来，然后传给我们全世界的人，这个

是犹太人得着的最大的好处。犹太人跟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相比，他们应该是

最认识神的一个民族。他们读了圣经，他们应该最懂得神的话，最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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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还是不相信耶稣。所以第 3 节就接着说：即便他们当中还有不信的，

这有何妨呢？犹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他

们不信耶稣，不信基督信仰。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呢？今天我分三个方

面跟大家分享：  

 

一、 有不信的 

罗马书 10 章：“16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

所传的有谁信呢？
17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18
但我

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

极。”神的福音已经都传遍天下了，但还是有人听见了却没有信从、没有听

从、没有接受。使徒行传第 28 章：“23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

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

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24他所说的話，有信的，有不信的。……
27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

里明白，回转过來，我就医治他們。”这里讲到使徒保罗当时跟人们讲福音，

但是他所说的话，有人信，有人不信。就像今天我们跟人传福音，总有人信

的，也有人不信的。使徒保罗说，这也应验了旧约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些

不信的人，他们的心其实是被蒙蔽了，耳朵发沉而听不进去，眼睛闭着不去

看，所以他们就信不了。这句话里的“恐怕”这个词，显明人的无知，一个

人怎么会恐怕自己得到医治呢？你如果回转过来，看见了，听见了，神会医

治你，可以带来你生命的改变，但是你却不愿意，这就是无知。 

今天为什么好多人不信呢，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到三个原因，可以反映

出不信主的人的心灵状况： 

 1、你们心中容不下我的道（约 8:37） 

 当马利亚怀着耶稣要生产的时候，客店里竟然没有可以接待他们的地方，

所以耶稣诞生在马槽。就像我们今天的人心，容不下耶稣的道，容不下神的

启示、神的话语，因为你心里已经是满满的。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去请教

一个高人，想从他那里再领悟一些东西。去了以后，这高人就给教授倒茶，

倒，倒，倒满了，还继续倒，水就溢出来了。教授急了，忍不住就阻止这个

高人说：怎么满了你还倒，你没看见吗？这个高人跟他说，你心里已经充满

了自己的思想和偏见，除非你倒空自己，否则我怎么能够指教你呢？这个比

喻说明，人常常是自高自大、非常骄傲的，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你都先入为

主，有好多思想了，所以你容不下神的道。真正要信神，要信耶稣，需要掏

空我们自己，就像圣经说的，要谦卑到神面前。因为神的话，神的真理，向

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了，反而向那些婴孩就显明出来。婴孩就象征那些

单纯的、谦卑的人。所以，你为什么不信？因为你心里已经满了。你靠自己

的一些思想、一些教育、一些人生经历、一些体会，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你容不下耶稣基督的道。 

 2、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约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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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追求的是地上的荣耀，不去追求从神来的荣耀，神要给你的尊贵、给

你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们）怎能信我呢？”。今天很多人就

是因为追求的东西追求错了，所以很难信。 

3、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 3:19） 

很多人本身就喜爱罪恶的东西，沉溺在罪中之乐里面；而神的话显明我

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可是我们都不愿意改变，“不爱光倒爱黑暗”，

宁可活在黑暗里面，所以很难信神。 

此外，人不信的背后还有属灵的背景。哥林多后书 4 章:“
3
如果我们的

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

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着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这个世界的神，

或者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牠蒙蔽了我们，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不叫基

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我们。魔鬼撒旦其实就是不想我们信了得救，不想我们

得着神，不想我们走上神的正道。路加福音说：“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8：12）这是为什么今天有这

么多人不信的原因。 

 

二、 不能废掉神的信 

“3 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4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

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即使像以色列人，神的话

都交给他们，他们都懂了，竟然还不信。但是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这个“信”，faithful，有很多的意思，包含了

“可信的、信实的、信用的、忠实的、忠心的”。古人说：“民无信不立”，

缺乏了信实，缺乏了诚信，社会一定会有问题，这个信是我们最需要的。   

这里我们先看到一个对比：人的不信和神的信。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

信或神的可信，也不能影响我们的信心。然后又有个对比：神是真实的和人

是虚谎的。“虚谎”的英文是“liar”，就是撒谎的。约翰一书 1章：“
8
我们

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10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祂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5 章：“
10
信神儿子的，就

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祂儿子做

的见证。”2章：“
21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22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如果我们

在神面前说我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自欺欺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今天很多人都觉得神说谎，圣经说谎，是不可信的，因

为他们不信神为祂儿子所做的见证。但是，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

说谎话的呢？不是神说谎话，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人，不认耶稣基督为

主的人，他们才是说谎的，他们才是虚谎的。而其源头是来自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撒旦。约翰福音“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

