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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羅馬書）-上帝的愛勝過一切 
蔡維恩牧師 

前言:「拒絕同流合污！阿富汗前部長逃亡德國 改當 Pizza 外送員」 

     自從武裝組織塔利班（Taliban）接掌阿富汗之後，相關話題成為世界焦

點，除了前總統甘尼（Ashraf Ghani）流亡在外，其他政府官員下落也受到關

注，其中曾任阿國資訊技術部部長的沙達特（Sayed Ahmad Shah Saadat），被指

出在政變前就已離職，目前搬到德國擔任 Pizza 外送員，引發熱議。根據綜合外

媒報導，沙達特於甘尼執政的期間（2018 年）進入內閣工作，主要負責阿富汗

農村地區的手機通信網路拓展工作。但在去年，沙達特收到政府要求挪用預

算，以增加資金對抗塔利班，但他不願配合貪腐的政府，拒絕了這項決策，並

且辭職移居德國，展開了新生活。據當地媒體《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報導，他現在是外送平台 Lieferando 的員工，每天騎著自行車為

消費者配送披薩。卸下昔日的官員光環，努力為生活打拼的樣子，受到民眾稱

讚，紛紛表示祝福。這也是「因禍得福」的另一個見証。 

「因禍得福」，就是生命最令人興奮的神蹟，也就是生命的逆轉勝。對基督

徒而言，剛開始自己面對生命十字架可能毫無信心，但一路上卻領受到「上帝

的愛」，萬事互相效力，無論是什麼方向，都得到主的祝福，最後卻得到榮耀，

也成為見証，這就是每個人最精彩的生命故事。 

 
 

一、思考的焦點.  

1、我們是否經歷過十字架的考驗，卻堅持「上帝的愛」陪伴，相信「萬事互相

效力」，最後能夠「因禍得福」得榮耀？ 

2、對信仰而言，上帝的愛超過一切嗎？是否相信有聖靈為我們代禱陪伴的經

歷，終能回應主的愛，有能力愛別人？ 

 

  參考經文：《 羅馬書八章 26～30 節 》 

8: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

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8:27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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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 

8: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  

8: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

叫他們得榮耀。 

 

二、經文背景 

   羅馬書中，保羅比較有系統地討論信仰神學的問題。在第六、七章討論到罪

與律法的問題時，雖然律法是聖潔的，但律法卻成為罪的工具，律法無法使人

勝過罪，過著聖潔的生活（七章 7～13 節）。有句台語俗諺說：「嚴官府出厚

賊」，意思是不管律法定得多麼嚴，仍無法阻止犯罪的發生，甚至適得其反。 

今天的經文，他提到當我們軟弱時，聖靈會幫助，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

歎息替我們禱告；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凡事都有上帝

美的旨意，我們都是受上帝所召，因信稱義，又讓我們得到榮耀，這三件事說

明，當我們遇到苦難痛苦時，聖靈會幫助，為我們禱告，讓萬事都互相幫助，

讓愛上帝的人彼此得到利益，我們也是上帝所召，因信稱義，得到上帝的榮

耀，31 節還提到，因為上帝的幫助，沒有人可以敵檔我們、可以定罪我們，因

為我們與主耶穌的愛是不容被阻隔，我們與上帝間的愛可以超越任何事，這段

經文是很美的一段，也是保羅在逆境求勝，得勝的方式。⑴因有神的幫助：誰

也不能敵擋我們(31~32 節)、⑵誰也不能控告我們(33 節) 

  、⑶誰也不能定罪我們(34 節)。⑷因有基督不能隔絕的愛：靠著愛我們的

主，勝過一切的患難(35~37 節)，任何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在基督裏的愛隔絕

(38~39 節)。 

 

三、啟示: 

（一）聖靈因著上帝的愛，為我們禱告（面對神）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

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八 26-27） 

  「經歷聖靈在基督耶穌裏的釋放」，羅馬書提到我們內心常有兩個律法在爭戰

（良知與情慾），保羅可以贏過罪的律法就是因為聖靈的充滿與釋放，基督徒需

要聖靈的釋放，要得到聖靈的釋放，就要有重生的經驗，我們雖然遇到艱難，

但可以感受到聖靈在我們內心的祈禱，聖靈的禱告常是無言的歎息，是順服上

帝旨意的禱告，其中含意超過千言萬語，也帶給我們安慰。其實每次平安走過

苦難與挑戰時，你才會晃然大悟，領受到「聖靈的陪伴與代禱」溫柔地同理你

的自義自大與自卑無知。 

聖靈的禱告，在神學中有兩種解釋，福音派-我們在遇到艱難無法禱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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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會為我們禱告，是安靜的，是靜態的。靈恩派-認為當我們遇到艱難無法禱

