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08（日）每日活水（羅馬書）-叫人死而復活、使無變有的神 

 蔡維恩牧師 

前言: 「父親節禮物」 

       父親節該送什麼禮物？如何選禮物似乎經常令人傷神。現代父親其實是扮演

著「超人的角色」，壓力特大。「父親節=付清節」。分享父親節這天，爸爸和丈

夫特別喜愛的四件事，提供大家參考。 

1.表達敬重 

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 33 節對已婚夫婦說：「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

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這提醒我們，如果我們想好好地愛我們

的丈夫，我們就要向他表示敬意。這並不意味著允許他支配我（記住，上帝告

訴丈夫要愛自己的妻子，像愛自己一樣。）；不過尊重丈夫，表示對他說話要客

氣，不可在公開場合或私下批評和貶低他，尊重他的領導，以及喚起他的正向

特質。 

2.表達感謝 

兒女是丈夫的寶貝。當子女在父親節或其他人生重要的日子，親手繪製一本

回憶照片或卡片送給父親。並在每張圖片寫下對父親感謝的話語。身為老爸的

一定會非常感動，子女等於向他訴說，那些親子相處的時光，對他們來說是多

麼的重要。大多數男人對自己的感覺並不那麼敏銳，也不會很快地表達自己的

情感；但他們需要知道自己被愛。我們必須以他們能理解的方式訴說愛。但大

多數男人更喜歡透過活動建立關係。感謝卡要向父親或丈夫傳達的是：「我要見

你，我在乎你。」 

 

3.給予鼓勵 

男人可能不會表達自己的痛苦；但這並不意味著批評不會使他們受傷。每

次我們鼓勵他們時，即使是告訴他們，是很棒的父親或經濟支柱，雖然我們對

丈夫和父親在外面所面臨的許多壓力和挑戰，無法提供什麼實質的幫助，但我

們可以使他在家裡放鬆自在。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肢體語言和行動，積極

地傳播愛、喜樂和生命。 

. 

4、給予恩典 

若他們尚不能成為我們期待時，其實他們真正希望盡力成為最好的父親和

丈夫。他們需要足夠的恩典。父親節這一天，願我們首先向我們的父親、丈夫

以及孩子們，展現如何好好地愛我們的父親與丈夫。我們絕對還是可以送他們

特別的禮物，他們一直期盼的禮物。但願物質永遠無法取代這些父親最需要的

東西——知道他們是被看見、被愛戴、被支持，被鼓勵、有人為他們代禱，並

被感謝著。希望我們在此過程中永久、經常和熱切地歡笑。 

 



我們對父親的感謝與期待，是須有「信心的旅程」。我們要相信「叫死人復活、

使無變有的神」，經歷家庭的改變與突破。每次的節期，就是讓我們經歷上帝恩

典的時候。今天我們不只是表達對地上父親的感謝，也是表達對「天父」的感

謝，讓我們生命中有不斷神蹟與期待出現。特別今天談到「信心之父-亞伯拉

罕」的故事，也可以成為現代父親的榜樣與省思。 

 

一、思考的焦點.  

1、在父親的節慶中，除了表達對「父親」的感謝外，我們是否經歷「天父的

愛」？特別我們知道家庭的主，是我們的主耶穌。 

2、我們是否相信祂是「使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讓我們家庭會經歷「逆

轉勝」的神蹟？ 

 

參考經文：《 羅馬書四:17-25》 

4:17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他在主面前作我

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4:18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

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4:19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

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 

4:20 並且仰望 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 神， 

4:21 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4:22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4:23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 

4: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 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