们偏要行。牠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牠心里没有真理；牠说谎是出

于自己，因牠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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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的信，神的真实、信实、可信相比，人是虚谎的，人的道德是混乱的，

人的心灵是扭曲的，人的诚信是丧失的。 

 “5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

说呢？神降怒，是祂不义吗？
6
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很多人觉得：我的不义、我的黑暗，可以显明神的义，那神就不应该来审判

我，不应该对我的不义有愤怒。既然我的不义可以证明神的义，那么神愤怒

于我就是神的不义了。通俗一点来说，我做了一件坏事可以显明你是一个好

人，那你就不应该来审判我，因为我帮了你，我对你有好处。就像有人说的，

犹大出卖了主，但是他帮耶稣成就了十字架救恩，所以神也不应该审判他。

这就是对义的混乱、对道德的混乱。路加福音“22：22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

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罗马书 3:5-6两节经文虽然是直接指向犹

太人的，但也显明今天社会对义的混乱，不知道什么是义。人的道德混乱，

因为人对义的理解是混乱的。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到道德越来越沉沦，人对道德的标准越来越混乱。

就说同性恋吧，以前大家觉得是可耻的、是病态的，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把它

列为精神疾病。但是到九十年代以后，世界上其他国家渐渐把同性恋去病化，

不把它看成是精神疾病了，然后又一步一步地把它合法化。上周五美国最高

法院以五票对四票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五个同意同性婚姻的法官里面有三

个是有犹太教背景的。我们之前说的，犹太人许多是不信圣经的，虽然他们

都懂。另外两个同意同性婚姻的法官是天主教背景的，四票反对的法官也是

天主教背景的。这几天全世界有许多人在搞庆祝，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一通

过，其他五十个州就必须通过，这就成为他们的法律，而美国对全世界当然

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两性关系的败坏、性关系的混乱和淫乱，常常是

显明社会败坏的主要特征，也影响到整个社会其它的道德标准。 

 “
7
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祂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

像罪人呢？
8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

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两节表明人心灵的扭曲，跟 5、6节是相

关的。犹太人，也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说，神知道我的道德怎么也达不

到神的要求，却还给我定这么高的要求，要审判我，这就是神的不义。神为

什么要在伊甸园里面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让人去吃了就犯罪了，这是神做

得不对，是神的不义。所以 7、8 节说，如果我就是个撒谎的，但是我的撒谎

可以显出神的荣耀来，那神为什么还把我当作罪人来审判我呢？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来成善呢？这就是人对义的理解的混乱，也是心灵的扭曲。 

使徒保罗说，人们以这种方式毁谤和扭曲我们所说的，这等人被定罪是

应当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背景，使徒们出来传基督的福音，强调我们靠自己

的行为不能得救，我们要因信得救。我们信了以后，在神里面可以不断地认

罪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不断的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所以有

人就错误地带出了一个理论：我犯罪越多，那么神显明给我的恩典就越多，

那我就可以尽情的犯罪，就更显出神的恩典。使徒保罗是在这个背景里来说

这个话。很多人因此就觉得：我犯的罪越多，那神饶恕我越多，祂给我的恩



5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典就越多，那不是越显明神的爱伟大吗？那我就多犯罪吧。罗马书第 6 章说

“断乎不可”，人不能有这种扭曲的心理，在神的恩典里放纵自己去犯罪。

举个例子说，如果今天我放一把火把这个教堂烧了，好多救火的人就来了；

他们一救火，救出很多人，他们就成为英雄了。然后我就可以说，因为我放

把火，让这些救火的人员成为了英雄，那我不是做了好事吗？我做恶可以成

善，我放火不是可以使那些人成为救火英雄，可以显明他们的勇敢吗？就是

这样一种扭曲的心理。当时犹太人有这样的思想，也反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同样是对道德的混淆，对人心灵逻辑的扭曲，因为圣经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就

是弯曲悖谬的世代。 

提摩太后书“2：13 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背乎自

己。”人是失信的、是罪人，所以今天的世界就失去了诚信。几年前，有一

个老人从四川来这边探亲，我们跟他交流，问他国内的情况，他说中国失去

了诚信，什么东西都有假的，还给它个名字叫做“山寨版”的。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诚信，这是多么的可悲，也是多么的危险。其实整个人

类在神面前，神说他们是虚谎的，道德混乱的，诚信丧失的，心灵扭曲的。

但是神是信实的神，这是祂的属性，祂不能违反自己的属性，不能背乎自己。

神怎么体现祂是真实可信的呢？今天的经文说到两个方面： 

（一）神所说的（应许）是信实的 

今天我们信神很重要一点就是圣经的话是可信的。神所说的一切都是信

实的，祂说的应许都要应验，所以我们相信神。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大

概在三千多年前，主耶稣诞生之前一千六百年，申命记里就预言了以色列人

将来的历史，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雕刻偶像，败坏自己，行耶

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将来神必使他们分散在万民中，这是神的手在他们

身上的作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今天真是被撒向了全世界，到处都有犹太人，

包括中国，也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圣经的预言应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

