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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6日，基督
耶稣教会国语堂特别邀请大
使命神学院院长李菱英牧师
证 道 ，他 引 用 罗 马 书 4:
16-25 分享主题“苦难是绊
脚石还是踏脚石？”

一般上，人都会认为苦
难是生活中的一大阻力，总
想着尽快的从中脱离出来，
因为人的身心灵所要的是舒
适感，即没有苦难的生活。
这两年来，我们过着非常困
难和受限制的生活，很多亲
朋好友也因这疫情而与我们
永别。由于经济上的压力，
守业、创业、工作都经历困
难。各人在面对这般困难的
情况，都有各不同的反应。

他们总结说：有没有上帝都
是一样的，祷告不祷告也是
一样的，同样的没用。这般
的悲观态度使基督徒的信心
生活变得暗淡。这种悲观的
态度与使徒保罗所见证的亚
伯拉罕的信仰形成对比。

保罗在述说亚伯拉罕信
心的事迹中，至少有 4次提
到应许。他要借着亚伯拉罕
在面对困难时，如何坚信上
帝的应许，来举例说明信徒
在面对生活困难当如何应
对。保罗还表明，亚伯拉罕
非常确定，即使上帝的应许
许久都还未成就，他依然相
信上帝不会违背他的应许。

亚伯拉罕是得到上帝多

重应许的人，上帝应许他和他
后裔必得应许之地；应许他的
后裔必多如海边的沙和天上
的星；应许他要做多国的父；
应许救赎主必从他后裔而
出。但直到亚伯拉罕年老，也
不见上帝的应许成就，但他还
是坚信上帝不会违背应许。

一位名叫 James Mont-
gomery Boice 的解经家说：
这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
信仍有指望”是整个新约中对
信仰的最好定义。保罗说出
罗马人对信仰的误解，是因受
了希腊罗马哲学的影响，注重
的是主观信仰，就是力量和信
念是基于自己本身，而不是上
帝。罗马人中有一个非常著

名的口号是：我们可以，因我
们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激励
自己看似不错，但在基督教神
学中，这就是主观信仰，是基
于自己而不是基于上帝的信
仰，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的信
仰。这般的信仰模式很可能
会使我们绊倒。

我们至少可从亚伯拉罕
的信心生活学习有三件事：

1.亚伯拉罕在困境中，
依然坚信上帝从不说谎。
（20节）

亚伯拉罕对上帝和祂的
应许一点都不疑惑，无论环
境多么艰难，因为他坚信上
帝从不说谎。这般巨大的信
心就是驱使他顺服上帝的动

力，无论应许需要多久才能
成就。保罗在提多书书 1:2
也记载上帝是不曾说谎的：
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
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2.亚伯拉罕在困境中，
坚信上帝是信实的。

意思是上帝不是容易因
某种状况而改变主意的位
格，并不像善变的人。一位
名叫 Arthur W. Pink 的神学
家曾经说过：关于上帝的一
切都是伟大的、广阔的、无与
伦比的。祂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不会失败，也永远不会
改变自己说过的话。这就是
为什么亚伯拉罕坚信，无论
生活多么艰难，上帝都不会
改变对他的应许。

3. 亚伯拉罕在的困难
中，坚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保罗记载亚伯拉罕完全
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会
成就他所应许的。古代文献
中记载了一个不信者和亚伯
拉罕之间的对话。不信的人
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需
要上帝的神迹才能使你这个

老人有孩子。然后亚伯拉罕
回答说：是的，但这个神迹不
能比上帝只口所说的话，使地
上的一切从无变为有的神
迹。以致保罗在第 17 节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
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

基于这样的信心，亚伯拉
罕才被算为义，就是这样的信
心，他才看到困难并不是毁掉
他生命的绊脚石，而是他仍然
上帝应许的踏脚石。

借着为我们死而复活的
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了上帝
的大爱。问题是，基督已在
髑髅地牺牲自己，难道世上
还有祂无法承当的苦难吗？
我们是否相信，基督在祂的
死和复活中，已经承当我们
一切的苦难或痛苦？我们的
生活可能很艰难、苦涩，但我
们是否坚信上帝从不说谎，
相信祂是守信施慈爱的上
帝，相信祂能够解决和承担
一切？实际上，我们的信心
将决定苦难是绊脚石或踏脚
石。

陈巧云报导

每个人始终都在寻找
三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即
我 从 何 而 来 ？ 我 为 何 而
来？我将往何而去？这三
个基本问题的答案，是无

法从资本主义或物质主义
的角度中寻找到答案的，
至少是无法真正满足人的
心，但我们能在信仰中寻
找到答案，我从何而来，就
是我生命的价值；我为何
而来，就是给我生命的意
义；我往何而去，就是给我
生命的盼望。这三个问题
总的来说就是探讨生命的
价值、意义和盼望。

