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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患难”

罗5：3-11

贺宗寧长老



為什麼有患難？

羅馬書 5: 3-11



羅馬書 5: 3-11
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
耐，
4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5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
心裡。
6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7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8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
們顯明了。
9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10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
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11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
他以神為樂。



如何衡量基督徒的成熟度？

• 我們上次提到稱義的三個結果：1. 我們於神相和， 2. 我們
站在恩典中， 3. 我們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因為當我
們盼望著未來的時候，我們有喜樂。我們知道我們有美好
的終局。

• “歡歡喜喜” 這個字的原文 καυχώμεθα 意思是歡躍，狂
喜。 不只是一般的歡喜。而是由於内在的信心而表現出在
外表，有些誇張的歡欣。

• 保羅用這個字是要指出我們這些因信稱

義的人，我們信心的把握在哪裡。所以，

從羅馬書第五章我們可以看到自己對前

四章所講的明白了多少，而且應用了多少在我們的生命裡。

• 在美國，水果收成前用成熟衡量器來查。羅馬書第五章也
就是一個基督徒成熟度的衡量器。



順境 vs 逆境
• 在一切事都順利的時候，那當然容易喜樂，容易有
信心。但是，能够為未來而喜樂是超自然的表現。

• 成熟的基督徒不但可以因為我們今天與神的關係及
恩典而喜樂，我們也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事物而喜樂，
包括可能會發生的困難而喜樂。

5：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5：4 忍耐生老練（δοκιμήos），老練生盼望。

• 或許我們中間有些人在想：“保羅講這些風涼話，
顯然他不明白我的痛苦。他怎麼能了解我所經歷的
這麼多困難？”（就好像插圖中其他的企鵝不知道孤
單的痛苦）



保羅親身的經歷
• 我們中間可能有些人在過去，甚至現在，都在掙扎當中。我們

可能婚姻有困難，可能想要擺脫毒品，
酗酒，可能失業，或者其他一些痛苦的環境。
或者，我們經歷了無法承担的損失。

• 但是，保羅當然能明白你所經歷的。
• 他在許多地方都被鞭打，被關進監獄，他還

經歷過船難。他的經歷是與我們許多人的
經歷非常相像的。

• 保羅不是個被虐待狂。他並没有在痛苦中
感覺享受。他不是在告訴我們，如果悲劇發生，即使我們的心
痛的好像刀子在割，我們還是應該要在其中享受那痛苦。

• 但是他知道一件我們時常忘記的事：他“知道患難生忍耐…” 
患難可以成就老練。患難是有價值的，能產生讓我們喜樂的成
熟。



患難生忍耐
• 患難能產生什麼呢？保羅繼續說：“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 “老練”就是說成熟。一個經過

患難的基督徒才是成熟的基督徒。

• 患難不是我們靈命增長的障礙，

而是使我們完全的過程。患難可以產生忍耐。

• “忍耐”在原文upomonh是個合成詞，“在下面”
與“持續不動搖”。意思是在壓力之下，持續的堅
持而不被折斷。

• 患難會給人壓力。在患難的壓力下能堅持而不被打
倒。這就是“忍耐”的意思。



患難是神給的試煉
•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都應該記得求主保守，
讓我能够堅持，讓我們不被逆境打倒。

• 但是，患難本身並不能讓一個
人内心堅強起來。雅各說患難
可以試煉我們的信心，可以讓
我學習信靠神，讓我們能把我們的中心放在神那
裡。患難讓我們可以去緊緊的抓住基督。

• 患難也會將將我們自認為可以自給自足的假面具給
拿去。我們本來自以為有能力去使用自己的資源去
面對一切。但是，這些，在患難的前面都成了假象。

• 神將我們放在一個環境中，在那裡我們盡自己的一
切所能都無法掌控，甚至無法面對。那時，我們轉
向神，就會發現原來神才是我們一切的供應。



通過檢驗

• 就像黄金需要經過火煉，神也是用試煉
來建造我們的信心。金匠在提煉黄金的
時时候，在大火裡融化金礦，讓雜質漂
浮到頂層。金匠一次又一次的將雜質瓢
去，直到他只看纯金。

• 患難就像是提煉黄金那樣。熱可以融化並純化我們的信心。
患难將我們的支持力量支離破碎，讓我們體驗到我們的雜質、
脆弱與需要幫助。我們肉體的自信就會漂浮到表面而被瓢起，
而基督的特質才逐漸顯現。

• 所以，保羅說：忍耐生老練。老練意味著“得到證實” – 試
煉過以後得到神的讚許。在古時候的近東，陶器在窑里經過
燒烤而没有裂痕的，就可以蓋上“老練”這個字的章確認没
有裂缝的，就會蓋下 δοκιμήos （ “approved”,老練）的印章。

保羅在這裡用的就是這個字。患難中要忍耐，忍耐可以印證我
們“通過檢驗”（或“老練”）。



患難使我們成熟
• 當我們拒絕將将困難看做攪擾我們的事，
轉而認為那是神給我們一個藉此去信任
祂的機會時，我們就會有一種穩定可靠
的感覺。

• 有人說：神要像擠壓葡萄那樣的對我們，
因為這樣才能釀出好的甜酒。所以，我
們所感受到的壓力其實是祂的手指在做工。

• 當我們在患難的過程中時，我們要抓緊神，我們的
性格就會像開花那樣展現出醇厚的香味，讓周圍的
人都感受到我們的轉變。

• 我們自己也會感受到神在我們的生命中的工作，因
此對未來有盼望。



對未來有盼望
• 保羅說“老練生盼望”。一個經過提練的生命對未
來有盼望。他在這裡所說的盼望，是指對未來有確
據。不是自己的胡思亂想，而是一個有神的話語保
證的，不能被遏制的人生觀。

