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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 

 
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2
我们又藉着

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3
不但如

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练，老

练生盼望，
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

里。
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7
为义人死，是

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9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

祂免去神的忿怒。
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11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

与神和好，也就藉着祂以神为乐。 

罗马书 5：1-11 

 

罗马书第 5章 1-11节这段经文我会分享两次的信息，今天的信息侧重在

神的爱怎样向我们显明，题目是“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 

玛拉基书“1：2 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

呢？”今天很多人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常会有相似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

存在一个爱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为什么

允许疾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允许灾难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事祂为什么不

管一管呢？如果神就是爱，祂为什么让我们去地狱？很多不信的人问这个问

题，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信不了神。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今天世

界上的苦难、疾病、死亡、不公平、不公义，甚至于地狱，这些都是人类堕

落的结果，是人类被罪恶捆绑，也是世界被撒旦攻击蒙蔽的结果。而神就是

要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困苦，带领我们走上公义的道路。祂要来救赎我们，

祂要来医治我们，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信耶稣，将来去天堂，地狱是为撒

旦和他的差役使者所预备的。所以大家都要记住一句话：神的心意是“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能上天堂。罗马书 5 章 8 节是我们

今天的金句：“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died），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demonstrates)。”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died，过去式，

基督过去为我们死，祂的死是已经做成的事情；而向我们显明爱，

demonstrate，是用现在式，是现在进行当中的。表明了祂的爱在我们的生命

中每天都要显明，都要证明出来。 

“5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7 为义人死，是少有

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8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10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

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使徒保罗先说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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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接着讲神的爱是怎样的爱，这爱是藉着基督的死

来显明的。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计划，有神的时

间。按祂的时间、时候满足，基督就降世为人，所以说“按所定的日期”。

义人可以说就是那些你觉得有道德的人、你尊重的人，你可能愿意为他去死。

仁人就是好人，你看为好的人可能就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所爱的人、

你喜欢的人，你可能为他而舍命。也有很多人可以为自己的理想，信仰去舍

命、去献身。但是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根据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三种时候： 

1）“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5：6），我们没有力量，无力活出神所要

求的那种美善的时候。 

2）“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5：8），我们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我

们活不出神要我们活的那种荣耀尊贵的生命的时候。 

3）“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5：10），就是我们根本不信神，抵挡

神、悖逆神，没有按神的话去行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为一些好人死，为我们所爱的人死，为我们的理想而死；

但是谁能为敌人死，谁能为那些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不可爱的人，不能够

活出美善的，正在敌对我们的，得罪我们的人而死呢？这就是一个对比！ 

这几节经文不只显明了神的爱，其实也表达了基督信仰的三个独特性。

第一个特点，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和犹太教，伊斯

兰教完全不同。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神是超越一切，至高至圣，伟大的造物

主，独一的真神。祂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临在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

为了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圣子。祂取了

奴仆的形象，跟我们一起经历人间的苦难和死亡，经受一切的试探试炼，所

以祂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复

活了，升天后，神又差遣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住在我们信祂的人

的生命里，永远与我们同在。祂是我们的保惠师，随时要帮助我们，使我们

能活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信的这位神不仅是高高在上伟大超越的神，同时

又是临在我们中间的神，住在我们生命里，永远要帮助我们。圣灵的同在也

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最后得赎的凭据，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那就是

凭据。 

基督教信仰的第二个特点是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把我们的信仰

跟伊斯兰教，佛教完全的分开。其它的那些宗教信仰强调自救，你自己去行

善积德，自己去修炼，也许可以得道成仙成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不

能自救，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达到神的圣洁完全的标准，所以我们都需要救

赎。伊斯兰教也讲罪，讲审判和地狱，但没有救赎。而我们的信仰是有救赎

的。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祂付上的赎价是祂的生命，祂为我们死，给我们

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在我们今生，只因为信祂，我

们就可以得救，就有新的生命，就有永生！ 

 基督教的第三个特点是爱。整个信仰的中心就是爱，是出于神的爱，在

基督耶稣里显明出来。神差遣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

架就是神的爱的显明。信祂的人也要被神的爱浇灌，然后能把神的爱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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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信仰也讲爱，但什么是真正的爱？圣经说，只有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为