死裡復活的人。 

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譯：耶穌是

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二、經文背景 



         保羅在羅馬書四章指出，亞伯拉罕在未受割禮以前，就被上帝認為是義

人；他重複說：「亞伯拉罕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認他為義人。」（3、9

節），不是因為行為（割禮）。上帝也要因著亞伯拉罕的「信」，使他跟自己有合

宜的關係（5 節），並應許亞伯拉罕跟他的子孫因「信」得祝福（16 節）。那

麼，究竟亞伯拉罕的「信」是什麼？他又是如何用生命經歷他的所信？而不是

行為（割禮）。這樣的分辨，對羅馬教會內部的爭議（律法主義與因信稱義的不

同見解）有很大的提醒。 

保羅簡短地指出：「亞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位使死人復活、從無創造萬有的

上帝。」（17 節）當上帝應許亞伯拉罕要成為多族之父時，對已年老卻膝下無

子的亞伯拉罕來說（九十九歲），這份祝福聽起來似乎既扎心又諷刺。因他的太

太莎拉也已年邁並喪失生育功能，他們夫妻的身體功能如同已死，不可能生出

孩子了！然而，亞伯拉罕卻因著信那使死人復活、從無創造萬有的上帝，心存

盼望、不失去信心，「堅決信上帝一定成就祂所應許的」（21 節）。 

     對保羅來說，像割禮這種外在的行為或記號，並不會直接幫助人與上帝之間

有合宜的關係。那真正重要、會讓人與上帝建立起真實合宜關係的，關鍵在於

「信」。保羅除了以亞伯拉罕為例，也告白他所信：「我們信那使我們的主耶穌

從死裡復活的上帝，因而被認為是義人。主耶穌被交在人手裡，為我們的罪而

死；上帝使祂復活，使我們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關係。」（24～25 節）他相信

人被上帝稱為義人、與上帝有合宜關係，是藉著從死裡復活的耶穌。他不只如

此相信，也如此經歷。 

 
三、啟示: 

（一）離開父家（舒適圈）的信心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

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羅四:17） 

 

亞伯拉罕是聖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最早被譽為「因信稱義(創 15:6; 羅

4:3)」，也是「信心之父」。他不僅作神舊約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父，也作神新約

的子民─基督徒的父，就是跟隨亞伯拉罕的腳蹤行，並且效法他信的人(羅四:9-

12, 16)。亞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什麼？我們要如何效法他的信心？希伯來書的

作者陳述古代信心偉人的事蹟時，特別詳細地描述亞伯拉罕的信心：從他蒙



召，就開始了信心的旅程，神也試驗亞伯拉罕的信心，讓他學習不憑眼見，而

是憑信心來領受神的應許。信心的領域很廣，從亞伯拉罕一生可以看到各樣的

信心：離開父家的信心、在世寄居的信心、使無變有的信心、盼望應許的信

心，和作神子民的信心。對基督徒而言，這也是走屬天道路，實際所要面對的

信心功課。既然我們與亞伯拉罕一樣同蒙天召，當效法他信心的腳蹤，也得著

神所應許賜給亞伯拉罕的福。 

信心的開始是-離開父家的信心。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當亞伯拉罕順命而行，便是信心的第一步，雖不知道眼前的道路如何，只要跨

出腳步，神便會一路帶領。  當亞伯拉罕到了神應許要給他的迦南地，那地早已

有人居住，他只好成為寄居的人。但他因著信，便不回頭，欣然居住帳棚，等

候神的應許實現。聖徒活在世上，也是居住帳棚，等候神所預備在天上永存的

房屋(林後 5:1-5)。   盼望：亞伯拉罕沒有得著所應許的，但他等候神所預備有

根基的城；不是憑眼見，而是憑著信心(林後 5:7)，看見那永遠存留在天上的產

業(彼前 1:3-5)。 

我們要對無論是自己未來前程、工作、家庭氣氛改變要有信心，捉住神的應

允，離開目前的固定舒適老舊模式，上帝會成為我們家庭的祝福。 

 

（二）使無變有的信心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

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羅四:18） 

神應許亞伯拉罕要成為大國，要把迦南地賜給他的後裔，並使他的後裔極

其繁多(創十二:2, 7; 13:16)。然而，亞伯拉罕直到一百歲，才得著神所應許的那

位兒子。 

當時已經 過了生育之年：亞伯拉罕 99 歲時，撒拉也已近 90 歲，生育已經

斷絕。但神啟示亞伯拉罕祂是「全能的神」，他們便憑信心領受，並且改名為多

國之父與多國之母(創十七:1-6, 15-16)。他們所信的神是「使無變為有的神(羅

四:17-21)」。改名後，叫彼此名字，本身就有屬靈「宣告」的效用。雖然剛開始

可能不好意思，但是信心的宣告，就是相信上帝的應許讓他們成為「多國之

父」與「多國之母。 

  子孫極其繁多：神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子孫將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樣無

