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乐 

       相信我们都想要得喜乐，没人想要感到悲伤，而且若可以的

话，我们想一辈子都活在喜悦里。 

 

关于丢失的三个实例 

作者不知读者现在是否正在喜乐当中，但作者想让我们通过以

下关于丢失的三个实例想象一下，看看我们会如何应对。 

 

100 美元 

假如我们今天丢失了 100 美元，我们是否还能感到喜乐? 我们

中间或许有一部分人说，“我倒还能感到喜乐，只不过有点可惜

了。”为何如此？“假如钱没丢，我们一家人可以吃一顿牛排嘛，

我们打算吃牛排好久了。现在钱丢了，那我们只能下星期或下下个

星期吃牛排。”而别人或许会说，“要是钱没丢，我能给家人做好



吃一点的菜嘛，我都打算做海鲜了。”这些答案可能是我们大部分

人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向某某先生问同样的问题，“先生，如果您失去

100 美元，怎么办？”他回答说，“没问题。就当给错了小费，本

来应该给 10 美元，但给错了 100 美元，没关系。” 

 

十万美元 

        现在我们说说第二个事例，“先生，假如您丢失了十万美元，

怎么办？您还会有喜乐吗？”或许我们之间有人会说，“我当然很

难过而且会觉得生活中失去了喜乐，因这笔钱是我多年节省下来的

积蓄，是我用来购买房子交付定金的。”也可能有人说,“这会给

我很大的压力，因这笔钱是我养老钱，如果丢了，我不知道以后该

怎么过。” 

 



然后我们再向某某先生问同样的问题，“先生，假如您失去十

万美元，怎么办？”他回答说，“没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一亿美元 

       现在我们说说第三个事例，“先生们，女士们，假如你们丢失

了一亿美元，怎么办?”或许我们会说，“丢失了一亿美元？我会

受不了。我所有的财产加起来都不到一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丢失了

或欠人一亿美元，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若让我为了还钱而去

工作，那么就算我死了也会把这笔钱还清。他们会派人找我，或投

诉我，甚至送我坐牢。我不敢想象自己会有多难过。我的生活中再

也不可能有喜乐，我甚至可能会自杀。” 

        后来我们再问某某先生，“先生，假如您失去了一亿美元，怎

么办？”他回答说，“我会有点烦恼，也会后悔，怎么会丢这么大

的一笔钱呢？但是没办法，不用想了。” 



为何代表大部分人的第一批人会有上述的负面反应，而某某先

生丢失了一亿美元却好像没事的样子。因这里所说的某某先生则马

克·扎克伯格，即 Facebook 创始人，他的财产共有 450 亿美元！

所以假如他丢失了一亿美元，他还有 449 亿美元! 

       作者想说的是，我们失去了多少财产时也会影响到我们会有多

难过。对某些人来说，失去 100 美元会让他非常难过，因他只有

100 美元。假如钱丢了，他会几天不吃饭，是不是？但对那些有钱

人，失去了一亿美元都没关系，因他还有很多钱。这里所举例的喜

乐就是凭着我们有多少财产的喜乐。 

 

常常喜乐 

       从一开始作者已提到人人都想得喜乐，而且若可以的话我们都

想一辈子心里喜乐满满。“在这世上是否有人不论处在各种情况都

能喜乐？”或许我们大部分人都回答没有这样的人。但圣经却向我



们解释了人是可以常常喜乐的。如何做到？让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

学习。 

    永恒的喜乐始于耶稣的诞生，就如路加福音 2：8-14 所记载的， 

2：8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

惧怕。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12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

记号了。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14  在至高

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有古卷作喜悦

归与人）。 

上述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 

一、“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10） 

二、“为你们生了救主”（11） 



三、“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14） 

   

喜乐与平安 

        耶稣的诞生给世界万民带来了极大喜乐，因其诞生实现了上

帝救恩的许诺。而救恩是给世界所有的人的，并非某个民族或某国

国民专有的，就如摩西律法书里所写的救恩，仿佛仅是以色列人专

有的。与此相反，耶稣的诞生则为万民的。于是其被称为世界万民

的大喜乐，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耶稣的诞生乃是重要事件，但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记载于下

一段经文的： 

2：14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有古卷作喜悦归与人）。 

        “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意思? 前两段提到因上帝赐

给万民救恩，于是在地上有了大喜乐。接下来的一段提到若我们愿



意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上帝与救主，那么我们将获得平安并成为上

帝所喜悦的人。这种平安并非普通的平安，而是无穷的平安就如下

述的经文记载提到的： 

以赛亚书 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

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

平的君。7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

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

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预言的中心概念则救主治理的国家里之完美无穷的平

安。这种平安通过上帝赐给我们为世界万民的罪孽而死的独生子实

现的。 

 

