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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人是有福的 

 

1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2
倘若亚伯拉罕

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3 经上说什么呢？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4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

的，5 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6 正如大卫称

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7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8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9如此看来，这福是单

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

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10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

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11
并且他受

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

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12
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

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13
因为神应

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14
若是

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15
因为律法是惹

动忿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16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

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

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罗马书 4：1-16 

 

华人常常说“五福临门”，五福就是：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

这是从《尚书》来的。寿代表长寿，富代表财富，康宁就是健康平安，修好

德是崇尚美德，考终命就是命得善终的意思。大家都在追求长寿富有健康平

安，也崇尚美德，想活出人生的美和善来。然而，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

是不会有平安的；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也不能够活出人的美德来，因

为我们是有问题的罪人。再说到善终，我们以为人活在地上几十年，能够活

得长寿，然后好好地过世，这就是善终。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知

道，真正的善终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平安，而且知道你去哪里，知道你有

永生的生命，你永远跟神同在，那才叫善终。它不仅仅指肉体，更是指我们

的灵魂，而且指向永恒！所以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这人是有福的”，从我们

中国人的五福开始，来思想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 

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万福的源头，你若想追求人生的祝福，就应

该来追求神。箴言 3章：“1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2因为祂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22：4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神要把长寿平安、富有尊荣这

些福赏赐给你。我们信神，也信神会赏赐寻求祂的人。诗篇的经文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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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神的关系对了，这才是有福的人。诗篇 1篇：“1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

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

有福！”你总是想着神的话，喜爱祂的话，你就有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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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65：4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84：12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被神拣选，信靠神、亲近神，那就是有福的。“94：12耶和华啊，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被神教训，被神管教，你有福了，神爱你才

管教你。“119：1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2遵守祂的

法度、一心寻求祂的，这人便为有福！”“128：1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祂道

的人，便为有福。”这些诗篇的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 

今天读的罗马书第 4 章这段经文，是用亚伯拉罕作例子，继续来讲“因

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义的身份，完全是藉着我们的信心；

领受了义的身份，就成为有福的人。经文里讲到三个方面的福。 

 

一、因信而罪得赦免之福 

 “7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8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你要成为一个在神眼中有福的人，第一个关键是罪要得赦

免。其实，我们生来都有一种被赦免的需要。这几年有好些五、六十岁左右

的人，当年中国文革的时候都是红卫兵，斗争、揭发别人，使得别人被迫害，

甚至受害而死。现在他们心里很不安，就去找以前迫害过的人道歉、请求原

谅。但很多当事人早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们就写文章，把以前怎样揭发别

人、诬陷别人，致使别人受到迫害的事写出来，发表到报章杂志上，文章最

后总是求别人原谅。也许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错，只是随着政治的潮流，但

是他现在认识到了，憋在心里就是难受，所以要写出来求别人原谅。 

 人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被饶恕，否则我们

的心永远不得安宁。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我们也不知道自

己是有罪的，但我们的心就是不得安宁，因为我们没有从神来的平安。很多

人做了恶事，看起来却过很好的日子，住很大的房子，你以为他们睡得着觉

吗？其实他们非常痛苦，因为神已经把惩罚放在他们身上了，他们良心受到

责备，心灵没有平安，睡不着觉，这叫灵魂的惩罚。诗篇 32 篇：“3我闭口

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4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当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做错，就是不认

罪，不愿意说出来，他的心灵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不仅仅

心灵沉重，肉体也受到影响，所以很多疾病也出来了，人就像枯干，像精液

耗尽那样的身体状况。很多人含恨而去、死不瞑目，因为他心里充满着愤恨

和苦毒，他没有饶恕别人，所以离开时心里没有平安。另外一种人是含罪而

去，没有被饶恕，那更没有平安。其实，愤恨苦毒在神看来本来就是罪，含

恨而去也就是含罪而去，都没有被神赦免，这就不是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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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纸上读过一个故事：有个老人在快去世时，把儿女叫来，他说：

“这个事情如果不讲出来，我就不能走！”原来，很多年前他年轻的时候，

在乡下摆个小摊子卖饼。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拿十块钱来买个饼，当时十块

钱是很多的。他卖了饼之后，骗了这个孩子，没有找钱。那孩子回去了，父

亲问：“找回来的钱呢？”孩子说：“没有啊，这个饼就是这么多钱哪。”

父亲很生气，就打这个孩子，结果打重了，孩子当场就死了。卖饼的人听到

这个消息，不敢说出来，事情的真相也没人知道。过了多年，到他临终的时

候，把儿女召来，告诉他们这件事，承认自己的错，那就是一个释放。他说；

“我就是不能把这个罪债带走！” 