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我们人的爱是“如果”的爱，是有条件的爱：

如果你做了什么，我就爱你；如果你达到我的期待，我就爱你；如果你对我

好，我就爱你。神的爱是“即使”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即使你不爱我，即

使你对我不好，即使你得罪我，即使你跟我敌对，是我的仇敌，我仍然爱你。

神的爱是给与的爱，祂的恩惠恩典白白地赐给我们。神的爱是舍命流血的爱，

在耶稣基督里显明。神的爱是主动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回报我们。

约翰一书 4 章 19节讲到：“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祂先爱我们，使我们

能够有爱，这叫主动的爱。最后，神的爱是永恒的爱。祂爱我们就爱到底，

拯救我们到底，是永远的爱。 

 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藉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爱是怎样表达

出来的，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一、藉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1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have peace 

with God)。”罗马书从第１章 16 节到第４章，讲的就是四个字，“因信称

义”。简单地说，在神的眼中，我们人没有义，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

行善的，我们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要加给一切信耶稣的人。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罗马书 3：23）神的恩典是设立了耶稣基督作挽回祭，因着耶稣的血，藉

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也显明神的爱。于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并且给我

们一个称义的身份，成为祂的儿女、祂的后嗣，领受祂要赐给我们天上的福

气和产业，永恒的生命；又给我们职分去侍奉祂，去为祂作见证，去传扬祂

的爱，这就是因信称义。然后接着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相和。 

“相和”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是免去了神的忿怒。“
9
现在我们

既靠着祂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祂免去神的忿怒。”忿怒这个词，其实还不

能完全表达神对罪的恨恶，英文用 wrath，就是暴怒，神对罪的暴怒，显明神

的公义和圣洁。神的忿怒原来是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显明在人

的罪上。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神就免去了、挪去了祂在我们身上对罪的

忿怒。第二个意思是和好。“10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和好，reconcile”就是以前的关系不和，现在复合了，重

归于好的意思。所以与神相和就包含着免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忿怒，然后我

们跟祂重归于好，这是藉着耶稣基督所作的。“peace” 这个字在圣经里，

有和好、平安、和平、和睦这四个意思。今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跟神有一个

和好的关系，就带来了我们内心的平安，也带来了人际的和睦、和好与和平。 

大约四千多年前，尧舜时代，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祭天。我看过一篇文章

说，皇帝举行祭天活动，“意在向皇天上帝报以授命之恩，行令之功；旨在

代民向皇天上帝祈求赐福，以期中和天人关系与中和人际关系，达到天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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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万邦的目的。”祭祀皇天上帝可以说是神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典

临到中华民族。所以中国人最早的时候并没有祭拜任何偶像，而是祭天，祭

祀皇天上帝。祭天除了感恩，向皇天上帝祈求赐福以外，还包含了一点，就

是渴望中和天人关系，意思很像我们今天圣经所说的，寻求神与人之间的和

好。天人和好才能带来人际和睦，才能带来社会和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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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

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约翰福音“3：

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们

人因为罪，神的忿怒一直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灵就没有安宁，没有满足，

没有平安，一生都是愁苦叹息，惊惶害怕，不满虚空，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

我们，与神和好是多么的重要。 

以前美国有个很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哲学家叫梭罗，他有个姨妈是个基督

徒。在梭罗临死前姨妈就问他：“梭罗，你与神和好了吗？”他说“我从不

知道我们吵过架。”其实他不知道他需要与神和好。如果不信神，我们就是

悖逆神，我们都按自己的心意去生活，所以我们是与神为仇敌的，我们是罪

人，我们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种良善、那种义来，我们就是没有跟神

和好。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个好人，所以你问我是否与神和好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也会说我从来没有跟神吵过架，没有必要跟神和好。今天神的话告诉我