告時，聖靈會進入我們裡面替我們禱告，我們也會因此用方言禱告來回應上

帝，是動態有聲音的禱告。我個人鼓勵大家兩種方式都要把握機會學習領受。 

無論是何種解釋，在歷史上，摩西、以利亞、保羅都經歷過聖靈的「無聲

禱告」。摩西當時無法進入迦南地，內心痛苦，連禱告都不知如何表達，但他體

會到聖靈當時在他裡面為他禱告，安慰幫助他；以利亞服事主，遇到艱難，無

法禱告，甚至跟主說沒辦法繼續服事祂，但他也感受到那時聖靈在他裡面為他

禱告；保羅也有這樣的經驗，他向主求三次：「讓我裡面的刺離開我吧」，他遇

到痛苦時連禱告的力氣都沒有，但他一樣感受到聖靈在他內心為他禱告，能夠

體會到聖靈為我們禱告，是因為確信主愛我們，主會差派聖靈來安慰幫助我

們 。如同世俗人所說的「守護天使」（其實聖靈是內住在我們裏面）隨時陪

伴，溫柔等待我們改變自己，走向幸福，領受上帝愛的力量。 

     

（二）因著上帝的愛，萬事互相效力（面對環境）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羅八 28） 

在心理學或哲學提到，要快樂很簡單，就是萬事都只看正面，樂觀去面對

一切，危機就是轉機，這是世俗人所認為的。用神學的角度來看，卻比「樂

觀」來得寬廣與自由。因為我們用「屬靈眼光」闡釋環境與一切臨到我們身上

的事，都會相互引起效用，結果叫我們得著益處，縱使別人對我們心存惡意，

我們可能會受到陷害、傷害，但我們相信，萬事都有神美的旨意，與世俗所認

為凡事都往正面積極的方向想，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在信仰的內涵是完全

不一樣的，我們能這樣想是因為我們相信上帝對我們的愛是沒有打折，存心愛

神，一生的遭遇都必有美好的果效(參箴四 23)。 

有時候我們禱告結果卻與我們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我們求忍耐，神卻給

我們患難，因為『患難生忍耐』(羅五 3)。我們求順服，神卻給我們苦難，好使

我們『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來五 8)。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

處，這是保羅很美的經歷。有人說，「信心是天國可用的鈔票」，願意拿出多少

信心，就可以拿走天國多少的財富，我們願意使用信心，就可以領到天國千萬

的財富，願意相信上帝愛我們，就可以確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

益處。 萬事互相效力-就是信仰的眼光與闡釋權的使用。我們生命中若能「如

看人好的，不看人壞的」的能力，人際關係絕對不會產生問題。且自己就成為

別人得祝福的管道。 

我們從聖經的歷史事實，體驗這句話的真實。⑴如約瑟被賣後為宰相的故

事。「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五十 19-20）。⑵約伯無故遭災。他對神說：“我從前風聞

有你，現在親眼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四二：5-

6）未經試煉的約伯雖蒙福，經試煉後的約伯卻蒙加倍的祝福，對神的認識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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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眼見你，這種屬靈“產業”更非金錢所能購買的。⑶又如耶路撒冷教會一開

始就受逼迫，門徒因而分散，結果福音也隨之分散。羅馬教會，歌羅西教會都

不是使徒保羅所建，就是那些分散到各處的信徒所建立的。⑷保羅在腓立比無

辜下獄（徒十六章）禁卒一家得救，又加上呂底亞一家，成為腓立比教會建立

的好開端，後來，腓立比教會就成為最能使保羅得安慰的教會。 

 

（三）因著上帝的愛，我們被選召得榮耀（面對自己身份）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

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 29-30） 

保羅同時說到，上帝是如何愛我們。保羅兩次說到「預先揀選」，這句話的

意思使我們明白，是上帝揀選我們，不是我們揀選上帝。或許有人會說，在眾

多神明當中，是我們選擇上帝！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如此，但我們若仔細回想信

主的過程，若非上帝開我們心眼，使我們看見、聽見，我們豈能正確選擇這條

得救的道路？！實際上是上帝先揀選我們，也就是說，我們得救是上帝「預先

揀選」。所以，我們要常為自己的得救感謝上帝，因為我們的得救是上帝的作

為，不是我們自己的功勞。這完全是上帝對我們的愛。但我們信仰生活不能只

停留在「得救」基督徒，應該學像耶穌，走向「聖潔得勝」的基督徒。因為是

上帝揀選我們，所以我們必須謙卑自己，以上帝給我們的恩賜，甘心樂意服事

教會。 

我們被選為神的兒子，就是要學習主耶穌，神的旨意乃是要得著許多兒子，

與祂的獨生愛子一模一樣，使祂(主耶穌)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參來一 6；二

10~12)。「效法主耶穌」，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雖然過程會遇到很多苦難，但