所以，人没有安宁是因为罪，结果神对罪的忿怒就在我们的心里。以赛

亚书“59：2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

人与神之间唯一隔绝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罪。诗篇 90 篇“7我们因你的怒气而

消灭，因你的忿怒而惊惶。8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

你面光之中。9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

息。”我们的罪孽在神面前，所以我们一生都是惊惶的、恐惧的，心里是没

有安宁的。我以前给大家分享过，没有平安有四大原因：疚、怕、气、虚。

疚就是内疚，做错事情，没有做好，心里懊悔，有罪疚感；怕是惧怕，惧怕

就带来很多的担忧和不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心里有很多气，充满着愤怒、

苦毒、仇恨，没有平安；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心里的虚空，常常觉得人生没

啥意思，自己没啥用处，没有价值和意义。疚、怕、气、虚，心里没有平安，

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我们就没有平安。 

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重要的根基：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首先就要向神承

认我们的罪，蒙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诗篇 32 篇：“
1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

的，这人是有福的。
2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

5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当我信主了，信耶稣了，我要来和神说：“我是个罪

人，我本来是败坏的，我得罪过神，得罪过人。虽然很多的罪我还不能完全

认识，但是我现在认罪，求你赦免我。我以前没有按神的话，神的心意来行

事为人，我愿意悔改，转向神，我要跟随神的话语，跟随主耶稣走。”这就

是认罪悔改。只有认罪悔改的人，才真正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义。 

上一讲的经文提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神了，神就称我们无罪了，称

我们是个善人、是个义人。以弗所书“1：7 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盛的恩典。”神爱我们，就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

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信祂，我们的过犯就

可以赦免，这就是祂的恩典。歌罗西书 1章：“13祂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祂爱子的国里，14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

的罪过得以赦免，是我们和神之间交通唯一的途径，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

彼得前书“3：21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当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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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了，用洗礼表达出来，表达的不是洗掉我们身体上的肮脏，而是让

我们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于是我们的心才有平安，才是一个有福的人。 

今天，魔鬼撒旦常常用罪来控告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常常

是灰心、自卑、沮丧、自怜的；魔鬼撒旦也用罪来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在神

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相信神，然后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

得救了，我们就有新的生命了，而且得以脱离撒旦的权势。但是，我们得救

是一次的，我们的悔改则是一生的。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立志跟随主，跟

随神的话语，但我们还会有软弱，还会跌倒，还会偏离，还会犯罪。然而我

们知道那是错的，我们愿意靠着神的帮助来归正，来悔改，走回神的道上，

被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成长。 

已故的英国牧师司托得 John Stott 说过这几句话：“福音的核心是赦免。

事实上，人心灵的活命和健康都在于赦免。神只赦免悔罪的人，而真正悔罪

的证据就是一颗宽恕别人的心。我们得见自己得罪神有多严重，别人对我们

的伤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一个真正蒙神赦罪的人，他的一个特征或者说

证据就是开始宽恕别人了。所以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 6：14）歌罗西书 “3：13 倘若这人与

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饶恕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宽恕别人的人，就说明我们经历到神对我们的宽

恕，对我们的赦免。 

“7 得赦免其过，掩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8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

是有福的。”你的罪被遮盖了，被赦免了，主没有计算你的罪了，这人是有

福的。同样的，在对待别人的过犯上，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种生命，也是三

个方面： 

1) 饶恕人的过犯； 

2) 用爱遮掩人的罪； 

3) 不计算人的恶。 

其实我们周围每个人都会犯罪，都可能做错事，都可能伤害我们。你怎

么对待别人做错的事？不要计算人的恶。圣经里面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我们要以爱来遮盖别人的罪。当你爱别人的时候，别人对你做了一些错的事

情，就微不足道了。我现在有点年纪了，开始老花了，本来近的东西反而看

不见，要举远一点看了，这是非常奇妙的。我就思想，神要使我们的灵命成

长，长到一个阶段，对近的就看不见了，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也看不见了；

而我看得更远，我看到天上的神的荣耀，去追求天上的、天国里面的荣美。

人长大了就是要看远，想看近的也看不见，因为神就是让你看不见。不要总

盯着周围的人对你怎么样，然后天天难受、吵架，自己心里没有平安，关系

也都受到破坏。看远一点，看天上，追求神要给我们的，追求天上的福。                                                                                                                                

蒙神赦免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赦免是我们到神面前的根本，是我们领受神一

切祝福的起点。当我们信神，因信称义，其实就是要我们认罪悔改。一生做

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不断从神领受恩典，我们也用这恩典去对待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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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人的过犯，用爱遮盖人的罪，不计算人的恶，因为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

