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0815（日）每日活水（羅馬書）-雖有患難，卻得喜樂   

蔡維恩牧師 

前言:「傳奇運動員-我為信仰而跑」 

   全世界唯一獲得６枚奧運金牌的女田徑運動員──艾利森．費利克斯

（Allyson Felix），今年以 35 歲之姿跑進東京奧運，她表示，「對我來說，信仰是

我跑步的原因。」有些人說，以運動員而言她太老了，但她並非為獎牌而跑，

因為費利克斯知道，上帝是要通過其恩賜，榮耀祂的名。 

   美國短跑選手艾利森．費利克斯，是此次備受關注的選手之一。這位史上獲

得最多世界級比賽冠軍的短跑選手，將是她第 5 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奧運；

過去４次參賽，獲得過 6 面金牌、3 面銀牌，總共９面奧運獎牌，和梅琳．奧

蒂（Merlene Ottey）並列，為史上女性田徑選手最多面奧運獎牌紀錄。此次奧

運最後以得到一面銅牌。也是自己個人的歷史記錄。 

  費利克斯的父親是神學院教授，她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並認為自己很幸

運，因為擁有兩個非常敬虔的父母，為其樹立很好的榜樣，所以自從認識耶穌

基督開始，就非常熱衷追求信仰。她開始練習跑步之後，更渴望每天都更像基

督；雖然這並不容易，但希望能夠活出基督徒的馨香，讓更多人透過自己而認

識耶穌。 

 

  於在賽場上需較勁秒數，毫秒細微之差就會影響名次，但她學習盡量不關注

周圍的壓力，全心為上帝而跑。可是總免不了，會感到被壓力束縛的時候，此

時費利克斯很喜歡透過經文禱告，特別是腓立比書 4:6-7 的「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費利克斯喜歡打破他人對自己的框架，高中時她被告知自己太瘦，所以無

法成為專業田徑選手，沒想到 18 歲一路「跑」進奧運，世界開始注意到這個小

女孩，接著她成為受矚目的女田徑運動員。在她 33 歲懷孕時，發現有很嚴重的

妊娠毒血症，被迫在懷孕 32 周時緊急剖腹產；剛生下女兒，她就決定要重回跑

道，爭取 2020 年東京奧運門票，因希望為「女性運動員可以同時兼顧事業與家

庭」發聲。她深信，孩子是上帝賜予的祝福、禮物，故不應為了擔心被減薪，

而不敢懷孕生子。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她上了年紀，體力不如年輕的狀

態，還有多了母親的角色，需要負擔更多責任。在奧運資格賽之前，為了照顧

女兒，她經常只有睡 4 小時。 

雪上加霜的是，因為疫情流行，許多體育館沒有開放使用，費利克斯就在

任何可以跑步的地方練習，不管是海灘邊的草地、社區街道，還是建築物外的

水泥地。最後在 2020 年奧運資格賽中，打破大家對「母親」、「女性運動員」的

框架，跑贏許多比她年輕的運動員，並獲得奧運門票。她表示，回過頭看所有

歷程，感到自己非常幸運；因為上帝給予跑步的恩賜，故希望盡所能，用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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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榮耀祂。透過這次奧運比賽，費利克斯也想向女兒立下榜樣：做事要正直，

並且永不輕言放棄，盡全力努力，其他一切交託給神。其實，有信心、活出盼

望、在主愛中突破。 這樣「信望愛」是基督徒的信仰標誌與精華，而信望愛的

神人關係，就是平安與喜樂。如何在患難中仍然喜樂，這是「得勝」基督徒的

記號，也是生命的見証。   

 
一、思考的焦點.  

1、我們是否能夠「為主而跑」，「因信稱義」在患難中仍然喜樂呢？ 

2、我們是否能夠因為「信望愛」的信仰，領受苦難背後是化妝的祝福？ 

 

  參考經文：《 羅馬書五章 1～8 節 》 

5：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2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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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二、經文背景 

  「因信稱義」可以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保羅在羅馬書中花了很多篇幅來

詳細說明這個信念；此外從保羅許多其他書信中也都會發現他將「因信稱義」

視為是基督信仰中的基礎福音信息。 這個信念後來也被奧古斯丁所強調。 到

馬丁路德時，這個信念再度被重視，甚至被馬丁路德之後的改革宗(新教)當作是

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信念。 

   羅馬書 5 章 1 節提到：「我們因信得以被稱為義人」，因這個前提，我們才能

藉著耶穌基督跟上帝有和睦關係，並活在祂的恩典中。基督徒常說「因信稱

義」，不如說「因信而進入恩典中」。這個「信」，代表我們並非靠自己的行為，

也不是靠遵守律法而得稱為義人。這個「信」，也不單是我們主動的相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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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穌基督展現上帝的信實，使我們因信耶穌基督而能進入上帝的恩典中。 