在约翰福音 4 里面，几
乎包含了我们对整本圣经
的认识，即包含神学、颂
赞、基督论、救恩论和宣教
学等；分别描述了我们对上

帝的认识、要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上帝、认识耶稣基督
等。但在约翰福音 4:27-30
中，有一句话需要特别留意
的是“那妇人就留下水罐
子”，这句经文给我们留下
非常宝贵的信息。在这段
经文里，我们也能看到一个
经历过 5 次失败婚姻的撒
玛利亚人，也许因为受到周
遭人的歧视，选择在没有人
的日正当中时去打水，这时
碰到了耶稣并与之交谈之
后，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一
样，像是得到了崭新的生命
一样。而她所留下的“水罐

子”也象征着她生命当中的
失败、绝望、挫折、苦毒和
所有一切无法被满足的干
渴，但当她遇到耶稣的时
候，耶稣让她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耶稣脚前，带着一个
崭新的生命回去。从偷偷
摸摸出来打水，到名正言顺
地回去，这样的改变无疑是
极其有说服力的，在这里我
们看到耶稣唤醒了一颗干
渴的心灵。

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
背景，就会知道约翰福音 4:
4 所描述的“必须经过撒玛
利亚”中的“必须”是何等

宝贵。如同耶稣怎样“必须
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的生
命若要被唤醒和翻转，并拥
有崭新的生命，我们就必须
要 有 耶 稣 在 我 们 的 生 命
中。在约翰福音 4:29、39
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神
是无所不知的，鉴察人心的
主，即使面对未曾谋面的
人，也能知道他素来行的
事，也就是说我们素来所行
的事神都知道，在神面前我
们无需躲藏，也无处可藏。

认识主耶稣的过程，难
免会遇到各样的拦阻和挑
战，宗族的拦阻、传统文化

的拦阻，亲人的拦阻等等，
每个拦阻都会使你想放弃，
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会
在每个拦阻上看到神的大
能，以及神借着我们所作的
工。唯有耶稣基督能够给
我们崭新的生命，祂唤醒我
们干渴的心灵，并带来奇妙
的改变。祂要脱去一切缠
累在我们生命中的负面的
情绪和伤害，只要我们愿意
向祂敞开心门，祂的能力就
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值中，
使我们甘心放下手中紧抓
的，单单跟随神。

林钦慧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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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5日，蔡亚
兴主席筹备的万福商人团契
再次在线上云视频与大家相
聚，当天特别邀请美国的朱
忠胜牧师证道，引用腓立比
书 3:12-16 分享主题“使命
必达，向着目标竭力追求”。
邓玉森长老带领始礼祷告，
由陈德良弟兄主持，黄荣禄
弟兄领唱，陈和弟兄和钟志
奎弟兄献唱诗歌。

我们要向着上帝所定
的目标竭力追求，成就上
帝所定的旨意作为奖赏。
我们常常生活在设定目标
与达到目标之间。我们常
常面对 3 种的目标：

1.自己定的目标
自己定的目标时常难以

满足且不稳定。若达不到目
标便会失望、灰心、气馁；若达
到目标便会骄傲、自高自大。
骄傲是失败的开始，而我们的
计划经常是赶不上变化的。

2.别人为我们定的目标
所谓的别人可能是我

们的父母、老师、老板、丈
夫 、社 会 。 只 有 一 句 话
——没完没了。

3.上帝定的目标
若我们没有能力达到上

帝的目标，我们要承认我们
的无能，求上帝帮助和施恩，
祂便会加添我们力量，叫我

们不气馁且有能力完成。这
是上帝的奖赏，上帝的恩典。

有一个关于三棵树的
故事，它们都定了目标：第
一棵树要做王宫的家具，
结果成为马槽；第二棵要
做国王的讲台，结果成为
小船；第三棵要做国王的
宝座，结果成为十字架。
但 上 帝 能 成 就 祂 定 的 旨
意：马槽是万王之王的床；
小船是主的讲台；十字架
是完成救恩的宝座。

要设定目标与达到目
标要持守的一些原则：

1.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保罗的一生是以认识

基督、亲近基督和传扬基
督 。 他 将 万 事 当 作 有 损
的，并丢弃万事，看作粪
土，为要得着基督。

2.以合乎己力为基准
我们要尽己所能，竭力追

求，忘记背后，努力争取前面，
想着目标竭力奔跑。上帝不
会要求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只

要尽己所能，努力工作。
3.以完成托付为奖赏
我们要尽力的完成上

帝的托付，成就祂的旨意，
为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
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我们要依靠上帝，将一切
忧虑卸给祂，所度过的每一
天，他必眷顾我们，使我们从

新得力，能够完成祂的旨意。
分享之后，翁绳佑牧师回

应讲道、林成富长老、蔡莲凤
姐妹、庄宝梅校长、林黎清牧
师、许清声牧师讲话和问安。

最后，在翁绳佑牧师
的结束祷告和祝福祷告后
结束聚会。

陈巧云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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