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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经得胜有余了 
 

31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32 神既

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

吗？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34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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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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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8：31-39 

 

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年年有余”。我们觉得一

年到了年终，如果没有多余的就不是很好，刚刚好都不行，勉勉强强当然更

不好。我们都希望有余，有一些存款，因为我们担心可能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发生，我们就用得上。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希望“有余”。今天我就

在神里面祝大家“新年得胜有余”！不仅仅是刚刚好得胜，而且还是充充足足

有多余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 1950 年代，好莱坞有一个影星叫 Steve McQueen，从 50 年代到 70 年

代拍了很多电影，他都是演一些硬汉子，赛车手等等，还拜李小龙为师傅，

学了四年功夫，是当时著名的功夫影星，曾经被称为“酷王，King of Cool”，

是影迷非常崇拜的对象。最近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报导。他在

60、70年代出名的时候，生活非常放荡，而且非常骄傲，就像他演的那些角

色一样。他买了一架飞机，想自己学着开，就找了一个飞行技师来教他。这

个飞行技师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他开飞机的那几个月当中，竟然带领他和他

的妻子都信了主。没想到神有恩典在后面，他信主后三个月，就发现得了肺

癌，而且非常严重；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靠着主的力量跟癌症斗争。

到晚期的时候，他非常想见葛培理牧师。葛培理牧师就趁着一次到洛杉矶布

道的机会去看他，那时他已经躺在床上戴着氧气罩，但却非常清楚地与葛培

理牧师分享他自己的信仰，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然后，他请牧师为他读

一点圣经，并且为他祷告。葛培理牧师拿起圣经，翻开罗马书第八章，从第

1节为他读到第 39 节。如果一个人请你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为他读圣经，我

觉得最好的一个篇章就是罗马书第 8章。这一章强调的是“在基督耶稣里”，

第 1节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最后一节说“这爱是在我

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它强调人一生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着的那种爱、那

种恩典、那种荣耀、那种得胜。葛培理牧师读完罗马书第八章就为他祷告，

他那一天将要去墨西哥做一个手术，牧师就祷告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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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他的身上，你是他的主，如果你要他去天堂，他也已经准备好了。愿你

的旨意成就！” 葛培理牧师为他这样祷告，McQueen 笑了，说：“那正是我

的祷告，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坐飞机辗转去了墨西哥，结果在手术台上没有

下来就已经走了。但是，正如他自己的祷告里面说的，他的生命已经经历了

罗马书第 8 章，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洁净，也领受到神的爱，生死已经

都超越了，因为他在主里面有永生。 

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罗马书第 8 章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天我们要分享

的是最后一段。37节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

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怎么已经得胜了还会

有余？不同的人常常有不同的感受，最普遍的解释就是：我们不仅仅已经得

胜了，而且我们得胜的事情还为我们效力，让我们得着益处。有人说，这就

像打仗一样，不仅仅打赢了，而且还得着好多的战利品——这就叫“得胜有

余”。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一起来思想： 

 

一、 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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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这样的应许：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

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使徒保罗在讲“这一切的事”时列举了

七个字：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在圣经中，“七”

代表着完全，所以这七个字就包括了所有的逆境和痛苦。患难是指临到我们

的灾难、苦难。困苦原文的意思是指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就是指我们被处境

困住走不出来。就像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试验就是没个结果，这个研究项目

就困在当中了。逼迫是说我们被别人不公平地对待，别人迫害我们，或者折

磨我们、伤害我们。饥饿，就是没吃没喝的。赤身露体就是没穿没住的，相

当于我们现在经济上的困难。饥饿跟赤身露体就表达了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

需要都缺乏的困境和难处里面。危险，我们都知道。刀剑是指向死亡的，战

争或者谋杀、杀害，导致人的死亡。靠着主耶稣，我们的人生可以在一切这

样的处境里面得胜有余，这是一种何等超越的生命！ 

听一个朋友说，他的哥哥身体不好，那天他嫂子陪着他哥哥去医院作检

查，结果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们俩一想：既然来了，那给嫂子也作个

检查吧。嫂子身体很好，平时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一检查，医生当场

就认定她有脑梗。她听到这个诊断结果，马上就觉得自己脑梗了，之后就真

的不行了，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本来是个好好的身体，只要别人给你一

个判断就受不了，人就完全不行了。所以好多人是被怕死的、被吓死的。哪

个人可以在人生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当中得

胜有余呢？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活出的这样一

种人生。 

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哥林多后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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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23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 
26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受劳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28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好多的逼迫、危险、压力、重

担在使徒保罗身上，但是，他接着说，12 章：“
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说神的恩典