數(創十三:16; 15:5)。神是萬靈的父，祂本來可造多人，但祂藉著一人，為要得

著敬虔的後裔(瑪二:15)。祂過去也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徒十

七:26)。 

亞伯拉罕的信心是在無可指望中顯明出來的，這“無可指望的時候”，指

他經過長久等候，仍未見神賜給他兒子的時候。這話似乎隱約地包括了亞伯拉

罕娶夏甲的事在內。當他娶夏甲的時候，可能以為他有希望得着兒子了，但夏

甲所生的以實瑪利，神卻聲言不能算作他的後嗣（創 21:12-13；加 4:30），這實

在使亞伯拉罕覺得更加沒有希望。就在這種沒有希望的情形中，他“因信仍有



指望”。創十七章亞伯拉罕再次表現他相信神的應許，因神應許立他“作多國

的父”（創 17:5），他便照着神的吩咐行了割禮，表示他信神的應許必定應驗。 

        聖經中也記載，他留下他的失敗，聖經記載他曾經兩次欺騙，騙埃及法老

王及迦南地當地的部落首領亞比米勒，說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想要用自己的

方式保全性命。他也曾順著太太撒拉的話，娶了撒拉的婢女夏甲來得到兒子—

以實瑪利。這些都發生在亞伯拉罕漫長的等候中，用自以為合適的、變通的方

式來進行，想要以人的意念來代替應許，這些在旅程中走錯的路，聖經都保留

下來，那些走錯的路線，都成為上帝恩典的記號。 

      所以即使在改變的過程，會遇到種種挑戰，甚至是自己的軟弱，但都能透由

信心「宣告」相信上帝的應許必要成就。（無法多少年），若是出於上帝旨意

時，就能看到神蹟奇事的出現。 

 

（三）叫死人復活的信心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

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羅四:23-24） 

          

亞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這話應該是指創世記二

十二章亞伯拉罕獻以撒說的。他能夠毫不猶疑地把以撒獻在壇上，舉刀要殺

他，是因為他信神是使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他的兒子縱然死了，神也能

使他復活，縱然是燒成灰燼了，神也能使無變有。 

神向亞伯拉罕發出的挑戰和考驗，對亞伯拉罕來說，他並不知道獻祭只是

作試驗而已，他已作出順服神的選擇，準備將他的兒子獻上。“亞伯拉罕清早

起來，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創二十二：3）當亞伯拉罕伸手拿

刀要殺以撒的時候，“耶和華以勒”神從天降下燔祭之公羊，代替了他的兒

子。這是一次信心的極大的試驗，也可以說是神在吾珥呼召亞伯拉罕四十年來

的信心的總測驗。 

     望見遠處的信心-亞伯拉罕祖孫三代終其一生，沒有得著應許之地，他們所

擁有的只是麥比拉洞的墳地(創四十九:29-33)，他們的後裔都寄居在埃及，不知

何時才能回迦南地(創五十:24)。但他是存著信心死的：神賜的信心不受時空的

限制，也不拘限於現今的得失。即使從屬世的角度看是失敗者，沒有得著所應

許的，但從永恆來看卻是蒙福的人。  到更美的家鄉：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傳給

他的子孫，信心使他們顧念的不是眼前的家鄉，而是更美的家鄉，就是所看不

見的永遠的榮耀(林後四:16-18)。 

  這經文解釋了亞伯拉罕因信被算為義的原則，不只適用於亞伯拉罕一人，

也適用於一切信神使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可見當初亞伯拉罕信神使他的子

孫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的那種信心，與今日我們信耶穌從死裏復活有相同之

意義和價值。加三章 8 節所解明的，原來神對亞伯拉罕說“萬國必因你得福”

