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靠主常常喜乐                          09/02/06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本周经文:    腓立比书 4:4-7  
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 再说, 你们要喜乐.  
5.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近了.   
6.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  
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酥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本周箴言:     帖前5:16-18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酥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引言:   

  

感谢赞美主，谢谢李牧师和弟兄姐妹给我的鼓励。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的代祷. 让我在

这里学习分享主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

主的慈爱,怜悯, 和恩典. 谢谢主让我这不配的人能站在这儿事奉主. 求主的灵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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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主常常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你常有喜乐吗?  

你是常常心中充满喜乐呢? 还是常有劳苦愁凡?  

你是常常面带真心的笑容呢? 还是常常不由自主的叹息?  

  

当然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有的人比较外向, 开朗; 有的人比较内向,沉闷.  

每个人的处境也不一样: 有的人比较顺利,有的人多有磨炼.  

  

是不是个性决定了我们的笑容? 是不是处境决定了我们的心态?  

为什么有的人身处逆境,仍有喜乐;而有的人身处顺境,却少有喜乐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常有喜乐吗？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 包括我自己, 有问题时,常常闷在自己心中, 不

习惯也不愿与别人分享求得帮助. 结果表面看来还挺好, 其实心中没有喜乐. 甚至

有郁闷. 以至于影响了和主的关系, 也影响了和人包括家人的关系.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常常喜乐”?  
  



一． 乐在付出  
 
圣经在今天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 4:4告诉我们一个喜乐的秘诀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

乐”. 只有靠着主, 我们才能有真正喜乐. 才能常常有喜乐 不管我们的个性怎样, 也不

管我们的处境如何, 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喜乐. 我们举例来看．  
  
大家都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 可是不管我们多注意身体健康, 随着年龄的增长, 因为

环境的污染, 我们自己和家人身体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这使人没有喜乐.  
  
工作对我们很重要. 当我们没有工作时,在找到工作以前, 有找工作的压力. 可找到以

后, 又有新的挑战, 包括人际关系的处理.  很多人因为工作太忙碌而牺牲了与家人相

处的时间．让人常常没有喜乐.  
  
家庭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可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地方. 常常让我们受到伤害

最深的，和被我们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最爱的家人！如果你家里有正在青春期的

孩子, 还有正在中年危机中的配偶, 你想有喜乐也真是不容易.  
  
现代人物质条件非常丰富, 可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 都在追求更多,更大,更好. 达不到

目标会失望; 达到了目标会失落. 还是没有喜乐.  
  
所以所罗门王几千年以前就说过,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凡是都是虚空”（传1：
2）.  如果仅仅依靠人，要想有真正的喜乐, 要想常常有喜乐,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靠

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我们才能有真正喜乐. 
 
正如主在马可福音所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

为上帝凡事都能。” （可10：27） 
 
那我们怎样靠主喜乐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29 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  得享

安息.” 所罗门王也说过: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 这
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传12:13) 靠主就是不再是以个人为中心, 而是以上帝为中心. 
去敬畏上帝. 就是学主的样式,遵照主的教导去行. 简单地说， 就是尊主为大，照主话

行，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举例来说, 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使20:35b) .这种教导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可

思议的. 对他们来讲, 接受的越多越开心, 白白获得最开心. 可是如果我们是以上帝为

中心, 遵照主话来行, 注意别人的需要, 尽力去帮助别人, 而不再仅关注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心中就会有那说不出来的喜乐. 李金哲弟兄八月九日去了伊拉克. 想到那战火

连天的环境, 想到常常有美军士兵的伤亡,我们当然为金哲弟兄担心. 可是金哲弟兄

他的心志在主的身上, 在教会的事工上,在我们弟兄身上. 他是礼拜三出发的, 可是他



礼拜日上午来参加主日崇拜，下午在和同工带查经, 礼拜日晚上还在一个特别的聚会

上和弟兄姐妹募道友朋友分享主的恩典, 礼拜一还来教会帮助李牧师教英文. 正是因

为他心中总是想着别人, 他不仅没有担心受怕,而是满有喜乐.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我们教会许多位弟兄姐妹参与帮助一些福建来的年轻人学英文.
我们的弟兄姐妹自己都很忙碌, 她们自己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题. 可是她们积极

参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看到那些年轻人是如此渴慕的学习, 我们的弟兄姐妹心中

满有喜乐. 我们教会有太多这方面的例子。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亲身

体会.  
  