我們因信被稱為義，並不表示我們成為完全的人，或是完全不再犯錯，而

是上帝給我們一個與祂建立關係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說，連我們以為自己

主動的「信」，也是上帝主動給我們的，使我們能夠進入祂的恩典中。那麼，我

們要怎樣回應呢？使徒保羅提醒，應當歡歡喜喜地盼望分享上帝的榮耀。這個

榮耀並不是我們以為的在天上放光的樣式，而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展現上帝的

榮耀，也就是即便我們在患難中，仍然能有歡喜的盼望。 

真正的盼望，是在有次序的歷練中體驗，是經過患難受苦，成就「信望愛」生

活。 

信-「因信稱義」與神和好。平安不被定罪。 

望-歡喜仰望主榮耀。喜樂生活，不看世界。 

愛-主愛的澆灌（聖靈），得勝不羞愧！ 

    
三、啟示: 

（一）因為信心，相信苦難後有祝福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羅五:1） 

人生在世，總會遭遇挫折或磨難，有些人接受了，走出困境，豁然開朗；但有

不少人卻不僅不願面對，還讓自己活在痛苦深淵，一直重播苦難的嘴臉不放，

就像被打完針的小孩，當針筒離開屁股的那一刻早就不痛了，卻依然哭得死去

活來。其實，沒有人能逼我們活在苦難之中，除了我們自己，也沒有人能帶給

我們痛苦，除了我們自己。生命當中的苦難和低潮，順境或逆境，都是人生的

一部分，唯有不去抗拒，面對它，全然的接受，才不會把自己困在裡面走不出

來。其最重要脱困的關鍵就是你是否能夠「因信稱義」與神和好，就知道自己

在苦難中得平安，不被定罪。就是說我是活在「恩典中，不是被定罪中」。 

  雖然很多人都渴望自己的一生，能像河流般順順的流過，然而那樣的生命

底蘊是不可能豐厚與精采的，就像海水也唯有先往後退，才能產生向前的力

量，成為洶湧的海浪，我們的人生也是如此。生命裡所遭逢的苦難，其實並不

是災難，往往到了最後事過境遷，我們才會猛然明白，那是一股推進我們向前

的力量！  

  聖經所云的「信」，可有不同層面的意義，但基本的字義有「靠」的意思。人

信主而蒙恩得救之後，便該有生活上的信靠和委身；就是說，不單有頭腦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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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認同的「信」，更當有全人投入、義無反顧的行動和生活方式。有時候，神會

容許苦難產生，以考驗和堅強我們的信心。我們對苦難所作的反應，可以判斷

我們是在信心中成長，還是後退到懷疑和怨恨的地步。其實神與我們一同受

苦，祂就在我們旁邊，幫助我們去面對苦難、經歷苦難，藉著祂的能力和我們

的決心，勝過苦難。苦難使神的子民更親近祂，他們不斷被苦難吞滅，因為他

們和耶穌一樣明白，十字架的苦難是復活的前奏，最美好的東西快要到手。 

  最近林書豪得病事（疫情感染），相信上帝的恩典，不活在定罪中。 

 

（二）因為盼望，能看到主榮光 

     「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

神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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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羅五 2-4）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八:18 中寫道;“我想現在的苦楚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