够用，所以他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在软弱当中，他就经历了神那种让他“得

胜有余”的能力，他就经历到神给他的刚强，给他的覆庇。使徒保罗用他的

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指的到底是些什么事。他写

的这七项，每一项都是今天会让我们得忧郁症、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但是圣

经说：“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有一个姊妹，她孩子六岁的时候，被诊断得了白血病。医生的治疗计划

是先做化疗再做骨髓移植。按照这个治疗过程，孩子先做了化疗，之后回家

慢慢调理，等体力恢复后再做骨髓移植。结果回家住了几天就被细菌感染，

细菌进入到血液里面，孩子体温一直升到四十一度，血压一直往下降，手脚

冰凉的。在医院里，医生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这位姊妹也做了作为母亲所

能做的一切，但孩子的体温就是降不下来，血压上不去。那天晚上，孩子体

温仍然四十一度，她感受到她已经不能做任何事情了，医生也不能做任何事

情了，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医生也走了。她抓住孩子的手，跟主说：“我不知

道说什么，不知道怎样祷告，主啊，我不希望孩子死，我把孩子交给你了，

你看着办吧！”在那一刻，她第一次领悟到什么叫完全的交托，因为，对这个

孩子，她没有任何一点的事情可做了。祷告完，她感受到一种“荣耀的平安”，

完全的平安，再也没有惧怕了，就这样抓着儿子的手睡着了。感谢主，神真

的是在人觉得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交托给祂的时候，祂就接手了。这个孩

子竟然奇妙地恢复过来。这位姐妹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十八岁

了。她说：每一次她经历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总想起那个晚上她怎么样经历

神，怎么样交托，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到平安和能力。不仅仅是那天晚上那

一次得胜了，然后每天都可以用，因为它成为生命的力量和每次的提醒，所

以叫做“得胜有余”。 

 

二、 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了 

情人节到了，有玫瑰、有礼物，当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今天很多

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一起来思想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为什么

靠着爱我们的主就可以得胜有余？诗篇“107：43 凡有智慧的……也必思想

耶和华的慈爱。”以色列人曾经问神说：耶和华你说你爱我，你到底在何事上

爱我？我们怎么没觉得你爱我？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地问：我现在没有工作，

我现在生病了，我现在婚姻有问题，我现在事奉上很软弱，你怎么爱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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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第 8 章最后一段的总结就是神爱我们，它从五个方面来宣告神做什么

来显明祂是爱我们的。 

1）神的爱在帮助里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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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掌管着万事，祂让爱祂的人得益处。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知道神在掌管着，而且祂在做工，祂运行在我们当

中，让各样的事情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最终是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

督，让我们在祂里面得荣耀。接着说“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讲到神的帮助，原文的意思是“神总是

为我们好的，is for us”。神的爱强调的是为我们的益处来做的，“不求自己的

益处”（哥林多前书 13：5），爱就一定是为对方着想，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

对方得着好处，这就是神的爱。既然神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

且神的旨意是不能阻拦的，那还有什么说的，还有谁能抵挡我们？希伯来书

13 章：“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

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里面享受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帮助，是我们

随时的帮助；有主帮助我，我就不用害怕了，因为人只是血气之辈，他们能

对我怎么样呢？约伯记 42 章：“1约伯回答耶和华说，2我知道，你万事都能

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神要做什么，没有一个人或任何的权势可以拦阻。

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如果帮助我们，神做一切事情是为我们，那我们还有什

么可害怕的？谁能够抵挡神的作为、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一

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说：“这有什么益处？”我们不明白，我们不能

接受。我们要晓得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的这节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你坚信这一句就够了。 

2）神的爱在赐予里 

“
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

地赐给我们吗？”神的爱不仅仅在祂的帮助里，也在祂的赐予里。神爱我们

到了一个程度，甚至赐下祂的独生子给我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

永生。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过自己独生的孩子更宝贵呢？神都愿意把祂独生

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祂还不把其它的东西赐给

我们吗？所以这节经文说“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

的恩赐是白白地赐予，祂不是基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祂怎么样、我们好

不好；是白白地赐予，而且是舍命的给予，舍己的给予，这叫爱。爱不是老

想要——我要更多，我要你的帮助，我要你爱我，我要你照顾……，爱是给

予。马太福音 7章：“9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10求鱼，反

给他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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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定会把好东西给我们，因为祂把祂的

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显明出

来，是在耶稣基督里给予我们的。所以说神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

们。神所赐的是通过基督而赐，是在基督里而赐，而且是把万物赐下，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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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一同领受神的基业。所以我们就要以信心来领受神

每一天的恩典，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祂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这