的。 

 

二、因信而蒙神算为义之福 

4 章第 1 节开始就强调，我们蒙神算为义，是因着我们的信，不是因我

们的行为。“
1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2
倘若

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3经上说什么

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4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我们每个人工作，然后拿到工资，这不是恩典；因为你做了，

你付出了，你得着，这是该得的。“5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惟有不做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

靠善行积功德，只因为我们信这个神，祂本来称我们是罪人，竟然可以称我

们为义，那么我们的这个信就算为义了。这是一个天底下没有的道理，圣经

却来启示我们，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的信就称我们为义。

“6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大卫说神看我们为

义，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看我们做得怎么样，而是看我们对祂的信心。

神因为我们的信，就看我们为义，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的福气。 

信心里面包含了我们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悖逆神的人，我们愿意转向神，这是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最

根本的因素。然后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立志一

生尊祂为主，跟随祂。但我们常常是三心二意的，口里喊着神是我的主，其

实都是我自己作主，没有让祂在我生命里来掌管我。如果我没有顺服祂，没

有听从祂，没有侍奉祂，我根本就没有尊祂为主，我的信仰就是虚无的！所

以我常常这样鼓励大家：你尊神为神，祂就做你的神；你尊神为主，祂就为

你作主。 

“
9
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10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

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

在未受割礼的时候。11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

的印证。”亚伯拉罕曾经受过割礼，是因为他受割礼神才接纳他吗？保罗说

不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他就已经因信称义了。创世纪“15：6 亚伯兰信耶

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信神，神就看他为义。“17：11 你们

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后来他的割礼的记号只是一个信

心的印证。罗马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不是为神做了什么，而是他

因信就称义了，割礼就是他因信称义的印证。应用到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

我们信了就受洗，受洗这个记号同样也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印证，这就是受洗

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刚才说了赦免之福，赦免就是宣判你无罪了，神免除我们的罪债和刑罚，

涂抹我们的过犯。现在说到称义之福，就是在赦免的基础上，神更一步接纳

我们，拥抱我们，恢复我们的地位，正面地宣告授予我们公义的身份，给我

们新的生命、得重生和永生、进天国、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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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领受天父全部的爱。所以罗马书第 4章结束的时候说：“25耶稣被交给

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被交给人，就是祂上

十字架被钉死，是为我们的罪；而祂的复活，是让我们有一个死里复活的新

的生命，可以活在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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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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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天上的身份，我们被高举了，是因为耶稣死

里复活，祂使我们称义。 

我听过一个中国人的见证。他说：“我曾经有段时间，人生就像掉入一

个很深的坑里，在这个坑里面有抑郁、有失望、有罪，我掉在里面出不来。

有一天，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走过来，看见我就对我说：‘你掉到坑里，是

因为你得罪了阿拉，这就是你的惩罚。’他说完就走了，让我更加难受。过

一段时间，马克思走过来说：‘你怎么会掉到坑里呢？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你必须革命，才能够翻身，才能够上来。’结果我发现政府都改换了，但我

还在坑里。有一天，释迦摩尼走过来，跟我说：‘你其实没有在坑里，这只

是个错觉。你只要想，我不在坑里，一切都是错觉，是假象，都是空的，你

就没事了。’又有一天，孔子走过来对我说：‘我给你十个自救的步骤，你

只要照着一步一步地做，总有一天你会爬上来的。’就丢给我一张纸，上面

写着十个步骤，我照着去做，结果也没有爬上来。有一天，耶稣走过来，祂

看见我，二话没说，脱下祂的白袍，跳下来了，跳到充满泥巴的坑里，跟我

在一起，然后祂把我举起来，把我从坑里救出来，告诉我当走的路，并且给

我能力，帮助我往前走。” 

主耶稣就是这样救我们的，祂从天降世为人，和我们一起承受世上的苦

难。祂经过了所有的试探，因为经历这些，祂当然能体恤我们的痛苦，祂理

解我们，祂知道我们。然后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成为祂把我们从

坑里提起来、救起来的一条道路。祂不仅仅救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祂

还要跟我们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要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能力。基

督教信仰的特点叫做“救赎”，其他的信仰都是让你自救，自己去想办法，

自己去修炼；否则就是来指责你。基督教信仰是要救你起来，给你生命，而

这个“救”里面包含了“赎”！我们是不能够被救的，因为我们已经与神隔

绝，审判就是我们的结局。耶稣却为我们付出了代价，祂为我们死，赎了我

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信祂，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得到了救赎和新的生命。 