這句話，就是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的“福音”，是隱藏在舊約裏的福音。在



亞伯拉罕的時候，他只不過信神要叫他作多國的父，信神要叫萬國因他得福；

在我們這時候卻是信那已經降世受死的救主，都是本着與亞伯拉罕同樣的信

心，仰望他所仰望的同一救主（參約八:56）。我們因信稱義的基督徒，是屬靈

的亞伯拉罕後裔，信心之父的功課，也是我們今天所要面臨的功課。本於信，

以致於信。從信始，也以信終，信心貫穿於我們整個的天路歷程。所以我們相

信「叫死人復活的主」必讓我經歷「逆轉勝」的神蹟。即使存著「信心而死」

終究後代子孫或門徒會看到上帝奇妙的作為與安排。 

 

四、自己的感受 

       我們的父親可能從來都沒對我們說過「我愛你」，但他們為了給我們更好的

生活而起早貪黑地工作，為我們的健康、學業、工作、婚姻和家庭而牽腸掛

肚……他們的愛往往藏在心裡。這是上一代的表達感情模式，我們要尊重。 

他們也許和我們心目中的「完美父親」不一樣。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能

希望他們更加慈愛、成熟，不但正直聰明、言行得體、受人尊敬，而且孝敬長

輩、體貼妻子、愛護兒女——至少，也別大男子主義、自以為是、亂發脾氣，

對嗎？我們可能曾經因為失望、懼怕而刻意疏遠父親，也可能因為難過、憤怒

而說一些傷害他的話。也許，直到長大成人，乃至為人父母，我們才漸漸明

白：沒有人天生就懂得養育孩子，我們的父親也不例外。他們只是有血有肉的

普通人，一生都在學習飾演不同的角色，也許會跌跌撞撞的，甚至犯錯。他們

和我們一樣，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和幫助。真的，沒有人能夠扮演「超人父親」。

真正的「超人」只有「天父」。我們只能學習如何「扮演上帝要我們扮演的角

色」不要過度對別人期待。 

現代父親角色十分地挑戰，但從「亞伯拉罕」信心之父身上，我們可以人

的不完美。現代父親能表達的是「因信稱義」，相信「叫死人復活，、使無變

有」的神，能夠帶出改變與突破。”亞伯拉罕根據上帝的誡命在以撒出世的第

八天給他行了割禮(參創二十一：4)；他派人千裏迢迢回到自己的故鄉在親屬中

為兒子找到一個妻子(參創二十四章)。亞伯拉罕的行動為以撒樹立了服從神的榜

樣。兒女從眼見所學的，遠遠超過從耳朵所學的，對於兒女來說，模仿強如記

憶，他們的眼見對他們心靈的影響，遠遠超過他們被告知的，所以父親榜樣的

影響力是極大的。用言傳和身教來帶領兒女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 以真理教導兒女，以愛心培伴兒女，以智慧管教兒女。讓每一個身為父親的

基督徒都能照管好上帝賜給我們的產業。讓我們一同禱告，求主使我們回到聖

經的教育，有基督化的家庭關繫，使父親在家中更好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到

自己的責任，讓兒女身心健康走在生命的路上。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六章 2-3 節中提醒我們：「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

世長壽。」他特別強調，「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無論我們與父親的關係

如何——或親密，或疏遠，或緊張，或緩和——我們身為上帝的兒女，都可以



坦然無懼地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自己和父親禱告，這是何等大的恩典！ 

 

天父要做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天父自己好榜樣。 

對孩子- 

1. 尊榮你的父親，能讓父親活起來。 

2. 每天為父親禱告，讓他知道你愛他。  

3. 若你們的關係正在破裂中， 赦免他。 

 

對妻子 

1. 尊榮你的丈夫，不管他的表現如何，尊榮的眼光能救一個男人，重建一個男

人。  

2. 持續的為你的丈夫禱告。  

 

對父親  

1. 花「時間」在孩子身上。 

2. 學會常常擁抱、讚美、肯定你的孩子，。  

3. 對上帝敬虔才是孩子生命幸福的關鍵。 

 

最後，我們要確信從「亞伯拉罕」信心之父身上，我們人是不完美，但天

父會讓我們經歷家庭的翻轉與更新。現代父親能表達的是「因信稱義」，相信

「叫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能夠帶出改變與突破。信心是什麼？以下

屬靈前輩如此說: 

