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32  大有盼望 
 

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

慰，可以得着盼望。
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

督。
6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12
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

要仰望祂。
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

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32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33愿

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门！ 

罗马书 15：4-6，12-13，32-33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罗马书 15章里三段祝愿的经文，信息的题目叫“大

有盼望”。 

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在基督教信仰

里面，信心、盼望、爱心对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三

个支撑点。就像一个三脚架，无论是在草地、石头上，还是在沙土上，只要

稍微调节一下，它都可以撑住，可以站立得稳。那么，有了信心、盼望和爱

心这三样东西，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上，你都可以站立得住，而且可以站稳。

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人生的根基；爱心是我们对人的爱心，是人生的

内容；而对前面的盼望就是我们人生的动力。很多人觉得人生很难走或者婚

姻很难走，对现在的处境觉得走不下去了，就是因为没有盼望。Lee Anderson

牧师说过这样一段话：“除了身体的需要，如食物、空气、水、住房之外，

人类能活下去的需要是盼望。盼望是心灵的氧气，没有它，人的心死了。有

了它，人可以超越甚至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人生即使处在痛苦、困难、不确

定的环境之中，有盼望的人仍能看到出路、看到转机、看到光明。”今天无

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在疾病、在失业、在痛苦的挣扎当中，有点

受不了了，有点撑不下去了，你需要的就是盼望。很多人就是因为有盼望，

充满着一种力量，充满着对人生的信心，再艰难、再困苦的日子都能够走下

去。所以信心、盼望和爱心在圣经里是相辅相成的三件事情，也是基督徒生

命的三个特质。 

圣经里进一步说到，如果我们没有神，就没有盼望；因为盼望是从神来

的，是从天上来的一种力量。诗篇 62 篇：“
5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

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祂而来。6惟独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祂是我

的高台，我必不动摇。7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

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圣经特别强调，盼望是能够帮助我们活下去的动力，

而且这个盼望一定是从神来的。不要把盼望放在我们手上拥有的东西，我们

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智力甚至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如果把盼望放在

除神以外的东西上，有一天它会令你失望的，甚至让你绝望。要把我们的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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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放在神里面，因为在神里面有救恩，有力量，在祂里面我们可以有避难所，

在祂里面也有荣耀，这样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上，都可以站立得稳，而

且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力量往前走，可以超越甚至我们本来不能超越的障碍。 

以弗所书 2 章：“
12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

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without hope, without 

God)。”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你没有指望也说明你没有神，

所以你才走到绝望了。接着说“13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著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以前远离神，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

与神隔绝了，我们得不着从神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虽

然是个罪人，但是神爱我们，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我们只要信耶稣，悔改转向神，接受耶稣做我们

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神就饶恕、赦免了我

们的罪。我们可以再次亲近神、与神和好，跟神连接，成为神的儿女，有一

个新的生命，可以从神那里支取盼望。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受洗，就是把这

样一个信心表达、宣告、见证出来。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

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有指望、有盼望的人。今天这几节经文，我们从三

个方面来看，如何从神得着盼望，或者说神怎么样赐给我们盼望。 

 

一、从神赐的忍耐和安慰得盼望 

“4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

安慰，可以得著盼望。5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耶稣，6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是

一位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忍耐不下去了，我们非常的灰心、悲

伤、沮丧，我们需要安慰、需要鼓励；而神就赐给我们忍耐、安慰，让我们

对生活产生一种盼望，我们才能够同心来效法耶稣基督，追求耶稣基督的生

命，才能够去活出荣耀神的人生。忍耐的英文是 endurance，就是毅力、坚毅，

就是我们能走下去的那样一种力量。安慰，encouragement，就是鼓励的意思。

神是藉着圣经，藉着祂的话语，让我们产生忍耐和安慰。所以今天我们要通

过神的话语才能够产生忍耐和安慰，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鼓励、领受力量、

得着盼望，以致我们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很大的苦难、很大的挑战。罗马

书 5 章：“
3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可以

使你产生盼望，这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就可以产生的，而是从神的话语产生

出忍耐和安慰，从神的话语里来领受盼望。诗篇 119 篇：“49求你记念向你仆

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
50
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这里强调神的话产生一种盼望、产生一种安慰。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从神得

着盼望？首先要从神的话语里得着忍耐和安慰、得着鼓励、得着毅力，我们

才能够走下去。我们要每天到神面前去，以祷告的心、祈求的心去读祂的话

语，从祂的话语就可以生出忍耐和安慰。 

有一位姐妹，她得了坐骨神经痛，这种疼痛是很难治的。她试了不同的

治疗方式，也作了手术，最后还是没有好起来。她每天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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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试各种姿势，但是都很难受。坐骨神经一疼，就辐射到她