神不以我们的行为来对待我们，祂在我们的行为以外来对待我们，这是我们

要学习的一点。今天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常常是按别人的行为来对待：别

人善待我们，我们就善待他；别人爱我们，我们就爱他；别人给我们好处，

我们就回报他；否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叫按别人的行为来对待

别人，这就是罪人！神对待我们，是在行为之外，祂以恩典来对待我们。圣

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对待别人就应该不一样了，要

“在行为以外”对待人。彼得前书 3章：“8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

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9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

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都是罪人，最多是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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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人，所以要体恤别人，不要按别人的行为对待他。如果你真的要承受因

信称义的福气，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呼召，叫你再也不要按别人的行为来对待

别人，因为神就是这样做，祂在行为之外，算我们为义。所以今天我们也可

以不要看别人怎么做、怎么对我们来对待他，那我们就是领受恩典的人，是

一个真正承受祝福的人。 

 

三、因信而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福 

今天说的有福的人，不仅仅因信蒙神赦免是有福的，进一步说，因信蒙

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经文还强调，我们因信又承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福。

大约四千多年前，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今天因着信，要临到我们了。

“9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

吗？”这个祝福不单单加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就是受过割礼的那些犹太

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从来没有受过割礼，但这个祝福其实也是加给我

们的。犹太人把亚伯拉罕看作肉身的祖先，伊斯兰教的人也把他看作祖先，

从肉身血缘关系上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但从罗马书这段经文来说，

我们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接纳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亚伯拉罕成为我们属灵的父亲。“11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

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12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因信被神称义，亚伯

拉罕就成为我们的父。那些受了割礼的犹太人，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

信神被神接纳，亚伯拉罕也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创世记里神的应许说，亚伯

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今天也已经应验了。因为

今天世界上有一、二十亿的人，他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被神称为义，所以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样的多！ 

我们都效法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我们为义，这是一个祝福，是从亚伯

拉罕开始的。加拉太书 3 章：“
6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7
所

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8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

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

你得福。’9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14 这便

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

灵。”所以，属灵上，如果我们信神，信耶稣，我们被神称义，我们都是亚

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的福，因着我们对耶稣

基督的信心，这个福就临到我们身上。 

“13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

信而得的义。14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

弃了。15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16所以人

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

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承受的福

气是要“承受世界”，就像路加福音 15章里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父亲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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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31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如果我们在神里

面，神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跟主耶稣一起承受神的国，承受世界，其实

这是从承受圣灵，承受属天的生命开始。这个应许不仅仅归给犹太人，也归

给外邦人，我们跟犹太人一起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以弗

所书 3：6），只要我们都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 

 创世纪 12 章：“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四千多年前，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

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神是要他有一个信心，愿意来跟随神，神就

赐福给他。今天，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虽然前面到底要得到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完全明白，没有一个人完全经历到“承受世界”这么大的一个

应许：神要让我们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同来统治祂的天国，神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我跟祂一同来分享。今天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神

要祝福我们，我们因信可以一起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神又说，“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要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别人可以因我们得福。 

卡尔加里有个年轻人，他父母是从香港移民过来的，祖父在香港就已经

信主了。他在 UA医学院读书时，朋友带他去教会，后来他受洗成为第三代的

基督徒。他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个女孩，毕业后他作了医生，这女孩当了老师。

两个年轻人结婚时，他们“用短宣来度蜜月”，去南美洲短宣了几个星期。

之后他们又去了好几次短宣，突然神对他们有个感动，他们要去长宣。有一

天他们做了个决定，带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去南美洲一个叫危地马拉的国

家宣教。这个国家已经内战了三十多年，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他们之前非

常地挣扎，寻求神，祷告了很久，最后他们觉得这是神的呼召，他们就是有

这个感动要去，让人知道耶稣的爱，让人知道耶稣为他们死，所以一家人就

去了。后来他写见证说：“那里的卫生和医疗条件都非常差，我去了医治了

很多病人。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为他们死，这种爱

不是从书本上就能说服别人的，需要我们奉献自己、牺牲自己，才能够把耶

稣那种爱在生命里活出来，彰显出来。”他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他是真

正领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希伯来书 6章：“11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

指望，一直到底。12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15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神应许给我们的祝福非常

大，祂要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不仅仅效法他的信心，还效法他的恒久忍耐。

所以基督教信仰不仅仅要决志、受洗，你有了这个感动，做了这个决定，还

要一生地跟从，强调你坚持到底的信心。信仰一定要坚持到底，凭信心和忍

耐，你一定会承受神要给你的应许。我们的神是一位祝福的神，祂要给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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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属天的福气，给你一切的供应。你是不是在等候神的供应，等候神的帮助，

等候神的医治？祂说，你要凭信心和忍耐来承受祂的应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