可是为什么有时我们帮助人了却没有喜乐呢? 这是因为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有
意无意的期望别人感激, 期望别人回报. 如果我们能操练我们的信心, 学习主耶酥的

牺牲的爱, 不求回报的爱, 我们就一定会有那属天的喜乐. 我相信这就是Mother 
Teresa在印度 的喜乐, 是苏弟兄Joel在中国的喜乐, 是陈真姐妹在泰国的喜乐.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 能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 看到别人的需

要. 以主耶酥的不求回报的爱去帮助他们. 享受主给我们的喜乐. 也求主帮助我们看

到教会九位执事们的需要. 看到牧师师母的需要,为他们祷告, 对他们表示我们的关

心和感谢, 支持他们的工作. 因为他们也是人, 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可是, 因为他们是

领袖, 有时反而更难有机会来表达和舒解他们心中的问题.  
  

• 常常主动去帮助别人, 一定会有喜乐!  
  

二． 乐在感恩  
  
圣经在腓立比书 4:6告诉我们另一个喜乐的秘诀:＂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

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   
  
<< 耶酥恩友 >> 这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歌中唱到“多少平安渌渌失去，多少痛

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这里讲的祷告并不仅仅只是指在聚会前后的祷告，谢饭时的祷告．更是指与主的交

流，与主的亲近，与主的关系．祷告不仅是祈求和代求．还包括赞美，感谢，认罪， 

和奉献．  
  
圣经在帖前5:16-18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

耶酥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圣经在这儿讲的很清楚, 祷告谢恩是上帝为爱我们而给

我们的旨意和命令. 如果祷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与主有了亲密的

关系，我们就能在有困难的时候，在逆境当中，能常常来到主的跟前，自己祷告，

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数算主的恩典，就会学到我们在顺境学不到的功课，能有那

发自内心的喜乐．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祷告对我们灵命生活的重要. 李牧师和明哥也常常提醒我

们.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祷告吗? 常常自己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吗? 常常和弟兄姐

妹一起祷告吗? 常常来每周一次的教会祷告会吗?  
  
保罗在林前15:10说: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我相信这也是我

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话. 所以, 就象一位传道人讲的一样,当你心情不好时，拿一张纸

和一只笔，一条一条写下主的恩典，写下你要感恩的事. 很快,你的心情会变好,你的

心中就会有那神赐的喜乐．   
  
章伯母是我们教会的长辈, 她已八十多岁, 身体也有软弱. 可是她告诉我们，她每天早

晨都花两小时来祷告；亲近主, 为牧师师母代祷, 为众弟兄姐妹们代祷, 为教会的各项

事工代祷,她心中充满了对主的感恩，她心中常有喜乐．  
  
李师母身体有软弱，她最近动了几次手术，平时身体也有各种病痛．可是，李师母

不仅是笑容满面，还常常笑声朗朗．师母能如此，是因为她就是紧紧依靠主，常常

祷告．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师母说:“只有感谢没有抱怨； 只有恩典没有缺乏；只有

祝福没有诅咒。” 
  
我们教会出版的见证集<<爱的源头>>里还有韵华姐妹的一篇分享. 韵华和希良这些

年来, 为了照顾女儿凯馨, 经历无数艰难困苦. 可是他们在这篇分享中, 多处数算主的

恩典. 韵华说:  “凯馨将来要像乞丐拉撒路一样被天使放在上帝的怀里, 上帝要为她

鼓掌, 她将得到生命极大的冠冕.” 因着这样的感恩, 这样的信心, 韵华和希良尽管有

许多困难, 她们仍然满怀盼望, 常有平安.   
  
圣经在哈巴谷书3:17-18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

乐.” 为什么基督徒在逆境中还能有喜乐呢? 有时一些朋友会问:“你们基督徒这样是

不是阿Q精神呢？”当然不是！“谁是阿Q?”  “什么是阿Q精神呢？” 阿Q是鲁迅先

生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很弱小，贫穷；常被人欺负．当他被别人打时，他会一边

跑一边对自己说，“儿子打老子。”然后就会高兴起来．阿Q很可怜，因为他的精

神胜利法是基于虚假的幻想．他再骂人家，人家也不知道，更不会成为他的儿子．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阿Q精神，因为我们所信的不仅是真实的道理，而且是我们

亲身经历的神的恩典．两千年来，无数的基督徒经历了神的大能和大爱，自己的生

命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不仅相信主的爱！我们还经历过主的爱！根据主以前在我

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相信他在圣经中的应许！因着这样的信仰，我们不仅今生永远

有盼望，而且有永恒的盼望．就象良杰弟兄所说：“在顺境时，少一分轻狂,多一

分感激；在逆境时，少一分沮丧,多一分激励．无论顺境逆境, 我都能体会上帝赐给

我的平安,这是万贯家私都换不来的.”这样的信仰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这

绝对不是阿Q精神！  
   

• 常常在祷告中数算主恩， 软弱中仍有喜乐！  



三．乐在分享  
  
有一次一位朋友说, 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总是喜欢给人传讲耶稣呢? 这实在是一个很