们，每个人都需要与祂和好，我们今生才有平安，才有新的生命，还有永生

的盼望。 

葛培理牧师在他的布道里有“与神和好的四个步骤”，简单的说，最后

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做这样的祷告来与神和好： 

1）承认我是个罪人； 

2）愿意转离我的罪，立志悔改来跟随主； 

3）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并为我复活； 

4）藉着祷告，请耶稣基督进入并掌管我的生命，接受祂作救主，并奉祂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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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跨过了人和神之间的深渊。

藉着十字架，从有罪的人，从死，进入永生，跟永生神和好了。这就是第一

点，神的爱藉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首先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

相和。 

 

二、藉着主耶稣基督得进入恩典中 

“
2
我们又藉着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
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

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经文说，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所

站的恩典中。“得进入”，英文新国际版是“gain access into”。就像你去上

班，如果你公司的保安很严，你可能需要一张卡去刷一下，把你的条码显示

一下，或者你有一把钥匙，公司的门就会打开，你就能进去了。Chuck Swindoll

牧师在“罗马书的亮光(Insights on Romans)”那卷书里，对很多的字有深入

的研究。他讲到这个字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王坐在大厅里，有一个司

事把你带进来，带到王的面前，然后宣告你可以跟王说话，代表有一个人把

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叫做“得进入”。今天其实就是主耶稣把我们带到

神的面前，也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个“站”

字也很特别，是“永远地占据”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永久在神的恩典里

面，充充满满地来领受祂的恩典。就像我们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在加拿

大占着一个位置了，只要你不离开，不放弃，你就可以一直住在这里。这段

经文告诉我们，你因为与神和好，站在神的恩典里，你一生就会经历四个字：

喜乐(joy)，荣耀(glory)，盼望(hope)，还有神的爱(love)，这四个英文字都

有“o”，神(God)的英文字里也有“o”。从这几个英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和记住，这些生命的特质都是必须从神来的。你在神里面才能经历到喜乐，

藉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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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到神的荣耀，经历到盼望，经历到爱。歌罗西书 1章：“21你们从前与神

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祂为敌，
22
但如今祂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

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耶

稣基督亲自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是藉着祂十字架上肉身受死，为我们承担

罪的刑罚，让我们与神和好，也就让我们“gain access”，让我们就可以进到

神的恩典中。 

你知道恩典是什么意思吗？恩典是这世界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在这个世

界，你做得好，就得到好的回报，好的奖赏，好的工资；你做得不好，就得

到不好的；你做得坏，就得到惩罚。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经济学，非常公正，

非常公平，非常合理，但是没有恩典！神的大爱就是在神的恩典中表达。我

们虽然得罪祂，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达到期待，祂仍然爱我们，仍然眷

顾我们，仍然要帮助我们，仍然要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恩典，这是神的经济

学。我们能够理解吗？人认为这非常不合理、不公平，这完全是溺爱，怎么

能这样呢？但是这就是恩典。这个世界上缺乏的就是恩典，有的时候连教会

都是这样，跟世界上一样，这是个无恩的世界！盼望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

人，然后我们能够活出来，对别人有一点恩典。他没有达到我的期待，我仍

然待他好；他对我不好，我还对他好；他伤害我，我还爱他，这叫恩典。耶

稣基督救我们，这是祂的恩典。祂要恩典在我们身上作王来掌管我们，让我

们能够活出神的恩典来，而且我们要天天来经历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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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叫我们每一天跟从祂来对付自我，更新自

己。耶利米哀歌 3章：“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祂

的怜悯不至断绝。
23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的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

每天早晨祂要给我们新的慈爱和恩典。马太福音“6：11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需要，求神天天供应我们。诗篇“68：19 天天背负

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神让我们天天到祂面前，祂要我们卸

下重担，祂要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以赛亚书“58：2 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

明白我的道。”“50：4 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

者一样。”我们要天天来寻求神，明白祂的旨意，明白祂的道。每早晨都要

到神面前来听祂的话，领受祂要给我的教诲，给我的引导，要成为一个受教

者。天天在神里面，用祂赐的恩典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内心一天新似一天。 

今天很多人的状态不是天天到神面前领受恩典，可能一星期七天里面有

一天来教会就算不错了。Swindoll 牧师曾说，许多基督徒是前进一步，退后两

步。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去神面前听一下道，做一点祷告，其它时间都是被

世界的东西喂养，被世界的处境影响，这不是前进一步，退后两步吗？所以

人的生命很难长进。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每天要到祂面前去经历、领受祂

的恩典，这样，我们的生命肯定每天都能更新，一天新似一天。神能够脱去

我们的忧愁、重担和惧怕，然后使我们穿上神的恩典，进到神的爱当中，每

天充满着平安和喜乐。诗篇 “68：10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哥林多后书“12：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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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要你每天都到祂跟前去领受恩典，无论你现在在什