我們若把焦點放在十字架的苦難，我們看不見結局，但若把焦點放在榮耀，我

們會發現，經歷過苦難後，必會得到上帝的榮耀，我們生命中雖然會遇到束

縛、艱難，但我們相信，既然我們被選為上帝的兒子，苦難終會結束，最後可

以得到上帝的榮耀，成為得勝的基督徒，有這樣的信心，我們就能忍耐一切的

艱苦。 

有位駕駛闖了紅燈被警察攔下來，警察問他，難道沒看到紅燈嗎？駕駛回

答，不是沒看到紅燈，是沒看到警察，意思是說駕駛根本不把紅綠燈當一回

事，只怕被警察抓到，為什麼警察有權力可以攔下駕駛，是因為他的身份，國

家付予他的權柄，是一個執法者。上帝同樣給我們做為祂兒子的身份，讓我們

有權柄，可以來使用這個身份，我們是祂的兒子，我們要有信心，我們的生命

是得勝的，不會只是陷在苦難中，只能愁雲慘霧的失敗心情去面對而己。所以

面對暫時的苦難，我們不單只是忍耐，而是成為得勝的基督徒，這一切都只是

因為上帝揀選我們，我們一無所缺。「不要窮得只剩下錢。」「愛就是那把鑰

匙，它沒有太難而開不了的門」，有時我們遇到難關無法忍耐，是因為不知道上

帝愛我們，祂揀選我們，要我們成為得勝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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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己的感受 

    定型心態 vs 成長心態：你的思考方式，決定你擁有怎樣的人生。我們一

定聽過「人生如同一面鏡子」的說法，我們用怎樣的眼光審視生活，生活便會

給予我們相對的回應。史丹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Carol S. Dweck 所提出的理論。在

長年的分析調查後，她發現可將人區分為兩種心態，分別是「定型心態」和

「成長心態」。並認為擁有「成長心態」的人，往往表現得更為傑出，對生活也

更滿意，即比較能過「得勝」的生活。究竟你是一個擁有定型心態的人，還是

成長心態的人呢？看看以下的描述哪個比較符合你的思考模式吧。 

#定型心態 

☐認為人的才智固定不變 

☐容易在意他人評價 

☐喜歡證明自己 

☐一旦覺得自己不如別人，便會陷入自我否定 

☐盡可能避免挑戰，以免暴露個人不足、喪失自信心 

  

#成長心態 

☐相信人永遠有進步空間 

☐失敗在你眼中是自我提升的機會 

☐比起別人的認同，你更在意自己有沒有進步 

☐不需要透過和他人比較來獲取個人價值 

☐樂於接受挑戰 

 

 這兩種心態當然沒有絕對的對錯問題，但假使我們想要追求的是更高層次的自

己，相信「成長心態」一定會是比「定型心態」更值得你我們效法。對基督徒

而言，我們相信「上帝的愛勝過一切」，所以我們應該是有「成長的心態」來面

對生命中各種的挑戰。 

「我們常懷疑上帝的對我們的愛嗎？」我們是否在遇到苦難時，常常埋怨

主，又不能像世俗人一樣，這尊神明不靈換別尊，我們若對上帝心存懷疑，就

無法體會保羅所說的，聖靈會在我們裡面禱告。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們人有時為何無法遵照神的旨意，我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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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為我們禱告，在我們做任何決定時，體會到上帝差派聖靈在我們裡面幫助

我們，聽聽看「內在聖靈」的陪伴與同理，為什麼主要我們犧牲，要我們服事

家庭甚至是不喜歡的人，我們會有所不甘，不願意順服，當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聽聽「內在聖靈的禱告」，上帝知道我們無法忍受接納的事，祂會差派聖