这是一个例子。那里还预言以色列人将来必归回耶和华神，听祂的话。指向

罗马书 11:25-26所说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

得救。” 

第二个例子，圣经预言耶稣的诞生和事工。在耶稣诞生之前两千年，亚

伯拉罕的时代，神就预言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将来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要

带来福音，所以它已经预言了耶稣要诞生。关于耶稣的诞生，耶稣怎么样传

道，耶稣怎么样死，怎么样埋葬，怎么样复活，升天，祂的再来，将来主审

判的日子，完全都是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然后新约圣经记载这些预言

是如何应验的。包括今天我们有教会，都是圣经里的预言显明出来的。所以

神的话是信实的。 

第三个例子，圣经里记载，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面对着十几个主要的

门徒，加上围观的将近两百人，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

太福音 28：19），“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

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祂差遣门徒，赐下这样的大使命。今天全世

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可能还没有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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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翻译的圣经，大概有二十亿的人相信耶稣、相信圣经，基本上已经应验

了耶稣说的福音要传遍万民，传遍地极，所以神的话都是真实的，圣经的话

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那个时代，有一个反基督教运动，开始来抵

挡基督教信仰，当时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几万人。1949 年之后，中国把所

有的宣教士和牧师都赶出去了，那时国内的基督徒已经接近一百万。然后十

年文革，把教会都关闭了，圣经都焚烧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按官方的数

字，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有两千五百万人，民间的统计是八千万到一个亿。从

中国基督教信仰的发展，我们知道，耶稣预言福音传遍万民的话，已经在实

现当中。所以第一个方面，神的话是信实的，神所说的是信实的，祂是可信

的。 

 （二）神所行的（审判）是公义的。 

 “4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

胜。”“经上”指的是诗篇“51：4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

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神从来不偏待人，神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诗篇 36 篇：“5耶和华啊，你的

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6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这里赞美神的公义好像高山，祂的判断如同深渊，完全是清清楚楚，而且是

公正公平的，都在神的属性里表达出来。诗篇“119：172愿我的舌头歌唱你

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145:17 耶和华在祂一切所行的，无不

公义；在祂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尼希米记“9：33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

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在神面前真

正悔改的人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祂怎么样管教我、审判我都是对

的，而我是邪恶的；这是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心。圣经显明了历史的背后都

有神公义的作为，有时在我们一生中都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神

有审判，神绝对是公义的，使我们可以来相信他。 

约翰福音 15 章：“
22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

的罪无可推诿了。23恨我的，也恨我的父。”神在末世差遣祂的儿子到我们当

中，藉着祂所说所行来帮助我们信祂。很多人听到耶稣说的，听到圣经说的，

但是他们不信，所以他们的罪无可推诿。然后耶稣接着说：“24我若没有在他

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

看见也恨恶了。”虽然听见了，虽然看见了，还不信，还在恨恶基督、恨恶

神，所以他们的罪无可推诿。约翰福音“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

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使徒行传 1 章:“
1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

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2 直到祂藉著圣灵吩咐所拣选的

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3 祂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

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里强调没有一个

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耶稣通

过祂所说所做的，来表明神是真实可信的。祂把祂的爱、祂的圣洁、祂对我

们的怜悯表现出来。祂的圣洁显明出神的圣洁和公义，最后祂为我们的罪被



7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把神的爱显明出来。你如果知道却还是不信，神说

你的罪无可推诿。 

帖撒罗尼迦后书 3 章：“2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3但主是信实的，要坚

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希伯来书 10 章：“
22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

的信心来到神面前。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

们的是信实的。”即使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不信、多少人敌对基督、反对圣

经、但是他们不能废掉神的可信，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即使周围的

人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可信的，神是信实的。 

刘传章牧师曾经讲过他们家里的故事。他的父母一直不信主，当他要去

读神学的时候，父母很反对，就像跟他断绝关系一样的，完全不帮助他、不

理他，一分钱都不给他。所以他那时候两袖清风，冰箱经常是空的，没有吃

的。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后来都成为传道人。他说，即使父母不信也不影响

他们对神的信心。这就表达出来：虽然有不信的，但是不能废掉神的信。这

是他给我们的见证。 

 