耀就不足介意了”這將要顯明的榮耀就是存留在天上,爲每個信徒所預備的永

生。因爲天上的比我們所能期望的更好凡信靠耶穌基督得以和上帝和好的人,在

世上所遭受的一切患難比起將要承受的榮耀的生命,就顯得不足挂齒了。 

  我們看保羅所說的話是如此樂觀,也許會以爲他一定是個沒有受過多少真正苦

難的人但事實上,保羅遭受過無數的試煉,諸如受鞭打,險遭沈船的危險,還有許多

次因傳揚基督耶穌的福音而受監禁之苦他可以沈迷於自憐與抱怨上帝但相反,他

卻從永生的遠景來看待他所遭受的苦難,我們應該學習保羅也許我們現在所面對

的生活,讓我們覺得不公平,但是基督巳經爲我們死,並已從死裏復活因此,我們會

有比現在地上短暫痛苦的日子更美好的生命，當我們得到天上的新生命時,終將

看到這個新生命真正的景象。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只是故事的簡短開場白,也像一

首美歌或一場舞劇開始時一段短暫的序曲。我們有了這樣的認識,所有的苦難痛

苦的感覺都會迅速消失當我們想起上帝一切的作爲,是爲給祂所召的愛祂的人得

益處那麽我們就不必擔心我們所遭受的一切苦難是徒然的,沒有目的的。 

經文不斷重覆一個主題 :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指生命的成熟 )。可

見，很多生命成熟的質素是必須經過苦難才能磨練出來的。 約翰福音也用枝子

作比喻，指主耶穌會常常修剪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結果子更多。修剪使人感到

不舒服，但卻又是成長的必需。 

   信主的人並非盼望今生無苦難、無逆境，而是在艱難中有主的同在和祂所賜

的平安以跨越困境。就如主離世前的應許：「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

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

界。」（約一六 33） 

  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喜歡遇見患難，因為患難代表令人不愉快、不舒服、甚

至是痛苦的。因此，我們很難說，患難中仍有歡喜。然而，保羅卻告訴我們，

當我們認識耶穌基督，因著信得稱為義而能夠與上帝和好，我們就能明白這在

患難中仍有歡喜的精髓，也就是我們能在上帝的恩典中滿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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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沒有說，成為基督徒就可以遠離患難，反倒是常提醒，基督徒遇見的

患難會比別人多。不論是在舊約或新約聖經中，受上帝呼召的人，都有經歷過

患難的經驗。而保羅說，患難中培養忍耐，並不是說我們要對患難習以為常，

而是當我們經歷患難時，我們就知道什麼是我們可以忍受的。經過多次的歷

練，我們就更曉得如何調整寬度與深度，知道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就

如美國神學家尼布爾（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的祈禱說：「主啊，求祢賜我

平靜的心，使我接受我不能改變的事實；賜給我勇氣，使我去改變我能夠改變

的；賜給我智慧，使我能夠分辨什麼是我所能改變的。」這正是從患難中所體

驗到的智慧。 

 

（三）因為愛，聖靈澆灌心裡 

保羅說：「因為上帝藉著祂賜給我們的聖靈，已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羅五:5）保羅提醒，聖靈已將上帝的愛傾注在我們心中，所以我們對未

來是有盼望的。患難不僅是基督徒不可避免的功課，更是考驗信仰的過程，配

得成為耶穌門徒的記號。即使未來會遇到困境，但我們不再感到失敗，反而會

更堅定在上帝裡的信心，叫我們在一切患難中都得勝有餘。 

付出和犧牲的愛帶來豐盛的人生，就如主宣稱：祂來了是要叫人得豐盛的生

命（約一○10）。這豐盛的生命就是好牧人的生命，而好牧人的生命的特點就是

為羊捨命（約一○11），正如基督在十架上的死帶給祂生命最大的豐盛和滿足

（賽五三 11）。因為愛，我們就容易經歷突破與成長。 

親身經歷苦難的人能體會別人的爭扎，更能安慰和鼓勵別人。聖經中的保羅

是個很好的例子，林後十一 23-29 中，他詳細例出了他一生所受的苦難，難怪

他能寫出如此多豐富的書信，也是新約二十七卷書中有十三卷是他所寫的。他

深深經歷痛苦，故其書信也能深切地安慰別人受傷的心靈。 

保羅說，盼望不至於羞愧，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

心裡。這讓我們更明白，我們所經歷的患難，絕對不是帶來羞愧。或許當我們

遭受患難的當下，我們會感到羞愧，認為好像被上帝遺棄了；然而，上帝卻給

我們最終的盼望，就是用祂那滿滿的愛來澆灌我們的生命。因此，我們經歷患

難時仍能有喜樂，因為我們明白不論身處何種景況，上帝的愛都不會離棄我

們。 

我們在盼望中有愛，也在愛中有盼望，這正是我們與上帝相和的最深刻體

會。正如尼布爾的祈禱說：「主啊，求祢賜給我勇氣，去改變那我所能改變

的。」這也是我們能在患難中保持歡喜的原因，因為除了明白上帝的愛澆灌在

我們的生命中，更讓我們有機會去改變那些可以被改變的事。這也是保羅「一

根刺」的故事，「有主的恩就夠用」的經歷。「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

離開我。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誇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後書十

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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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己的感受 