好的问题. 李牧师喜欢给人传福音, 不是为了使我们教会有更多的会友; 明哥喜欢给

人传福音, 不是因为他夏大的工作不够忙碌. 我们基督徒喜欢给人传福音, 因为我们

尝到了这个福音的甜美, 亲身体会到这个福音的宝贵, 看到这个福音对我们自己,对
我们的家庭的帮助, 看到这个福音对我们所在的国家的需要, 对我们的祖国重要, 所
以我们期望和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来分享这福音, 所以我们巴不得和每一个人来分享

这福音.   
  
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孩子的教育. 我们很多家长都同意这样一个观念. 那就是花钱帮孩

子接受好的教育比把存款给他们更重要.  我们也都喜欢给朋友分享好的东西. 一家

物美价廉的餐馆, 一个好看的电影电视连续剧, 一本好书,我们都会很乐意地和朋友

分享.  
  
对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物质上的帮助当然好. 可更宝贵的礼物是我们主耶酥的福音. 
圣经在腓立比书 4:7说: “上帝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酥里保守你们的心

怀意念.”  这个福音给人平安, 给人盼望, 给人喜乐. 还能有任何其它礼物比这更好呢?  
  
最近这些年, 中国的物质条件大有改善. 可是精神生活更是贫乏. “一切向钱看.” 许多

人包括大学生和博士生因为感到前途渺茫. 自杀身亡. 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南方的一所

大学, 两周之内,连续有四人跳楼自杀.   
  
其实不仅在中国, 在北美也是同样, 因着各种原因, 很多人生活的很压抑, 以至于越来

越多的人患有忧郁症. 几周以前, 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在加拿大自杀身亡. 他有物理

和化学两个博士学位, 可是他对前途没有盼望,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另外前几天

世界日报有报道, 从1996到2006十年中, Cornell 大学有21个学生自杀.  
  
不管古今中外, 对人最困难的, 不是物质上的贫乏, 而是精神上的绝望. 而我们的福音, 
我们的主耶酥, 恰恰给了我们这最美好的盼望.   
  
主在约翰福音16:22说: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只有认识主, 才能真正找到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不管我们做

什么，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学校，是在家中还是在教会，只要是为主而做，就都有他

永恒的价值。反之，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只有认识主,才能永远有

盼望, 有永远的盼望. 才能不管在顺境逆境, 都能有喜乐. 就象保罗和西拉, 他们虽然

被关在牢房, 还能“约在半夜, 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 (使 16:25). 才能象保罗

所说:“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 …” (哥后 6:10).  
  
人们常说, 我们把最好的送给我们最爱的. 当我们看到我们把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送
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送给更多的人, 还能有比这更另我们喜乐的事情吗?  上个周末

在我们的福音营里，, 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刚决志的弟兄姐妹一起流泪, 就是这个



道理. 这个泪是喜乐的泪, 是感恩的泪. 正如圣经所说: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

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路15:10).圣经还说 “(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 失而

又得的, 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路15:32).   
  
我们大家所尊重的武妈妈已经接近古稀之年. 可武妈妈为传福音在中国大陆生活在

贫穷落后的农村. 尽管生活艰苦, 她仍是心有喜乐. 最近, 她又心有感动. 每周二带领

一个查经班. 给一些工人传福音. 看到我们的武妈妈满头白发, 满脸笑容, 这给了我们

众弟兄姐妹很大的激励!  
  
主把传福音这个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 这不仅是给我们的责任, 也是他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与人分享主的爱, 并且心中常有喜乐.  
 
明哥有一次在主日学给我们分享一句名言。 “要随时随地地传福音，只有在必要时

才用语言”。“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if necessary, use words.” (St. Francis of Assisi)   
意思是说传福音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去见证主的爱，而不仅只是用嘴巴

去讲。 
  

• 常常去传扬福音, 永恒的盼望带来永恒的喜乐!   
  
结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生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

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都会有难过的时候, 都会有内心有挣扎的时候,也都

会有没有喜乐的时候,使徒保罗会有, 马丁路德会有,你我都会有，这是正常的. 我们

要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   
  
圣经要我们靠主常常喜乐，是要我们看到人的软弱和不可靠. 是要我们学着依靠主，

和主有亲密的关系. 能更信主，更爱主，更象主．这才是上帝的美意．  
    
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和主有个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不仅能乐在付出,乐在感恩, 乐在分享, 还可以靠着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

常常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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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和

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能尊主为大，照主话行。让我们能靠着主, 过一个得胜

的生活. 过一个喜乐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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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