的腿、她的脚，非常地痛苦。她感觉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了，再也坚持不下去

了。但是她的见证中就引用了诗篇 119：50，她说，“是神的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这样的痛苦中，神安慰我，鼓励我。”有一天她想着，我再也坚持不下

去了；这时候，她背诵过的经文就告诉她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

事都能做。”（腓立比书 4：13）神的话一下就给她鼓励、给她安慰。还有

一天她想到，神根本就没有把我治好，祂是不是撇下我不管了？然后她就想

起背过的经文：“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彼得

前书 5：7）她就知道神顾念她，神没有撇下她。每一次自己想远离神、想放

弃的念头出来，每一次都是神的话帮助她。有一次，她想到神为什么要我经

历这些？别人没有这个病，为什么我有这个病？神要怎么样用我？她就想起

彼得前书的话，“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祂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5：

10）她就马上得到鼓励了。她说：“神召我是要我得天上的荣耀，而我现在

所经历的苦难，就是要成就将来的荣耀。神一定会坚固我、赐力量给我、成

全我。”每次都是神的话语把她的心思意念夺回，归向基督。她就是藉着神

的话这样走过来的，已经好多年了。虽然坐骨神经的疼痛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力量，从祂的话语而来的忍耐和安慰，她充满着盼望。 

 

二、从神赐的平安和喜乐得盼望 

“12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

人要仰望祂。”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你要仰望祂。仰望的意思

就是信靠祂、等候祂，把盼望放在祂身上。这里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耶

西的根”，就是指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祂将来要起来，成为外邦人的王。

外邦人就是指向我们，我们信主的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天国君王，祂要

治理掌管我们，我们就是祂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转向神，把

盼望放在神上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表达的一个信心，神就使我们有盼望。

以赛亚书“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祂。”

说到耶稣基督就像一个大旗，竖立在那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奔向祂。这

真是个奇迹！一个大旗树立在那里，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看到耶稣

基督，我们就充满着盼望！ 

“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God of hope)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

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常常在祝福的时候，向大家

分享这句话：“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在这个世上，你要记住的神的特性，

祂是赐忍耐与安慰的神，祂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如果觉得自己现在很失望，

甚至非常绝望，那么，神是使你有盼望的神，祂可以给你生命的动力，让你

走下去。这一节经文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叫“因信”，我们要因着对主

的信心，来领受神的充满。然后要“藉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大有盼望”。

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信主，然后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得到盼望。

这里先说神用喜乐平安来充满我们，fill you，然后我们才能够大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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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flow with hope，原文的意思就是把盼望满溢出来。不仅仅是充满而已，

而且是满溢出来，就像我们常常说的“福杯满溢”。我们的盼望满溢出来，

影响周围的人，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人。彼得前书“3：15 有

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当

别人看到你即使在患难中，仍然充满着平安喜乐，他就来问你了。你遇到这

样的事情，心里怎么会这么平静？仍然有喜乐？然后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

温柔的心，跟他们分享：因为神把喜乐平安充满在我心里，我才有盼望。我

们这就在跟他们分享福音了。 

诗篇“81:10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來。你要大大张

口，我就给你充满。”神真是要充满我们，但是要我们大大张口，要我们凭

着信心，大胆地向祂求。什么叫“大大张口”？先到神面前说我的口是空的，

我的心是空的，我需要你充满。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首先承认我们的

软弱，承认我们贫乏，承认我们虚空，承认我们不行，先掏空我们自己，然

后神才能够充满我们。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得饱足。”（5：6）到神面前来寻求祂，来渴慕祂，祂就会让你饱

足。其次你到神面前要大大的祈求，不要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说这个神不

可能做，那个神不能做。大胆地向神祈求，凭着信心祈求神的大改变、神的

大能力、神的大作为，就叫大大张口。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这位神，做的是

impossible，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去祷告、去祈求，

去做我们能做的 possible 的事情。就像你今天找工作，要祷告，也要好好地

准备你的面试，你要查资料，要去联系，要去做你自己能做的，叫做 possible；

然后神就做 impossible。记住：我们做 possible，神做 impossible。很多事情

是我们不能掌握的，但我们可以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然后祈求神做不可

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大张口，你不张口，神不会把东西塞到你嘴巴

里去。张口是我们做的，神给我们充满是祂做的。只要你掏空自己、大大张

口，圣灵一定会充满你，祂会挪去你心里的忧虑、恐惧、抑郁，祂要用祂的

喜乐平安来取代、来充满你。现在请大家跟你边上的人说：“你要大大张口，

神就给你充满。”大大张口，表达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仰望，而且你没

有把神放在一个不可能的处境里，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祂要充满你！ 

 