    有名人說:「死亡不是人生的最大損失，人生最大的損失是──當我們活著

時，心靈已經抵擋不住痛苦而選擇死亡。」人生的見証，就是遇到苦難，最後

經歷「逆轉勝」，從老我破碎，最後「聖靈充滿」，找到真正自己的過程，就是

「自己生命見証的故事」。 

主耶穌的救恩，因信稱義承受白白的恩典，我們喜樂歡呼，因為神的榮耀

有盼望。再者，人生的苦難要得主安慰，苦難與肉身有關；基督徒要恆常禱告

持守聖經真理以堅其心，在忍耐與試練中成長。忍耐生老練，即劫後餘生，戰

爭過後的碩果僅存，面上傷痕，身體重創是經驗與成熟的表記。老練生盼望，

又是所望之事的實底和未見之事的確據。不致於差恥。最後，聖靈將神的愛澆

灌在我們心裏，正是新天新地的描述。「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與人同在，他們要

作神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二十一 3）這就是喜樂

的來源。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很感動。［台灣的年輕偉人］這也是過去大家可能聽過的

故事。 ~~~~~解碼生命 擺地攤 10 年捐出 800 萬，20 歲被寫進教科書的她，溫

暖了 400 萬寒門子弟 11 歲時，開始投身於公益 14 歲時，賺到人生第一個 100

萬 20 歲時，被寫進了教科書 。    

這個有些傳奇的女孩，就是沈芯菱 如果家庭沒有發生變故，沈芯菱本可以

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在她出生前，父母白手起家 開設了一家小型代工廠。憑

著良好的經營聲譽，生意已經做得有聲有色 不料，八十年代中期，匯率升值 

許多產業捲款而逃，工廠負債累累 龐大的債務如陰雲般壓來時，父親對母親

說：“寧可斷其骨，不可昧其心。” 兩人毅然變賣家產，不欠人家半毛錢。 

1989 年，沈芯菱出生的時候 家裡只能靠擺地攤維持生計 一台卡車載著全部家

當，也載著貧窮家庭的希望。曾和父母、狗籠擠在一輛小車上，也曾隨父母擺

攤躲警察，小小年紀就跟隨父母 在街頭巷尾體驗了人生酸甜苦辣 雖然貧窮， 

可她的父母，卻從不貪圖錢財 常常教育她：人要常給，不要多拿 。媽媽總是

用不一樣的行為告訴她 她擁有很多其他人沒有的。讓她接受自己的匱乏 讓她

知道家裡的匱乏 並不是羞恥的、骯髒的、讓人排斥的 這些都讓她學會了。很

簡單卻珍貴的價值：知足。 10 歲那年，身邊同學都開始用上電腦學習。母親

便當掉珍藏多年的玉鐲，為她也買了一台電腦 母親說： 再苦，也不能犧牲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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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學習的機會。懂得知足的她得到電腦之後 抓緊每一個機會學習，從不用電腦