喜乐与平安的区别 



 若我们看看之前路加福音里的三条经文，那么喜乐与平安是有

区别的。 在钦定版圣经里，以 Joy 一词来解释喜乐的。 

我们通常在与一些人打交道时会感到喜乐的， 一般是在见到我们

所喜爱的人或喜欢开玩笑的人或与孩子孙子或与一些有趣的人一起

玩时感到喜乐的。 

当我们完成了某件事情时, 比如大学毕了业或坐上了更好的职

位，成功地完成了某个工作或其他成就时，我们也一样会感到喜乐

无比的。 

当我们吃了美味的食物、看了电影、旅行了一阵子或做了其他

让自己享乐的活动时，我们也会感到喜乐。 当我们得到了物质上

的满足，比如当我们拥有了一辆新车、新房子、获得了奖品等其他

东西时，也会因此而感到喜乐的。 

喜乐与我们自己的现状也有关系的， 当我们生的病治好了，

感到自己有人疼爱时，当五官端正无残缺，拥有健康的身体，身体

苗条等等时也一样会使自己感到喜乐的。  



三幅平安的油画 

 钦定版圣经里使用的平安一词就是“peace”（希腊语为

“eirene”)。那么平安到底是怎样的？ 从前有一位国王举行了一

个画画比赛，而此次比赛的话题为平安。 

负责刷选的人刷选了那些油画之后，最后选定了三幅最好的油画交

给国王，好让国王可以挑选一幅最好的油画。 

第一幅油画的画家画了一个碧蓝且清澈的小湖， 中间有一条

小船，有人在船上一边吹口哨一边钓鱼，空气舒爽宜人且天空晴

朗。第一个画家说：“这就是平安”！ 

第二幅画画的就是绿绿的山下有梯田，空气宜爽， 阳光和

煦，树林茂密，有两个人在树下坐着，他们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第二个画家便说：“这就是平安。” 

第三幅画画的就是黑色的大海，大海是黑色的是因为正在起了

巨大的风浪。海中刮起了暴风，黑色的天空冒出了闪电。在那阴森



森的暴风中，有一块大磐石，上面有一个洞，洞里有一只鸟正在快

乐地叽叽喳喳。第三个画家便说：“这就是平安。” 

国王选择了第三幅画，因为他认为平安不是出现于一个舒适且

无问题的环境之中。平安就是能够如同那只鸟，即使在暴风中，也

能够 快乐地欢叫。 

 

主内 的 平安 

为什么人人说我们 接受 了主耶稣之后 就会感到平安? 因为在

我们 已接受了基督为我们的主与救赎者之后，我们的罪恶已得赦

免，使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了， 我们从此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叫

我们可以称上帝为父，阿爸 。 

罗马书 第 5 章：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9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 

去神的忿怒。 

10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 免

去神的忿怒。 

 

11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 

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罗马书第 8 章：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

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而我们所获得的救恩是多么宝贵的。 

马太福音第16章：26 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



什 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以上经文解释了救恩比获得全世界更重要因为即使我们拥有全

世界的财富，那笔财富却永远不足或无法买来救恩。 

所以如同马可.扎克伯格一样，就是当他为什么丢了一亿美元

时却没有失去喜乐的心， 原因是因为他拥有的财产达四百五十亿

美元。 

我们也不会失去喜乐的心因为我们拥有了比马可更为宝贵的财

产。 

此外，我们也会像那只鸟，因为那只鸟知道它所站的磐石不管

遇到多大的海浪是不能倒的。 

我们也应当如此。 马太福音第28 章：20节道：“凡我所吩咐

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若我们相信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不

必担心任何事情并且不管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仍然会感到平安，

也拥有喜乐的心。所以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拥有平安， 

也就是已经接受耶稣为上帝与救赎者。 若我们已接受耶稣为我们

的上帝与救赎者，那么我们就会拥有平安。 

   

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 

罗马书第14章：17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 ， 只在乎公义，和 

平 ， 并圣灵中的喜乐。 

救恩与以上三件事是互相关联的，即：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

喜乐 

 

公义： 

公义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应许或上帝的启示。 



约翰第3章：16  神爱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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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与我们是否相信上帝已赐给我们独生子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是互相连系的。我们是否也相信了？ 

使徒行转 第4章：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

有 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救恩只有在基督里获得的。我们是否也相

信上帝的话语？ 

罗马书第10章：9 节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以上经文解释了我们若口里人认耶稣为主并且心里信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我们将必得救。 