• 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會帶給
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會
更為稳重，更被人信任。因為
我們知道神在我們生命工作，
就是要我們成為祂要我們成長的模樣。

• 這就是保羅在 林後 1:8-10 所寫的：
8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
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9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
復活的神。 10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
我們，并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有福的確據
• 保羅接着說：“盼望不至於羞耻 ”。意思是：這種有確據的

盼望必定不會讓我們失望。

• 事實上，我們希望能够脫離的患難與痛苦，就正是我們所需要
來確信神的愛。這是何等的奇妙，因為我們本能的會在患難是
去懷疑神的愛。

• 在接下来的幾節經文中，保羅講述神
的愛。他所針對的是基督徒，他要基
督徒能够在痛苦中確信神是愛他們的。

5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
心裡。6因我們還軟弱（無能為力，without strength）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7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8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
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神的愛
• 我們的盼望是基於神的愛。我們之所以知道我們的盼望不

會讓我們失望（羞愧）是因為我們確信神的愛不會讓我們
羞愧。祂愛我們，不會放棄我們。

• 羅馬書5：5 是保羅在羅馬書第一次提到神
的愛。（1-4章講神的義）在一個基督徒的生命裡，没有比
在患難中更需要神的愛。當我們在困難時，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認為神一定是在生我們
的氣，祂要處罰我；或者是神不關心我們，
祂不理我了。

• 如果我們這麼想，我們一定會陷入憂鬱當中，或者會抱怨
神。在我們的苦毒與憤怒中，我們會責怪神為什麼要毁了
我的生活。保羅卻告訴我們，痛苦不是神憤怒的證據。正
相反的，痛苦是神在表達祂的愛。



神的愛澆灌我們

• 神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讓我
感受祂的愛。

• 第一个方法是聖靈。5：5也是羅馬書第一次提到
聖靈以及聖靈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每一個信徒
在接受主耶稣的時候都領受了聖靈。聖靈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我們能體會到神的愛。

• 保羅說：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這裡所
說的“澆灌” 不是像我們自己在花盆裡澆水那樣，
只是點點滴滴。而是好像是倾盆大雨那樣的傾倒
下來。



最貴重的禮物

• 神愛我們的第二個方式就是祂為我們而死。耶稣基督在十
字架上受死證明了神的愛。“愛的真諦是給予。一個人愛另
外一個人有的時候可以用他送的禮物的價值/代價來衡量。
當然，收禮的一方配不配也是一個衡量的方法。（所以提到
仁人、義人。）

• 一個禮物越貴重，收禮的越會感到

不配，但是，這就越顯出送的人的愛。

• 用這個標準來看，神的愛是無比的。

他將自己的獨生愛子送给了罪人。而收禮的罪人完全不配，
因為我們本來只配接受審判。

• 所以，我們不要用我們的環境去衡量神。如果我們想真知道
神，我們只要去看耶穌犧牲代死。那是世界上無比的愛。



神的愛表現在十字架上
• 保羅繼續在9-10兩節說：

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
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10 因為我
們做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
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 如果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如果我們還
是他的敵人的時候，他就這樣的表現出他的愛，今天，我
們已經是他的朋友了，你想，他對我們會有怎樣的感情？

• 保羅所要解釋的是非常清楚：如果神在我們相信以前就如
此愛我們，他當然現在更是愛我們了。

• 即使我們今天有痛苦，或是生活困難，我們都不應該會認
為神不愛我們了。他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的生命給了我們。
又經由聖靈將這個愛澆灌我們。他的愛環繞著我們的四周。



患難讓我們親身經歷神的愛

• 因此，保羅講出最後的一點：

5：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

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 基督徒最高的成熟度是能在神的裡面享受喜樂。
成熟的基督徒不会因為神所賜的恩賜而喜樂。他
們的喜樂是超越外表的恩賜，而直接到神面前敬
拜祂，愛祂。

• 痛苦的經歷可以帶領我們能够更體會神，讓我們
更認識到以前没有體會過的神。

• 這正是為什麼約伯可以在他的痛苦中說出：“從
前我風聞有你，如今我親眼見到你” (約伯記 42:5)。



史巴福的故事

• 19世紀的時候，在美國芝加哥

有位基督徒的律師，他的名字叫

史巴福。他是穆迪聖經學院的創建人之一。

• 1871年，芝加哥大火。燒毀了他大批的房產。

• 大火之後，他想在重建芝加哥的

時期把他的四個女兒送到另外一

個環境去生活。

• 那時，美國南北戰爭剛結束，

到處都是百廢待興。於是，他就把他們送上一艘船去

歐洲。



大西洋的船難

• 在大西洋途中，遇到風暴，
這艘船與另外一艘船相撞，
两艘船都沉没了。

• 孩子的母親親眼看到四個
孩子淹死。她自己被船桅
擊中頭部，但是，卻奇蹟似的活了下來。

• 她被人救活，送到威爾斯一家醫院。

• 她在醫院裡打了一個電報給史巴福。電報只有短
短的：“只剩我存活”。



我心靈得安寧
• 史巴福接到電報，馬上搭乘第一艘的船去威爾斯。

• 當他的船接近他孩子在大西洋淹死的地方時，他獨
自的走在甲板上，腦子裡湧現這在短短時間所發生
的一切事情。在那個時候，他寫下了一首詩歌：

《我心靈得安寧》。

•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

• 有時遇悲傷似浪滚；

• 不論遇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 這就是主耶稣今天要給我們的信息：所有因信稱義
的信徒，我們在主裡面有永不再渴的喜樂與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