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主得胜                                10/02/05 
 
   Victory through the Lord  
 
       

本周经文:   约翰一书 1:6-9 
6. 我们若说是与 上帝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7.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 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

的罪.  
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 
 
本周箴言:     约翰福音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

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感谢赞美主，谢谢李牧师和弟兄姐妹给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谢谢弟兄姐妹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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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靠主得胜. 
 
大家也许还记得，几个月以前，教会的节目单登了一篇我的简短的分享。 在那篇

分享里, 我提到一位在台湾非常有名的演员,自杀身亡。 他是个多年的基督徒; 也曾

带人信主. 看到这则消息，我心中问，“为什么会这样？” 
 
相信大家也从报上偶尔会看到，因为个别神父有性丑闻，他们的教会因此要花好多

钱，去处理这些问题。 看到这些消息，我心中问，“为什么会这样？” 
  
坦白的讲，我自己信主多年，可是有时碰到一些具体状况，我的表现还是很差。 
甚至会失控。有一次我在家里大发脾气，把 Rebecca 和 Kenny 吓得跑到睡房去祷

告。 事后自己也后悔，自责。我心中问，“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有这

样或那样的软弱?”并且来探讨怎样避免和减少这些问题。我会从三个层次来谈这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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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必须真正认罪悔改!  
   

圣经在约翰一书里说“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

真理了.” （约一 1:6). 有的时候，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

人从来没有真正认罪悔改。 信仰只是一层宗教外衣。嘴里讲的是一回事，所行的

则是另一回事。  
 
我在夏威夷大学是做植物病毒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香蕉农场去. 那
位农民说他的香蕉树有病了.  我在香蕉园转了转, 发现大约有 30% 的香蕉树有病症.  
我就问这位农民一些问题和检测了一些样品.  结果发现他是用了三棵香蕉树来克隆

了大量的组培苗.  而这三棵中的一棵是被病毒感染了. 所以差不多 30%的组培苗是

带病毒的.  这些组培苗在试管中看不出有病, 但是到了田间, 当外界环境适合时, 病
症就在这些香蕉树显现出来.  同样的, 不管我们人的外表怎样, 如果没有真正认罪悔

改，当外界环境适合时, 就会犯罪, 罪就显现出来.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教会里可能会有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人. 但是这种人的内心, 
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们更不可论断别人。 那是每个人自己与上帝之间的事。 但是

我们，我自己，要对自己的信仰负责。不管我表面如何，参加教会多久，不管在教

会中担任任何职务，如果没有真正认罪悔改，那我还是活在黑暗中。 圣经讲 “人是

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撒上 16: 7).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当然上帝也在圣经里应许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上帝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

交, 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约一 1:7) 不管我们的过去如何 (就象那位和

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也不管我们到教会来的目的什么 (也许是为了找一位好

的女朋友), 只要我们来了以后, 真正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

生命的主宰, 主的恩典和怜悯就会临到我们。主的宝血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就能重新于天父和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主的应许。 
 

• 所以，真正认罪悔改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 
 
二． 必须常常认罪悔改 

 
那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是否就不再犯罪，不再跌倒？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

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一 1:8)  其实我们只要扪心自问，就知

道我们信主以后，心中仍有罪的念头. 也会有意无意的去做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 
或者说, 仍然有可能会犯罪！  
 
好比说当我们用无病毒植株来克隆组培苗, 所有的组培苗都是没有病毒的.  可是如

果把这些没有病毒的苗种到田间后,  就不再防治病虫害, 这些植物还是会感病的.  同
样的, 基督徒决志受洗以后, 如果只是每天忙于生活, 没有认认真真, 诚诚实实地面对

自己的信仰, 只是一个 “有名无实” 的基督徒, 那还是会和信主以前一样, 在罪和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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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惑下跌到.  所以我们要在每天和每次的祷告中来到主的面前, 在圣餐主日来到

主的面前, 求主帮助，常常认罪悔改, 洁净自己的心灵. 恨恶罪, 远离罪。 
  

• 所以，常常认罪悔改才可能远离罪的诱惑！ 
 
如果信主以后还是会犯罪, 那怎么办呢?  圣经在约翰一书 1:9 应许我们“我们若认

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

一 1:9) 这就是天父的爱！是无比的爱，无条件的爱。 天父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

像那浪子的父亲，只要儿子认罪，悔改，回到父亲的的面前。 他就会拥抱我们，

给我们机会, 重新再开始。这就是主的恩典！我们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一再看

到人的软弱和反复，也一再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我相信我们许多人也都有这

样的亲身体会. 
 
有时有些朋友会问“那你们的上帝不是纵容你们故意犯罪吗？” 当然不是. 圣经说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罗 6:15）。只要我

们真正认罪悔改，有了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新生命，从本质就有了不同。 就有圣灵

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就会对罪有厌恶，犯罪后会后悔, 会尽量少犯罪。 有人讲了

一个比喻。 猪喜欢在泥水里玩耍，不怕脏。 可是如果它变成了一只羊，就从本质

上变的爱干净，不会再喜欢在泥水里玩耍。有时候那个“老我” 和 “新生命” 会在我

们心中争战, 让我们很困扰.  其实有这个争战是个好现象.  说明我们已经有了新生命.  
反而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争战, 喜欢 “罪中之乐”, 那倒是要好好检讨的事情.  
 
当然我们基督徒必须清楚的知道, 天父永远会接纳我们; 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不会因

我们的失误而被任何人夺走，这是主的应许。 可是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要为我们的

失误付上代价。 正如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那个小儿子离开父亲以后，就吃了很

多苦头，甚至和猪抢饭吃。我们还知道大卫王犯罪以后, 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巨大

的.  
 