靈與我們同在，讓我們透過一次又一次聖靈為我們的禱告，來改變我們，透過

這樣的轉變，我們看萬事會有「新眼光-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

處。」為什麼我們會遇到艱難、侮辱、經濟、家庭問題..等等，因為凡事都有上

帝的旨意。甚至如此，我們才有愛人的能力，成為上帝施恩的管道。教會小組

的運作就是要我們清楚上帝對我們的愛，雖然有時無法遵照上帝旨意，但是上

帝依然愛我們，決不會拋棄我們，我們的上帝是不管我們如何違背祂、如何質

疑祂，祂仍舊愛我們，祂會用盡所有的方式來挽回我們，祂的愛超過一切，既

然祂愛我們，祂就要負責到底，就像保羅向上帝求的，他要為主傳福音，他所

受的問題，上帝要為他負責到底。 

   2021 年 8 月 23 日，台灣長老教會教會網站發布一則的消息：「我們敬愛的

馬偕孫女偕瑪烈，馬偕孫輩最後一位內孫女，美國時間八月廿一日（台灣時間

八月廿二日）下午於加拿大多倫多在睡夢中辭世，享年 103 歲。」 

   馬偕孫女 103 歲安息主懷，辭世前叨念「福爾摩沙家鄉」。今年巧的是馬偕

來台宣教 150 週年紀念。「馬偕」二字總讓台灣人立刻聯想到「馬偕紀念醫

院」。古舊的磚紅建築上高掛著耶穌十字架，以及如同荊棘火焰圖騰寫著「寧願

燒盡，不願朽壞」（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在這一切的背後，隱藏著一

份跨越 3 代、持續 150 年，對台灣毫無保留的愛。因著他們效法耶穌愛人如

己、關懷弱勢，寧願燒盡，不願鏽壞的生命故事，仍持續透過醫療、教育、慈

善、文化祝福著上帝所愛的台灣。馬偕博士抱著「上帝的愛勝過一切」的理

念。所以有能力愛台灣與人民。他建立教會、醫院、醫學院、提倡公衛，救人

無數。26 歲那年，他向宣教會提出至華人地區宣教的意願，幾經風波後，1872

年他終於踏上台灣這塊土地，落腳在當時僅 3 萬人居住的淡水小鎮。馬偕博士

深信，唯有基督信仰能帶給人真正的平安。抵台 30 天後，他設立了台灣第一所

教會—淡水教會。當時的台灣民間信仰盛行，外國宣教士很難帶人進教會。歷

經中法戰爭與日據時代宣教不利因素（甚至教會被逼害），馬偕想到聖經中「耶

穌隨走隨傳神的道，醫治病人、憐憫貧乏人」的榜樣，便將傳教與醫療並行，

於自己家中提供免費醫療，不但自費購買昂貴的奎寧給瘧疾患者，更親手幫病

人擠腳膿瘡。他也引進最新的牙科技術，據史料記載，他幫台灣人拔除近 4 萬

顆牙。他娶台灣人為妻，最後埋在台灣。因馬偕說「我是台灣人，Formosa（福

爾摩沙）是我的家。」 

     

我相信:「一個有上帝的人，倚靠神，就能活出偉大的生命，活出不可思議的

愛、犧牲和包容。」 

 



7 
 

「最後的住家」馬偕所作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 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 

我一生的歡喜攏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見山嶺，從雲中隙孔觀望全地，波瀾大海

遙遠的對岸，我意愛在此眺望無息。 

 

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 我的人生攏總獻給你。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 我

一生的快樂攏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續尾站，在大湧拍岸的響聲中，在竹林搖動的蔭影裡，找到一生

最後的住家。 

 
五、結論 

   我最喜歡的經文是羅馬書八 31-37，「上帝愛我們，因有神的幫助，誰也不能

敵擋我們，誰也不能控告我們，誰也不能定罪我們，誰也無法隔絕基督與我們

的愛，無論我們遇到患難、困苦、逼迫、飢餓、赤身露體、危險嗎、刀劍，都

無法阻擋上帝愛我們與我們愛上帝，靠著愛我們的主，勝過一切的患難，任何

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在基督裏的愛隔絕」，求主幫助，因為上帝愛我們超過一

切，祂永不拋棄我們，就如上帝所說：「我愛你！永遠都不變」！這樣的愛是超

越一切。 

即使我們軟弱意志，聖靈也不會拋棄我們，甚至在旁為我們禱告。讓我們

知道萬事臨到我們身上，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讓我們確

信我們是上帝所揀選的兒子，必因被呼召、「因信稱信」而最後能得勝，使上帝

得榮耀！因為我們時刻都知道:「上帝的愛勝過一切！」 

 

神果真能使萬事互相效力，使愛祂的人受益，讓我們像以上這些信心的人那

樣，完全信任那不改變的神。祂必使我們所遭遇的一切事，變成我們的益處

的，讓我們常存愛神的心種下善果，到了時候就必有收成了！因為這就是我們

的生命故事。 

 

討論題綱： 

 

1.分享聖靈在我們生活中得勝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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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確信我們能靠主得勝，上帝的愛勝過一切？ 

 

代禱事項： 

 

1.在疫情下，懇求聖靈臨到我們身上，使我們經驗上帝的再創造。 

 

2.懇求聖靈感動教會長執小組長，使他們在服事上有一顆敬畏上帝的心。 

 

祈禱文： 

 

親愛的上帝，祢差聖靈進入世界，使萬物得到更新，也使我的生命時時感受到

新創造的喜悅，這是何等的恩典，真是謝謝上帝對我的疼愛。求祢幫助我，讓

我在聖靈的感動下，行為有見證，以行為來回應祢對我的疼愛。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反省自己的生活是否在律法與愛之間能取得平衡，相信上帝的愛勝過一切。 

 

2.在疫情下，實際參與教會的服事，來回應上帝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