是神的爱，在祂的恩赐里面。 

3）神的爱在拣选里 

“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们今天得救，是

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主权的拣选。“拣选”这个字可以理解为“神把我

们选为领受祂爱的对象”，这是个何等大的恩典！神选择我们来领受祂的爱，

神的拣选是在祂的爱里。在婚姻里面、在我们人的关系里面也是这样。神所

配合的婚姻就是神拣选的，祂让我们有一个爱的对象；所以婚姻的伴侣是神

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一生去爱他，不是让我们从他那里得着爱。神把一些人

放在我们周围，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去爱他们，让我们把爱表达出来。我们常

常觉得身边的人不太可爱，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去活出爱，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如果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做祂的儿女，拣选了我们来领受祂的救恩，谁能

够控告我们？今天的世界里，最大的控告者就是魔鬼撒旦，启示录 12 章：“10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祂基督的权柄，现

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11 弟兄胜过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总

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使我们产生一种反应，觉得神不爱我、神不会接纳我、

神离弃我了……，常常会觉得我没有神的生命，觉得我没有信祂，觉得我没

有得救……。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在人生中

失败的时候，人最容易对神怀疑，对神埋怨，质问神在哪里？我的神你为什

么离弃我？为什么不管我啊？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势力在笼罩着我们，让我们

离开神，让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了，也让我们觉得自己跟神没有关系了。今

天这句经文让我们知道，没有一种势力可以控告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对神的

信心、怀疑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质疑神对我们的爱！圣经里有个人物叫约

伯，他就是被魔鬼撒旦控告的。他本来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在周围的人对他

的影响和质问下，他慢慢的也产生了对神的质疑，对自己生命的怀疑，甚至

到自己不想活了的光景。但神的爱是够用的，约伯记最后的高潮是神亲自显

现来帮助他，向他说话，让他最后能够站立得住，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

中，后来约伯领受了加倍的祝福。所以我们生命中要有这样一个认识，这样

一个宣告说：神的爱是在祂的拣选里面，如果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就

一定得胜。 

4）神的爱在代求里 

“
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

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上一节经文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一节接

着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称义从死里复

活，现今祂升天了，祂得荣耀了，祂在神的右边，神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都赐给祂了，而且祂在为我们祈求。希伯来书“7：25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

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能够拯救

我们到底，因为祂活到永远。“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不知道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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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今天为我们每个人的不同处境祈求什么，但是我相信祂祈求的一项很

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婚姻中，你

如果爱对方，你就为他祷告。你很想他在什么方面改变，你就为他祷告。如

果他天天发怨言，你觉得非常难受，那你就为他祷告，而不是来批评、指责

他，因为那只会起相反的作用，只会让我们的关系问题更加严重。为他祷告，

让神来做工，让他不再发怨言，改成感恩、改成肯定、改成鼓励。为对方祷

告，就是爱他。这里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告诉了我们神的爱——祂天天为我

们祷告、祈求，而且祂的祈求是合神心意的祈求，所以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爱是在代求里面，爱一个人，就为他祷告。当我们自己都不能祷告的时候，

要记住：神在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祂就是要来让我

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在神里面的人是何等的福气！ 

5）神的爱在永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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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经文讲到神

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用七个词来代表一切的灾难，如果我们在基督里

面，无论多大的灾难临到我们，基督的爱仍然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任何处

境中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让我们在爱中有盼望，在爱中有力量，在爱中活

出一个超越的生命。靠着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得胜有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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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在前面的 28 节说到“我们晓得”，我

们晓得神在掌管着万事，神让爱祂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一切的困境都不能

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现在他进一步说，“我深信”，然后他用了十个词，

“是死，是生”是讲到一切的苦难；“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说天

上地下一切的权势力量；“现在，将来”讲到时间；“高处，低处”讲到空间；

最后加上一项“别的受造之物”，除了神是造物主，一切东西都是受造之物，

所以这最后一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用十点，十个事情，十个

词来表达，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生离死别，现在、将来，地上的势力还

是天上的势力，没有一个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两段经文强调神

的爱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就紧紧地抓住神的爱吧！ 

6）神的爱在基督里 

“8：39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最后的总结就是：神的爱是

在基督里。神的爱都要藉着耶稣基督来表明，来临到我们身上，来彰显在我

们的生命里。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悔改接受耶稣作我们的主和救主，没有

通过耶稣这条道路这个桥梁，没有一个人可以领受到神长阔高深的爱。如果

不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活不出神的爱，因为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约翰一

书 4：7-8“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又启示我们：

“神就是爱”。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

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的爱 agape 是无条件的、永远的、主动的、

舍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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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去听一个讲座，《爱的五种语言》的作者 Gary Chapman 博士跟

