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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与我们同在                                 06/24/06 

                The Lord Is With Us 

  
本周经文:   诗篇 23：  
  
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２．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３．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４．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 
５．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本周箴言:   约翰福音 14:23 
  
耶酥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哪里

去，与他同住．＂ 
  
引言:  

 

感谢赞美主，谢谢弟兄姐妹给我的鼓励。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的代祷. 让我们一起做

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主的恩典和怜悯. 求主的灵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 都能蒙你的悦纳.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主与我们同在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与主同在的重要; 因为我们只有与主同在,和主有个

亲密关系, 才能靠主得胜! 可是有时我们会感到与主的同在, 例如在教会崇拜时,

唱赞美诗时,在祷告时. 可是有时又会感到主与我们很遥远.在日常的平凡的琐碎的

生活当中 , 主与我们同在吗? 当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中挣扎时, 主与我们同在

吗? 人们这时候常常会呼喊, “上帝啊, 你在哪里?” 今天, 我们就用诗篇 23 来

看 “主与我们同在”这个问题. 我们会从三方面来看: 在顺境中 ,在逆境中, 和

在永恒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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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 
  

        一.在顺境中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

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 23：1-3) 诗人在这儿

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让我们看见主从物质和灵命两个方面所给的丰盛的恩典和

祝福. 每次读到这几节圣经时, 我都会想到我的一个经历. 几年以前, 我到大岛去开

会, 晚上住在那边一个宾馆 .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 . 看着蓝天白云, 红
花录草, 看着叶片上的晶莹的露珠, 在那时我的心中唱着一首歌.就是我们诗班今天

所唱的歌, “在花园里”. 在那时候, 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主的爱的感恩, 真切地感到主的

同在.  
  
可是为什么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没有体会到主的同在呢? 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常常

感恩. 主给了我无数的祝福和恩典, 回想这些年来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是外在的工

作、家庭、健康、朋友和教会，还是内心的平安、盼望、安慰、满足和喜乐，这些

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主的祝福。但是我常常为世上的事情所烦恼和困扰,工作上

的不如意, 家中的不尽意, 对人对事的不满意, 以至于忘了主的恩典和祝福,没有

了那颗感恩的心, 对主与我们的同在也就感觉不到. 这就象在家中,有时在学校忙

累了一天,回到家后，太太和孩子讲话就像耳边风，听而不闻；那家人的一片爱心

也就视而不见了。这可听见、可看见的尚且如此，那灵命上的事更是这样。约翰福

音 4：24 讲“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必须用

心，用心灵去感恩,用灵去回应上帝的灵，用爱心去数算主的恩典，才能感受到他

的同在！主耶酥应许我们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

我们要到他哪里去，与他同住．＂ (约 14:21 ) 只要我们能遵照主的话去行, “要常

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帖前 5:16)我们就能知道主随时与我们同在！ 

几个礼拜以前,我太太和我带两个孩子去香港去看望我的姑奶奶.老太太今年已超过

100 岁,从哈佛大学退休已 30 年.可她仍然在工作. 早晨 7:00 以前已经开始写书. 

我问她健康的秘诀.她讲＂要感恩. 凡事都是神的恩典. 要数算主的恩典.凡事谢

恩!”她把这首歌写在办公桌上．常常唱．这是那天早晨吃早饭前，她带我一起

唱．我相信,姑奶奶的感恩的心,使她常与主同在,这使她健康长寿,蒙主祝福. 

以前我曾有这样的疑惑，“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为自己求上帝的祝福吗？这样是

否是太自私了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7 ：9-11 说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

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

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麽。”所以根据圣经，我们

当然可以大胆的为自己求，这是主的应许，是主的恩典，是经历主的同在的过程！

当然这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祈求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一时的好处，那得到

祝福以后，也许一转眼就会忘了主的恩典，甚至会远离主！只要我们存着一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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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去接受主的祝福，常常数算主的恩典，牢牢记着上帝祝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