三 、信的人必不至羞愧 

罗马书 10 章：“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

必得救。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1经上说，

凡信祂的人，必不至羞愧。”信祂的人，必不至羞愧。可能全世界都不信，

你周围的人都不信，你的家人不信，但是你信，你是有福的。你不会羞愧，

你会在神里面得着荣耀，得着永生的。约翰福音“20：31但记这些事，要叫

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

命。”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今天的信息告诉你，神的心意不

是来定罪你，而是要帮助你回转、归向祂，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因为信耶稣你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就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过去。

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你，让你重新开始。无论你人生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信靠耶稣，重新开始。 

马太福音 7章：“13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

的，进去的人也多。
14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仰基督这条路是一条窄路，是进窄门。其中有四点提

醒： 

1）这是条窄路，是有代价的。你一定要尊耶稣为首，为优先，把其他的

都看为次要的。你可以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你要爱耶稣胜过爱你的父母、

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甚至爱你的生命，这就叫做窄路。你要背起自己

的十字架来跟随祂，要对付自己的罪，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2）这条路不是大众的潮流，不会成为社会的潮流，不会全世界大家都信

的，所以是窄路。 

3）两条路通向不同的永恒归宿。一条路通向永生，一条路通向灭亡，你

要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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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没有中间道路。一条信耶稣的道路，一条不信耶稣的道路；一条灭亡

的道路，一条永生的道路，是窄门窄路，没有中间道路。 

路加福音 13 章：“23有一个人问祂说，主阿，得救的人少吗？24耶稣对

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

能。”虽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因信得救，但是这里说要努力进窄门，是告诉

我们，你要去追求、你自己要选择，自己要进去，你是要付代价的。你真是

要来遵从神，真是把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真是要一生为主而活，你才是真

正地进了这个窄门，走上这条窄路，却是永生之道。 

但是，就像约翰福音说的：“那沒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20：29）

很多人都一定要看见神迹才信，耶稣说，你因看见才信了，但那没看见就信

的就有福了。意思就是说，你听见了就信了是有福了。因为耶稣说：“你若

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11：40）诗篇“33：12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

是有福的。祂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今天就要告诉你，

信耶稣你必不至羞愧，信耶稣是有福的。 

有人用一个“基督徒自画像”来总结基督徒。基督徒真是没有什么了不

起的，而是因为我们的神了不起。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都是

软弱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 

 

基督徒自画像 

虽然渺小，却有上帝的视野。虽然遭难，却有平安的意念。 

虽然冤屈，却有宽恕的胸襟。虽然辛劳，却有喜乐的容颜。 

虽然尊贵，却有谦卑的姿态。虽然困苦，却有随时的帮助。 

虽然孤独，却有不朽的爱情。虽然缺乏，却有无尽的安慰。 

虽然污浊，却有洁净的渠道。虽然卑俗，却有升华的灵魂。 

虽然疑惑，却有真理的钥匙。虽然无知，却有智慧的门户。 

虽然有限，却有天上的力量。虽然无奈，却有天国的应许。 

虽然短暂，却有永恒的归宿。虽然卑微，却是上帝的活祭。 

     虽然平庸，却有神迹常相随。耶稣已将他/她化腐朽为神奇──因为信。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都是因为我们信祂。虽然有很多人不信，但是不

能废掉神的可信。这就是今天的信息。 

最后分享一个见证。伏明霞曾经被称为跳水皇后，后来嫁给香港的财政

司司长，大家都觉得她事业成功、婚姻顺利，而且她以前在国内拜佛，还被

密宗的活佛灌顶，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她后来怎么会信主？几年前，伏明霞

在见证中分享：她成家以后，家庭有很多问题，特别是跟娘家、跟上一代老

人之间的问题，让她心灵非常的郁闷。很巧，她孩子有个同学的母亲是一位

基督徒，就跟她分享福音，邀请她去教会。另外，有了孩子以后，她常常担

心忧虑，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所以有很多的担忧顾虑，心情很不

好。在那一段时间，周围有好多人为她祷告，包括她的丈夫，然后她就信主

了。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事情，得绝症或者怎样的危机，就是这样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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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中心灵的郁闷、困惑、忧虑，这样来找到神的。她说，信主以后，

她的感受就是心里的平安，所有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向神倾诉，交托

给神，她就卸下了重担。还有一点，她知道在现世之后她有永生，有永恒的

盼望。这就是她信主的原因和信主带来的改变。所以，信主不是一定要你的

人生遇到灾难、遇到多大的困难挫折迷茫，就是平常的一个人，你就可以找

到主，因为主爱你。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不信，甚至像犹太人，神的话、神的启示

都交给他们，他们仍然不信。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知道而且坚信：人的不信，

不能废掉神的可信。神所说的话是信实的，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所以我们

可以来依靠祂，仰望祂，祂要引导我们走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直走向永

恒、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