￭不信的人只能看見困難，信的人卻看見在他們和困難之中有神。～戴德生 

￭信心是什麼？它是由三樣東西組成的—認識、相信和信靠。～司布真 

￭真正的信心要求我們相信神所說關於祂自己的每一件事，也相信祂所說關於我

們的每一件事。～陶恕 

￭信心是相信我們所不見的，信心的報酬，就是得看見我們所相信的。～奧古斯

丁 

 

自己的感受:分享自己身為父親與女兒互動一次奇異感受。（2013 年 2.12 漢神巨

蛋-終極一班）。最後我以周神助牧師父親的故事（2021.8.2 發表）作結束，周

神助父親就是一位「禱告的父親」。支撐著家庭的幸福與平安。 

 

爸爸 12 歲左右就成為孤兒。他排行老二，30 多歲的寡母帶著七個年幼的孤

兒。感謝神！祂是眷顧孤兒寡婦的神。 

爸爸只是小學畢業，戰戰兢兢去考醫生執照，考完一科自己知道考得很差，想

要放棄！ 

外祖父鼓勵、為他禱告。第二堂考得很好，順利考上！ 



在我中小學生命、成績、品行、靈性最惡劣的時候，今天早晨特別重溫，我每

一次回家，看見他邊看病人、邊垂下老花眼鏡瞄我。 

他當時的眼神中，至今仍然感受他的擔心、關愛、失望！ 

彷彿又聽見他對媽媽說：罵過了、打過了⋯只有為他禱告！發酸的手，還是要為

他禱告！ 

 

後來我們兄弟姐妹分散各國，父母不但每一天為我們的事奉、工作，甚至我們

的兒女禱告，也為他自己的哥哥、弟弟的子孫舉手提名禱告！ 

在我 50 歲罹患癌症，四哥在日本的公司破產。當時他在美國，已經 90 歲。但

是今天早晨感受，他所舉起禱告的手，仍然是那樣的穩重！ 

 

最後他臥病在床，我們天天圍在床邊，唱他所喜歡的詩歌，他無法開口唱。但

是他總是把手，高高舉起一起敬拜！ 

但願我父親禱告、敬拜、祝福的恩膏，流到我身上，也加倍的流在你們身上！ 

 
 

五、結論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一一：6）初信之時，神特別恩待我們，往往伴隨許

多神蹟奇事，聖靈帶領你生發信心。耶穌對多馬說：“你因看見我才信，那沒

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二○：29）信不需要看見甚麼，聖靈隨己意運

行，神有時會啟示，顯示和說話。這需要我們“在這一切之外存着愛心”，用

愛來印證，用愛來澆灌，用愛來扶持。  我們相信在父親節中，特別在疫情下，

家庭需要「重建聖殿」，因為我們用愛經歷，我們將遇見過「叫死人復活，使無

變有的神」。 



 
討論題綱： 

1.請分享你覺得「因信稱義」是什麼？怎樣才是信靠上帝呢？ 

 

2.請分享，在家庭中，你是否遇見過「叫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 

 

3.試分享「亞伯拉罕」信心之父，其因 信稱義，在父親節中對我們的意義為

何？ 

 

 

代禱事項： 

1.疫情下，請為教會與小組禱告，經歷「叫人死而復活、使無變有的神」 

2.請為自己生命的軟弱和有限來禱告，使我們能意識到自己的罪，求耶穌基督

的愛來充滿我們，並明白「因信稱義」真理。 

 

 

祈禱文： 

憐憫的上主，在父親節的日子，感謝祢賜下耶穌成為我們在黑暗中救贖的光，

幫助我們生命因祢的愛而看到盼望！從祢而來的盼望，不像世上盼望的，大多

是人的權勢和力量，而是單單因為祢愛我們，使我們看到自己的罪而悔改轉身

向祢。因為感受到祢的愛，使我們的生命得以改變，「因信稱義」而見證祢的救

贖，得到盼望。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在父親節，對父親表達敬意與愛意，也在禱告中看到人的有限與罪，使我們

更加倚靠上帝！ 

 

2.向朋友分享自己所認識的基督信仰，參加幸福小組，明白「天父之愛」的價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