么样的困苦处境，祂的恩典够你用，祂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三、藉着主耶稣基督得救 

“10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罗马书从第一章就开始说“得救”，第五章再进

一步深入来阐述。神的爱通过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

让我们得到赦免，免去神的忿怒，与神重归于好；更要藉着主耶稣基督的生

命，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得救。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被神救了呢？ 

1）从神的审判中或者定罪中得救 

约翰福音“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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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这个字的原文是审判的意思。我们本身就是个

罪人，罪已经定了，是走向灭亡的。但是我们因信就被神从对罪的审判中救

出来，不再被定罪了，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2）从死里得救 

以弗所书“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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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藉着耶稣基

督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叫做“得救”，是从死里面救出来。不仅

仅从我们今生灵性的死亡，肉体的死亡，还从永恒当中永远的死的惩罚中救

出来。所以，我们就被救活了，是从死里被救活的，是出死入生。就如主耶

稣说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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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5:24） 

3）从黑暗的权势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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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经文强调从黑暗的权势

当中，或者说撒旦的权势当中，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脱离罪恶、撒旦、黑

暗的捆绑，进入光明的国度。 

圣经里讲到我们的得救是从审判当中，从死当中，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救

出来。不仅仅神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救赎我们，而且在一生中主耶稣一直是

我们的救主。哥林多后书“1：10 祂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

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祂将来还要救我们。”诗篇“107：13 于是，他们在

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祂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神的拯救是过去、现在、

将来的，祂不仅仅让我们得救了，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了，祂

一直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困境，

什么样的绝境，祂仍然可以救你，祂永远是我们的救主。 

有一个人在中国南开大学毕业后，1992 年到美国留学。一到美国，很多

人邀请他去教会。他去过几次英文教会，也听过道，觉得教会的饭菜特别好，

人也特别热情，但是对神的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因为他的心思完全放在学习

上面。当时他在攻读材料学博士，研究的项目是人造钻石。博士毕业后，又

继续在那里做博士后。他的太太也在那里攻读博士，两个人非常忙碌，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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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要去实验室，所以对神的认识就一直没有进入状况。后来他们有了一个

孩子，这孩子一生下来有一个倾向，就是哭得很厉害，而且他每次听见孩子

哭，心里就颤抖，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所以就请岳母来帮忙照顾孩子。岳母

来了一阵子，因为国内有事情就回国了。他们又请个保姆来，但是保姆对他

孩子的哭也没办法。最后，他决定请自己的父母来，就为父母办签证。第一

次签证被拒了，他妈妈很着急，觉得他们那么需要帮助，所以马上办第二次

签证。春节初一那一天，他打电话问家人“签证办得怎么样？”初三又跟家

里打电话，才发现他的父亲竟然去世了，而且已经火化了。他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就崩溃了。他觉得父亲去世就是因为他催着他们办签证，催着他们来，

给他们压力，所以心里非常内疚。有一天，这是在 1998年的时候，这个博士

后在家里自杀，从 5楼跳下来。结果没死，送到医院去抢救。在他昏迷期间，

他去过的那个英文教会的牧师夫妇还有弟兄姐妹，就一直为他祷告，来医院

看他，照顾他的家人。本来他们都搬了家了，但这一对牧师夫妇一直跟进他

们，一直想帮助他们。15天后，他醒过来了，两个眼睛瞎了，虽然活着，却

觉得生命完全没有意义。牧师、弟兄姐妹们就一直给他读圣经，为他祷告。

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都会背的，就是哥林多前书 13:4“爱是恒久忍耐”。他

不懂爱怎么会是恒久忍耐？别人告诉他说，神的爱就是一种恒久忍耐。你看，

神都等你七八年了，祂对你非常地忍耐，祂耐心等候你接受祂。他听了非常

感动，就接受了主。然后，他的生命慢慢地活起来了。他以前虽然有眼睛却

觉得活不下去；现在他瞎了眼了，他说，“我的心眼就亮起来了，反而觉得

自己可以很好地活下去。”这就是神的救恩！他信主了，在教会里服侍，还

在诗班里唱诗，每次都是别人把他牵上台去的。 

感谢神的恩典。神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 

 