我们能与主有个更亲密的关系！活出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活出那发自内心的满

足.并且把从主那里得到的恩典主动、常常与人分享，把从主那里得到的祝福变成

别人的祝福，那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每天活得愁眉苦脸，整天怨天尤

人，那又怎么能荣耀上帝，又怎能带人归主呢？几个月以前，几位从国内来的中学

生住在我们教会几位弟兄姊妹家中，星期天来参加福音主日的崇拜。当李牧师呼召

时，他们愿意决志信主。后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有感动，他们讲李牧师的话使他们

想到了在所居住的家中，叔叔阿姨的爱心，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关怀他们，他们

很受感动，所以他们也要接受这样的福音，去爱人和被爱！  
  
    * 所以, 在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中, 主随时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去体会,去感恩,去传扬! 

 

二. 在逆境中  

诗篇 23：4-5 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

使我的福杯满溢.” 诗人在这儿所提到的 “死荫的幽谷”和 “在敌人面前”,可以

说是典型的逆境.可是在这些逆境中, 诗人并不害怕,仍然满怀信心. 因为他知道主

与他同在．而且他和主有很好的关系．称呼也从前几节的＂他＂改成了＂你＂．生

活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基督徒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基督徒

也会遇到不平之事，基督徒也会遇到病痛和死亡！可是、感谢主，上帝给了我们清

楚的应许，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苦难。这也是我们的信仰的宝贵之处. 

保罗在林后 12：9 讲：“他(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主耶

稣在约翰福音 16：33 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

应许。感谢主在我们遇到各样难处时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有

这样的亲身体会. 在我们经历各样困难时,主的爱就象那老鹰的翅膀那样一直在托

着我们.就象我们二楼图书馆里有一幅画“脚印”.主在作者最困难的时候, 不仅没

有离弃他, 反而在抱着他前行.有这样的信仰是何等的宝贵！ 

约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以前总以为上帝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约伯的问题。

可是最近和牧师一起查经时，李牧师说上帝回答了约伯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上

帝啊，你在哪里？”约伯在苦难中多次寻找上帝，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受苦时常常

会问的问题。到了约伯记的最后，经过了与上帝的直接对话以后，约伯说：“我从

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42：5）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就能亲身

经历主，与主有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遇到难处时，能靠主勇敢面对。能知

道主不仅在祝福我们时爱我们,在我们遇难时同样爱我们，并且知道主在我们有难

时一直与我们同在！今年母亲节时, 琪萱姐妹给我们作了一个感人的分享.她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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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的困难是刻骨铭心的,并且是历时多年的.可是琪萱说  “我相信一个个困难,都

是我们经历上帝恩典的机会.” “因为我的儿子, 我跟上帝的关系更亲密了.” 

“上帝籍着我的儿子,来改变我,塑造我,祝福我.” 我知道当时很多弟兄姐妹都在

和她一起流泪. 是为琪萱她们所受的痛苦心痛,也为她们的信心而感动.求主帮助我

们,让我们都能有这样的信心,在各种困境中都能经历主的同在. 

圣经在罗马书八：28 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困

难、逆境是挑战，但也可能是机会，一个亲近主、经历主的同在的机会。不管是旧

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是 21 世纪的现代人，在生活安逸时，很容易忘却上帝，走

偏路，以自我为中心，迷失方向。而在困境时则容易反思，帮助人醒悟,看到人的

有限，看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回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 

上个月我回南京母校，去看望我的老师．有一位老师她以前来过美国进修，接触过

教会，也有一本圣经．可她以前忙于工作，没有花时间去关切信仰问题．最近她的

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不得不放下她的工作,于是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等问题,也开始

读圣经．这次见面时，一个晚上都在谈信仰上的问题．最后大家牵手祷告．完了以

后，老师说，今晚感觉很好,希望你离开南京以前再谈一次．结果第二天我们又谈

了三个小时．求主帮助我的老师，让他们身体健康，更希望他们能早日认识主． 

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知道在别人有困难时，怎样帮助他们。

让主使用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主的爱，从我们基督徒身上活出来.