玩遊戲，也的確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 成了電腦神童。在各種台灣電腦大賽裡頻

頻拿冠軍。 有人說： 人的貧窮會對其一生 造成兩種影響 一種是讓人更愛錢 

一種是更了解貧窮的人 而她就屬於後者 。貧窮，讓她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淳

樸而寬厚的父母 則讓善良的種子在她的心中萌芽。  

之後她靠著電腦行銷阿公滯銷的文旦。（多賣 3 萬多斤）。幫父母架設了一

個服裝網站 一年不到 家裡的生意就大有起色 。小小年紀的她 從此心中有了

一個大大的理想 那就是： 用鍵盤打造知識公益， 用網絡彌平社會斷層， 以

愛行動天下 發動一場名為溫柔的革命。 就這樣 她義無反顧地 踏上了公益革

命之路！ 同樣生活在底層的她深知 ，幫助窮人光用金錢是不夠的 知識才是力

量， 只有讓弱勢學子 都有學習知識的機會 他們才會靠自己的力量來脫離貧窮 

於是 13 歲時 才上六年級的她 就開始思考為窮苦孩童 要架設全台全科目的全

免費教學平台 讓弱勢學子有一個免費的學習通道 這個免費的網站叫做安安免

費教學網。她的名氣漸漸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的人都上門找她 聘請她架設各種

網站，短短時間內 她就賺到了一百萬。這個曾經貧窮的女孩，在成為百萬富翁

後，並不是想著給自己買漂亮的衣服，也沒有去旅行 去炫耀...... 而是把錢捐出 

幫助更多困苦的學童，而那時的她 才僅僅 14 歲！高中三年生涯 收穫最多的反

而是教室外的事 那是她一輩子帶得走的人生養分 從投身公益開始到現在。 她

已經獨自走了 10 多年，支出 800 多萬元。 而更讓人驚訝的是 所有這些公益支

出 全部都是她自己掙來的 演講、寫作、比賽、拿獎學金，建網站....... 只要掙

錢又不耽誤學習的事，她幾乎都做了一遍 她還從來不接受捐款贊助 。在她網

站上最顯眼的位置一直寫著 13 年公益路 為保純淨 謝絕捐款贊助 一直以來 

她都在做超齡的事。也很少迷失人生的方向。 因此，她獲得了無數的榮譽： 

崇高榮譽的總統創新獎 十大慈善家 蟬聯總統教育獎 十大傑出青年 台大學生

貢獻獎等多項殊榮 獲選“台灣百年代表人物” 事蹟載入《世界年鑑》《商業周

刊》 《讀者文摘》亞洲版稱她為“少女慈善家” 才 20 多歲的她 居然已被載

入國中小 13 本教科書。因為她 許多人的生活在漸漸變好。可她自己的生活卻

沒有絲毫變化， 她住的還是兒時的鐵皮屋， 夏天會熱到發瘋， 下雨又會漏水 

房間只是比從前稍大了一些而已。 一台舊電腦， 一張用到泛黃的圍棋桌， 這

些都是她用了十多年沒有換過的東西， 即使自己的知名度變高了， 她依舊很

低調謙虛 。她說 我是一個攤販 一個莊腳小孩 我的確非常平凡 但我就是選擇

去做而已。 選擇讓每一個遇見我的人 都可以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事 她的終極理想就是： 把發言權還給那些在太陽底下 默默低頭流汗的人 讓

他們的聲音都能被聽見！ 她早已脫離社會底層 ，卻把自己的位置無限放低， 

而每個能把自己位置放低的人， 注定是內心潛藏著巨大的能量。 她的自信和

愛 ，就像黑暗中的小小發光體， 能默默散發出炙熱而巨大的光芒， 幫人們找

到方向 。走出人生的低谷 你看到她的笑容如此燦爛 因為那背後是一顆金子般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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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芯菱的故事，是愛心的故事，就是上帝要基督徒做的事。（但她可能不是

基督徒）=在苦難中，超越苦難，反而幫助正在苦難者。其行為就是「保羅」所

作的。 

就是目前教會同工中，雖經濟不佳、家庭不和、身體不適，還是在服事與

領受上帝的使命。正如東奧選手，突破別人的框架。這就是生命的可貴故事。

相信「苦難不會傷害你，傷害你是你對苦難的態度。」。主耶穌的十字架，在人

看來是痛苦和羞辱，但主耶穌看做是榮耀，並充滿喜樂。 

   

五、結論 

   可見，苦難是個化裝的祝福，是神賜福給我們和別人的途徑，對神、對己和

對人也有益處。願這個訊息能安慰我們的心，在百般的苦難中，都要以為大喜

樂，因為有神的恩與我們同在，凡事有祂最好的安排。“要常常喜樂，不住地

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五：

16-18)  

來吧！讓我們以信心的起步去抵擋懷疑，以盼望去抵擋灰心喪志，以愛心去

抵擋那些攔阻我們的人。喜樂與平安是所有擁有信望愛的基督徒表徵。苦難人

生，生發忍耐，磨鑄成老練的高尚品格，盼望中不致於差恥。神愛澆灌，迎接

新世紀與新千年國度，神人相遇的光輝境界。 

 

討論題綱： 

 

1.基督徒的生命也會遭遇患難，這與不信的人有什麼不同？ 

 

2.當我們遇到患難，是否仍看見上帝的美意，願意走在上帝的道路？ 

 

3.請分享，曾經有什麼樣的患難成為你信仰上的養分？  

 

 

代禱事項： 

 

1.為自己禱告，求上帝不將苦難挪去，而是讓我們在苦難中站立得住，幫助我

們回到祂面前重新得力，不再倚靠自己。 

 

2.請為正遭逢患難的弟兄姊妹禱告，求聖靈透過敬拜、禱告、讀經和屬靈同伴

的關懷，使他們心裡能得著安慰與力量。 

 

 

祈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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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給予人一切的主上帝，祢不讓我們只在安逸中生活，有時，祢也讓我們歷

經患難，為要使我們更明白祢的恩典，同時也讓我們與祢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求祢讓我們無論處在何種景況，都能知曉祢美好的旨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在疫情下，當我們生活上遇到悲傷、痛苦、困難、被冤枉時，學習獻上感

恩，因上帝讓萬事互相效力。當我們遇到問題時，要仰望比問題更大、為我們

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 

 

2 在疫情下，當我們遭遇患難時，不要只希望問題早日消散，而是把握機會，

在困境中學習受造就；不僅如此，我們可以喜樂地把這些當作操練生命成長的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