四、藉着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 

“
11
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祂，

以神为乐(rejoice in God)。”最后一点，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是藉着主耶

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使徒保罗说的每一点都讲到与神和好。与神

和好之后，我们得以站在神的恩典中；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可以得救；与神

和好之后，我们就藉着祂，得以神为乐。在神里面，你就有喜乐，或者说神

就成为你的喜乐，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强调的。我们人生在地上都追求快乐，

但是我们常常把快乐的源头放到处境里。处境好的话，我就快乐；别人对我

好，我就快乐；我现在工作稳定，我就快乐；我的孩子很听话，我就快乐。

但是处境是多变的，结果我们的情绪总是七上八下的。一阵儿高兴，一阵儿

又忧愁；一阵儿笑，一阵儿哭，因为他们都在变。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

以神为乐，让神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不是神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快乐，是

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快乐。腓立比书 4章：“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我再说，你们要喜乐。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

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以神为乐是靠主喜乐。诗篇 16 篇：“2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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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

神以外，其中一点就是我的喜乐不在神以外。人生的快乐在神外面是找不到

的，只能在神里面。“8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边，我便不至

摇动。
9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把神作

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永远在你的前面，永远是优先位置，你的生命就不至

动摇，然后你的身心灵都喜乐，神是你的喜乐。诗篇 43 篇：“
3
求你发出你

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4我就走到神的祭

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到我最喜

乐的神那里”，就是到我的神那里，祂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喜悦。你今天是

把神赐给你的东西当作喜乐的源头，还是把神自己当作你喜乐的源头，就决

定了你的人生会不会喜乐。要把神作为你喜乐的源头，那才真正从耶稣、从

神领受了爱。 

 今天，从这个经文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分享了四点。

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显明了：第一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

和好，我们自己也得着了平安，与人也有和睦。第二，藉着耶稣基督，我们

可以因信进入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每天经历神的恩典。第三，藉着

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而且过去、现在、将来，神都是我们的救主。第四，

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以神为乐。 

  

几年前，有个工程师，他非常聪明，但他不信神。这工程师后来得了严

重的抑郁症，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慢慢连工作也丢了，因为他连话都说不出

来，非常地封闭。他朋友就把他带到一个叫 Ray Stedman 的牧师那里，希望

牧师给他一些辅导。牧师跟他谈了一两个小时，发现他非常封闭，交流都有

困难，最后跟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就每周来我这

里，我跟你读一段经文，然后为你做祷告，你愿意吗？他居然说愿意。反正

没工作，也没事，每周就来跟牧师读圣经。每次读完牧师就问他，你觉得有

感动吗？你觉得这个经文对你有意义吗？他摇摇头，没有一点感觉。牧师就

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走了。这样过了 8 个月了，有一次牧师跟他读的经文是

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读到一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读完问他，今天读的，有没有什么对你有意义有感动的？他说，这句话我很

有感动。很奇妙的，之后每次读圣经，他就有感动。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又

过了好几周，每次就是读圣经，问他有没有什么感动和意义，然后为他祷告。

慢慢地，这个人说，好像有一点点光，慢慢地照到我黑暗的内心，慢慢点亮

点亮，一点一点地，有一天就发现那个光像日头的光一样，很亮的，点亮我

的心。他就是这样地感动，接受了主，从抑郁症走出来。就是藉着神的话，

也藉着圣灵的工作，藉着祷告，慢慢把他黑暗的心、封闭的心照亮、打开。

这一个见证告诉我们，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

的处境中，在我们的困境中，在我们的一生中，盼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到神

面前来经历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