我们分享爱的五种语言。第一种语言是肯定的言语，总是要说肯定鼓励的话。

第二种语言叫做高质量的时间，无论是婚姻、亲子，还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里，

都要花高质量的时间来和人在一起。第三种是礼物，送礼物，最好是送对方

喜欢的礼物。第四种是服侍的行动，就是去服侍别人，做家务等等。第五种

是身体的接触，拥抱、牵手、按摩等等。讲完以后，他说：这些内容只是知

道了是没有用的，知道信息（information）和有意愿（will）去做是两回事。

你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道，关键是你有没有愿望去做，你有没有这个心、

有没有渴望去行动。如果你不愿意去做，那等于自欺欺人，没有任何作用。

他接着分享他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准备做传道人时，发现自己的婚姻已经快破

裂了，夫妻两人天天吵架。他说他懂了好多道理，但是做不出来。有一天他

到神面前祷告，神就给他看到一幅图画，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图画。神随

后就向他说话了，神说：“你没有基督的心！”他受到神的责备，那个时刻他

在神面前真心悔改，求告神：“你给我基督的心去爱！”他那个祷告改变了他

的婚姻。所以他每次讲《爱的五种语言》的时候，总是要讲他自己的见证。

一个人知道爱的五种语言，但是他心里不想做，他心里充满了愤怒、埋怨，

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批评，你告诉他再好的技巧，他也做不出来。所以他说

“will”很重要，就是心愿，只有耶稣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才愿意，也能够去

爱别人。 

“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真想建立一个美

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就一定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

在祂里面，每天从祂那里领受爱，求圣灵把主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让

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就明白了该怎么去做，而且能够做出来。

因为我们有了那个心，那个心会带动我们的思想，带动我们的行动；否则我

们学再多，也不可能在生命里活出来。 

 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了。神的爱在祂对我们的帮助里，在祂给予我

们的恩赐里，在祂对我们的拣选里，在祂为我们的代求里，在祂对我们永远

不离不弃里，在耶稣基督里！ 

 

三、 已经得胜有余了 

“
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一

句非常惊人的话，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神的话却说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好像是别人在我们的银行账户里已经为我们

存上了一笔巨大的存款，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就去支取吧，这就是“已经得

胜有余了”的意思。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

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

稣说祂已经胜了世界，意思就是祂已经胜过了一切的苦难，祂已经胜过了死

亡，祂已经胜过了罪恶，祂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主已

经胜过了，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如果祂失败

了，我们怎么能够靠祂得胜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祂已经胜过，祂已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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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路加福音 10章：“17那七十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18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

落，像闪电一样。19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

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以你们的

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有这个

身份，耶稣说这个是最重要的。“蛇和蝎子“就是指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

罪恶的权势。主耶稣在这里启示我们说，不仅仅祂已经得胜了，祂也已经赐

给我们权柄，我们也可以靠主胜过一切的权势、一切的能力，胜过撒旦、胜

过罪恶、胜过苦难、胜过死亡。 

今天信息最后的一点就是“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说神已经做了，也已

经赐给我们得胜的权柄了。约翰一书 5章：“4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5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

神儿子的吗？”使我们胜过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耶稣胜了，祂赐下权柄

使我们也可以得胜；祂已经赐下了，然后我们藉着信心到祂面前去支取在神

里面的得胜。 

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搬到

一个新的地方住，发现小区里面有一个大概七八岁的男孩，老是一个人在外

面晃。邻居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坏孩子，千万不要碰他，他进哪个人家的后院

人家都把他赶出来，因为他总是惹事。有一次他把人家后院的一个小房子点

起火来烧了，还有一次把别人后院盖着游泳池的塑料膜剪开……，反正这孩

子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特别的邪恶。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孩子没有跟父母

一起住，是跟爷爷奶奶住的，父母都不管他。这个姐妹就祷告，神就给她感

动，提醒她说，耶稣基督的能力是永远大于邪恶势力的影响的。所以她就决

定邀请这个孩子到家里来玩。这个孩子很喜欢到他们家里和三个孩子一起玩，

一放学就来，就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又吃又喝的。她接纳这个孩子，就像

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们放学回来，她拥抱自己的孩子，也拥抱这个孩子，

还带他一起去教会，一起读圣经一起唱歌。这个孩子在她家里被影响，有了

很大的改变。她在见证中说：我们一开始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交上坏朋友，跟

这个孩子一起玩是不是会受到不好的影响。但是，圣灵的能力永远大于邪恶

的势力，祷告和爱的能力永远大于这个社会丑恶的势力、仇恨的势力。她就

这样祷告，然后她也经历到神里面的能力，在神里面的得胜。所以，我们在

生活里，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上，都可以经历到靠着爱我们的主是得胜有余，

而且是已经得胜有余了。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

那些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我们都可以得胜有

余；然后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我们得胜是因为靠着主对我们的爱

和主对我们的恩典，祂的恩典够用；最后是“已经得胜有余了”。盼望今天神

的话激励我们，我们也紧紧抓住圣经里这一句很重要的应许，那就是“靠着

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