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 感到主的爱和同在. 其实我们中间许多人，不是被别人讲道

理而说服，而是被基督的无私的爱，被基督徒的不求回报的爱所感动而愿意接受主

的！ 

      *  所以, 在各种各样的困境中, 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 
我们要亲近主, 依靠主 , 颂扬主! 
 

 三.  在永恒中 
  

诗篇 23：6 这样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

中，直到永远！” 诗人在这儿讲得很清楚, 不仅是 “一生一世”, 而且是 “直到永远”
与主同在. 我刚信主时，心中想“永恒的天堂很好，可是太遥远了，如果这个信仰

能帮助我，让今生过得有意义、有平安，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其实这想法是有偏

差的，因为信靠主，我们不仅今生永远有盼望，更有那永远的盼望。 
  
约翰福音 3：16 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永恒的盼望，与主永远的同在，是我们信仰的核

心。这是主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  
   
主在约翰福音 14: 3 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

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地方就是将来主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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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像启示录在 21： 3-4 所讲，“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

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

事都过去了。”圣经这里所讲的就是那永恒的天堂. 那永恒的天堂才是真正完美的

地方。那儿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爱,无尽的爱,永远与主同在,永远和我们所爱

的人同在. 这是何等的美好! 这个永恒的盼望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它帮助我们正确面对死亡. 人都有一死. 人总有一死. 人之所以怕死,常常

是因为对未知未来的恐惧. 只要有了永恒的盼望,知道我们将来会去一个更美好的

天家, 就可以安然面对死亡,视死如归. 我们大家对史师母的榜样都很熟悉. 史师

母与癌症搏斗许多年.最后面对死亡，她从从容容，要求亲友在葬礼上欢送她，穿

着鲜艳的衣服，不要悲伤,一起庆贺生命的新的篇章!  

 

这个永恒的盼望不仅帮助我们正确面对死亡,还帮助我们正确面对今生.对基督徒来

讲，今生今世只是客居之地，而不是永恒的家.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不管地上多

好，如果不是为了主，都没有永恒的意义，都是虚空. 

上个月回国时，我去医院去看望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我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后

来我们上大学，出国．他就去当兵，然后在公安局工作．他人很努力，拼命工

作．后来成为公安局局长．可是两年前得了脑溢血，人基本上是全瘫痪了,不能自

理．这次去看他，见他是那么痛苦那么无助地躺在床上，我心里非常难过．他的太

太对他说，如果你能认出谁来看你，眨眨眼睛.他就眨眨眼睛.我抓住他的手帮他按

摩.给他讲以前的故事.然后问他,如果听懂了,就抓抓我的手. 他就很轻轻地抓抓我

的手.当我们要离开时,他放声大哭.我当时也是失声痛哭, 抱着他为他祷告.当时在

我的脑海出现主耶稣的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呢?”(太 16:26)这节圣经以前听过多次,在那时,我好象才真正明白了主的意思.如

果没有永恒的意义,一切的权势,地位,又有什么益处呢?! 最后都只能是一串的零

(000， 000，000)。 

反之，只要我们是为主而活，与主同在，我们就已经开始生活在上帝的爱的永恒之

中！不管我们做什么，在家中、在农场、在公司、在学校、在教会，只要我们所做

的是为主而做，是为荣耀主的名而做，是为见证主的恩典而做，那这个过程就是在

传扬主的福音！那就都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只要把主放在首位，作为 1，那所有

其他的零，在这个 1的后面就都有了价值(1,000,000,000)。  

• 所以, 在永恒的慈爱中, 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都有永恒的价值! 
 

 

 

 

  



  6 

结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在顺境中, 主随时与我们同在! 
在逆境中, 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 
在永恒中, 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  
 
让我们抓住主的应许, 遵主话行 , 靠主得力, 享受主的同在,  
       过一个美好的, 有盼望的 , 有意义的人生! 
 
让我们常常感恩, 常常与人分享主的恩典, 见证主的慈爱, 
       让更多的人能同享主的同在的甜美!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主耶稣,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时时刻刻, 顺境

逆境, 永永远远, 享受与主的同在;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让我

们能靠着主,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让我们所作的一切, 都能够荣神益人.  主你帮助我

们.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