以弗所书第 2 章：8 至 9 节 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而获得

的，就是赐给那些相信的人或相信上帝所赐的。救恩不是出于人的

行为因为我们无法赦免自己犯的罪。 



 

以弗所书第 2 章：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的。9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平安： 

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主与我们救赎者时， 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平

安如同罗马书第 5 章：10 节所道的： 

罗马书第5章：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 

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所以之前因着罪， 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仇敌 ，但接受了主耶稣

之后，我们不但与上帝和好，并且我们的生命也得救了  。 

哥罗西书第 1 章：21 至 22 节也告诉我们以下内容 ： 



1：21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22  但如今他 

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

疵 ，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因为与上帝的关系已和好了，所以我们将获得平安并且也得到进入

天堂的应许。 

 

圣灵中的喜乐： 

喜乐就是感到平安的表现。心里的平安是很难看到的，但我们

可以通过其表现，也就是喜乐而看到的。 

我们之所以喜乐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不惧怕， 甚至对于死亡也不惧

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惧怕，为何如此呢？因为我们的罪已



得赦免所以我们再也不惧怕罪的刑罚了， 我们也因此能够进入天

堂。 

第二个原因 : 我们 不惧怕是因为我们相信主一定保护我们。   

就此事，约翰一书第 4 章：18 节道：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

罚 。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这里所说的爱是上帝之爱即 Agape。 

在我们接受了上帝之爱就是他为了全世界的人能够得赦免而死

赐给我们的独生子之后， 叫我们再也不惧怕了，因为主耶稣的牺

牲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若我们确信了自己已接受耶稣为神与救赎者，但还是感到惧怕

的话，那么在救恩方面的观念必定尚存在不正确的地方，而关于此

事，作者会在另外一本书谈到的， 请准备阅读那本书。 

 

在敌基督掌权时的喜乐与平安 

关于此时的喜乐与平安有关的话题极其重要，也是我们必须了

解的，特别在我们进入敌基督掌权时代的时候。 为何如此呢？ 因

为据作者的了解， 这时候就是我们应该甘愿放下我们所拥有的。 

马太福音 第 10 章：23 节 解释道：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以

色列的城邑， 你们还没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此吩咐就是在敌基督出现时而讲的。当情况尚未变得更恶劣

时， 我们可以逃跑， 所以虽然我们不可能带上所有的东西， 但

我们还能带上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情况也会很快地转变，使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自己的家以

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我们的命运如同雅兹迪人。当伊斯兰国占领

了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强迫他们要离弃他们的信仰并要改信

伊斯兰国所规定的信仰时，他们都不得已离开他们的住所逃难， 

并且什么都没有带上。 

所以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离开所

拥有的财产， 不仅如此 ， 甚至也与其他家庭成员分离了，因为

很有可能不能一起跑 。 在马太福音第24章：9节里， 主耶稣也说

过：“那 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

为我的名 ， 被万民恨恶。 

 

那时候， 我们要受折磨，甚至失去自己的性命，但我们可能

还是能够坚持到底，甚至当我们了解了我们已得救了，我们仍然感

到内心的喜乐，因为救恩比任何财富、家庭成员甚至自己的性命更

为宝贵，如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关于失去一百美金 与一百万美金



一样， 我们还是感到平安与喜乐。为何如此？因为我们拥有了比

全世界更加宝贵的东西。 

 

关于救恩之价值的正确认识 

拥有救恩之价值的正确认识是我们每个人必须了解的，所以我

们必须好好研究，叫我们在受逼迫、被恨恶甚至被杀害时， 我们

还能够感到喜乐。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4 节提到的：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不只是向腓

立比教会说的 ， 但也是向我们说的，甚至向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候

的教徒说的。若我们正确地认识救恩的价值， 那么在主内的我们

还能够感到喜乐。 

 

任何情况都不能强走我们的喜乐 

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0 节， 使徒保罗提到了：“似乎忧



愁，却是 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 

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我们常常快乐的事实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子女并且我们

的罪恶已得赦免， 从此建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 

当我们想起不管遇到任何情况，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且帮助解决

一切问题时， 我们的喜乐就会更加坚固 。 

若我们接受了主的恩典并且完全将我们的生活交托在他手中，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将会更感受到喜乐，并且可以得满足，

就如他所说过的：“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 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约翰福音第15章：11节） 

甚至在我们失去我们所拥有的，并且失去性命的时候，我们将

会仍然感到喜乐，因为我们都了解了自己已经拥有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永生的应许。 

路加福音第 10 章：20 B：“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