• 所以，真正认罪悔改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 常常认罪悔改才可能远离罪的诱

惑！这些都是战胜罪的必要条件! 但还不足够. 还要第三个: 
 
 

三．必须靠主才能得胜!  
      

许多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我是真心认罪悔改过; 我也常常认罪悔改, 可我

还是会有软弱。 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连使徒保罗都经历过, 他在罗马书第 7 章

有非常生动地描述：“因为我所作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作; 我所

恨恶的, 我倒去作.  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附从

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7:15, 23-24）
尽管基督徒信主后主观上愿意远离罪恶, 也尽力行善, 可是还是会被过去的恶习(或
曰罪恶)所吸引.  例如, 骄傲, 发脾气, 甚至酒, 色, 毒, 赌, 等等.  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

抵挡这些罪的, 靠自己是很难解决这个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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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处理保罗提到的这个难题呢?  感谢赞美主，圣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地

回答：“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 7：25）“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上

帝凡事都能.”  (太 19:26)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罗
8:37)）靠主得胜是个关键！靠主才能得胜; 靠自己是不够的. 靠主不仅能得胜, 而且

是得胜有余!  这是上帝的应许! 就象我们搞植物保护的, 用了无病毒种苗, 也用了各

种方法来防虫治病, 植物还可能有病.  最好的办法是使它们有抗病能力.  例如, 把抗

病基因通过种种方法转移到植物体内. 抗病的植物不再是仅仅靠自己, 而是靠得到的

新的抗病基因来抗病.   
 
什么叫靠主得胜？就是不靠自己原有的能力, 象上周 Pastor Sam 所讲 “要举手”, 要
舍己, 要靠主耶稣的能力. 他才是我们的抗病基因!  主在约翰福音 15:5 告诉我们：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
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没有在主里面，就不可能真正战胜罪的攻击! 我们

的许多挣扎，许多痛苦，是因为没有真正依靠主， 还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行事。 
 
不仅我们自己靠不住，任何一位基督徒若靠自己, 也同样可能会有软弱. 以前我没有

这样的了解,听到某某著名电视布道家跌到的消息时会疑惑. “他, 为什么会这

样？”现在我明白了, 其实他们也是人, 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甚至更大的挑战, 受到

魔鬼更严峻的攻击. 不管他们表面怎样风光,  只要一旦不靠着主,一样可能会跌到.  
所以当别人， 特别是些领袖人物，万一跌到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尽力帮

助他们; 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引以为戒, 求主帮助不要跌倒。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跌

倒只是上帝的恩典，决不是我们的功劳, 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那么怎样靠主得胜？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也是牧师在教会常常讲的.  以前总觉得很

遥远.  可是，感谢主，有一天，我突然有一点领悟，平时牧师和明哥所讲得一下子

就联起来了，活起来了。其实我们平时在教会和团契所学所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举例来讲：读经：是为了让上帝的话住在我们心中，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靠着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的攻击. 祷告：是为了与主交流, 亲近主, 等候主, 从主得

力。我们平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就是主耶

稣在路加福音 10 章 42 节所提到的, 马利亚所得到的上好的福分. 只要我们象马利亚

那样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就能靠着主，顺从主, 从主得力, 就能战胜罪!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张德明弟兄前几年在我们教会信主. 几年

前回了台湾. 他回去后一直和我们教会有密切的联系. 今年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回

台湾时见到了德明和他的家人.我们家今年夏天去台湾度假时也见到了他们. 我们大

家回来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那就是德明弟兄现在是非常爱主, 非常渴慕于主的亲

密关系.  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去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去亲近上帝. 他渴慕圣经的

真理.除了去自己的教会外, 还数年如一日每周坚持去另一个教会, 去听唐崇荣牧师

讲解圣经, 讲<<罗马书>>, 讲<<西伯来书>>.他热心教会的事奉.  今年夏天他和大孩

子娃娃一起参加教会的短宣队, 去台湾的南部山区和韩国去宣教. 在我们短短的言谈

中, 他最关心的是和上帝的关系, 是教会的事工, 是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不能讲德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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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就不会有软弱. 但是, 以他和主的亲密关系, 他跌到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他告诉

我说, 他以前喜欢打麻将, 可以成天成夜的打麻将. 可他现在不再有任何兴趣再去打

麻将了! 看到德明弟兄一家一起在主里的成长,  他们夫妻的恩爱, 他们家庭的和睦, 
真是为他们高兴! 
 

• 所以，依靠主耶稣才真正能战胜罪的攻击!  
 

结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是外因), 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

的罪人 (这是内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 凭自己的力量是达不到圣洁的上

帝的标准的。为了避免跌倒，为避免发生不讨上帝喜悦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真正

认罪悔改才可能脱离罪，必须常常认罪悔改才可能远离罪，必须依靠主耶稣才真正

能战胜罪！ 
 
只要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问题, 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依靠, 知道我们的盼

望, 我们就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 靠着主, 过 一个有平安喜乐的生活, 一个有真正自

由的生活, 一个以主为中心的生活, 一个得胜的生活. 
 
正象远志明弟兄所说，只要我们的肉体还存在，我们的罪性就还会存在。但靠着主

的恩典，圣灵的帮助，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罪念和罪行就会越来越少。这样，我们

的生命就能越来越象主耶稣！我们不可靠，但主耶稣可靠！我们会跌到，但主耶稣

永远与我们同在。正象明哥常说，靠着主, 我们就 “永远有盼望，也有永远的盼

望”！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主耶稣, 求你的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主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能更爱主, 更信主, 更象主; 让我们能靠着主, 过一个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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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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