三、从神平安的同在和得胜的应许得着盼望 

“32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33 愿

赐平安的神(God of peace)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门！”圣经特别强调，神是

赐忍耐和安慰的神，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这里又说神是赐平安的神，祂跟

你同在，带着祂的平安跟你同在，让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都有从神来

的平安。罗马书“16:20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

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讲到赐平安的神和我们同在，祂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我们脚下，快要到最后得胜的时候了。虽然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

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胜了，但他告诉我们耶稣快要来了，最后撒旦要完全地

被神踩在我们的脚下，神使我们也能够胜过撒旦。所以神最终得胜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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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有盼望。主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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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16：33）祂已经得胜了，我们在祂里面的人有平安，因为我们可以分享祂的

同在，分享祂的得胜。 

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就能够享受神平安的同在，享受神

的安息。马太福音 28章：“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

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顺服耶稣的旨意走出去，带领人成为

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把神的话教导他们遵行，主说“我就与你们同在”。

如果我们在犯罪当中，我们在远离神的那种生命状况当中，就不会有神的同

在的。神的同在一定是显明在我们顺从神的旨意，我们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

平安的神就与我们同在。腓立比书 4章：“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

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

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

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们听从主的吩咐，主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也要效法那些听

从神的人，服侍神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清心祷告的人，总是思念神所喜

悦的事情，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神得胜的应许也会在我们生命里，

让我们经历得到。 

有人这样总结，把你的盼望放在神上面，Set your hope in God，意思是： 

- 朝着神的目标去，Heading to God’s purpose 

- 活在神的原则里，Living in God’s principles  

- 待在神的子民里，Staying in God’s people 

我们如果把盼望放在神上面，我们就朝着神的目标行，按神的旨意去见

证基督，去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活在神的原则里，

就是按着神的话语去行，那我们就会产生忍耐、盼望，产生安慰。最后说待

在神的子民里，就是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弟兄姐妹，因为神要藉着他们

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给我们带来盼望。 

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简单分享了三点。第一，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我们要得着祂的盼望，是要跟神来同工的。神要藉着祂的话语，让我们产生

忍耐、安慰、鼓励、力量，所以我们要通过读圣经、听道，去神的话语里面

领受忍耐、安慰，以致产生盼望。第二，神要把祂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仰望神，然后得到神的

充满，以致我们的盼望才能够满溢。最后，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喜

悦的方式去做，去效法那些讨神喜悦的人，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从神平安

的同在和得胜的应许得着盼望。不要把盼望放在你拥有的东西上面，因为世

上所有的东西，你想拥有的都抓在你的手上，抓得紧紧的，有一天，当你最

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会松手。等到你松手了，你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一生都

是虚空的。但是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有一天你松手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上虽



6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然抓不住世上的一切，但是你却已经抓到了在基督耶稣里天上永生的盼望，

天上永恒的基业，这是我们最终要得着的盼望。 

几年前加州有一位姐妹，她心爱的大女儿刚刚成年，就得了癌症，然后

就被主接去了。没想到过几年后，她的丈夫同样也得癌症，到主那里去了。

这样双重的打击将她推到痛苦的深渊。这个姐妹分享说，当时我真的想随丈

夫而去，不想再继续活下去。这样的痛苦，我怎么样能够承受呢？怎么样能

够走下去？于是她就每天开车到附近的一个山上，去向神说话。她向神发怒、

向神痛哭、向神诉说、向神呼求，从神那里就得着平安、得着忍耐、得着安

慰，神给她活下去的盼望。她说，我知道，主既把我留下来，肯定是我很多

的功课还没有学完，肯定是神还要使用我去祝福别人、去帮助别人。我知道，

在我最痛苦的日子里，主没有离开我，祂时刻都在安慰我、鼓励我、扶持着

我，是主背着我走过了死荫幽谷。这是她见证里面写的，是神背着她走过来

的，让她有盼望。 

 

神的爱使我们在受苦当中的人就像一个向日葵一样。如果有大风暴来了，

向日葵的头就会弯下来；但是第二天，太阳一出来，它又扬起头来，面向太

阳，它的杆茎一下又挺拔起来，可以像充满着阳光那样的充满着希望。所以

大风暴过后它仍然坚韧、挺拔，迎向太阳，展现出丰硕的生命果实。向日葵

的生命有点像我们这里说的盼望，无论什么样的处境，我们仍然可以仰望神、

抬起头，充满着信心往前走，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种丰盛

的果实。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盼望是生活的灯。不要被困苦、疾病、

失业、离婚，任何的失去，环境的影响把你的盼望挪走，不要让这些把你生

活的灯灭了！把盼望放在神上，你就大有盼望，因为祂的盼望是确定的、惟

一的、永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