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道 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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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怎 样称呼父神 的
呢？马可福音 14: 35-36， “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祷告说：
‘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

读经 （罗马书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

去。’ 他说：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

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

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

们呼叫：阿爸，父！”

你的意思。’” 主耶稣称呼神也叫“阿爸，父”。

新约里面有些字是音译的，不是意译的。
这些字是从古代神的儿女的那些老而神圣的语
言转变过来的，对每一个圣经读者说来都十分
的宝贵。而且这些字眼非常醒目动人，它们出

“父”这个字是饶富意义的，因为在家庭
关系中，父亲具有最大的责任和特权。神自己
被启示出来祂是父，当祂要用最高级别可想见
的方法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他就宣告祂自

现在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书里面、新约书信里面
以及启示录当中。而这些字词之所以存在于文
体当中表示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要听耶稣基
督跟祂的使徒所说的本土语言。我们需要仔细
地思考这些亚兰文（不是希腊文，耶稣也讲亚
兰文）的意义。圣经里面有哪些是亚兰文？比
如说 “和散那”
，
“哈利路亚”就是亚兰文，还
有今天这段经文中的一个重要的词“阿爸”也
是亚兰文，“阿爸”，发音很简单，好像是普世
语言。有人说这个阿爸，并不 是今天英文的
father 的相似词，尽管意思很相似。其实是希
伯来的孩子口齿不清楚的时候说的儿语，就像
我们今天听见有些孩子叫爸爸（daddy）的时候
发的音节“哒哒”一样。这是表达跟父母关系

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祂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神，

亲切的一种称呼。

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经文所用的语言，从属灵的观点来看，在

许多做父亲的不知道他们在对儿女的道德

这个恩典时代，实在是非常特别的。从得救的

和宗教信仰的扶植方面负很大的责任，对做父

角度看，旧约的信徒跟我们是一样的，例如，

亲的责任不太计较，不太关心。其实一个家庭

亚伯拉罕当然是一个得救的信徒；大卫当然也

中父亲是非常重要的，他负有极大的责任。但

是一个得救的信徒。但是关于信徒是神的儿女

今天很多做父亲的已经把这个责任丢掉，交给

以及神拯救我们的方式，这类信息并没有透露

母亲了，这是反常的，不是圣经要我们所做的。

给旧约时代的信徒，他们对神的整个计划不是

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家庭没有父亲，

像新约时代那么的清楚。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

做父亲不负责任，有了孩子后就离家出走了，

身，降生到地上，神把祂自己启示出来了，新

把教养孩子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就母亲。当然这

约圣经完成了，才使我们对神的本性和计划有

里还有些是未婚生子的情况。

了清楚的认识。所以说，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
信徒有福了。

有个做父亲的说，
“活在世上我靠自己就足
够了。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吃喝玩乐，抽烟

喝酒，只要不犯法，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何必
神来管呢？”

要受到审判的。

有个下过雪的冬天的早晨，他

要知道，被造者的身份跟儿子的身份有极

从家里走到仓库的去，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

大不同。有人说，
“世界上所有的被造的人都是

雪地。忽然听到后面也有另一个人走路的声音，

天父的儿女”。不对！神创造了人，但是并非每

回头一看，原来他的儿子也出来了，正在亦步

一个受造者都可以称祂为父亲的。世人在盲目

亦趋地踩着他的脚印跟在后面。这个父亲就说：

和骄傲里面，误认自己也是神的儿女，与神有

“傻孩子，到处都是雪，你跟在后面做什么？

关系。其实，他们不过生在这个世界而已。神

快回去！”可是孩子回答：“我要跟在你后面。
长大以后，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这位
父亲突然醒悟过来，他想：
“我如今离开神走自
己的路，堕落败坏，以后儿子长大了，也会跟
着我走同样的路，过败坏的生活。我不能这样
下去了！” 他回到家里后，就跟妻子说，
“我现
在才明白，我再也不能这样过没有神的生活了。”
于是他跟妻子一起祷告，悔改认罪，决志信耶
稣。

的话语里面从来没有说过“神是所有世人的父”，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哪一位能

因为神是做相信祂之人的父，加拉太书 3：26

够跟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相比啊？ 我们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向神祷告求帮助，称祂为“阿爸，父”，这是一

并没有说“世界上人每一个人因为都是神创造

种亲切的称呼。现在就让我们思想几点有关阿

的，所以都是神的儿女。”人成为神的儿女，乃

爸父的事情：

是因信基督耶稣，真正重生得救。
一般来说，做父亲的人当儿女需要时总是

一．阿爸父启示出一种关系。
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

倾力相助，有百般的恩慈和忍耐；如果说神是

叫：阿爸，父！” 然而，我们以前不是基督徒，

我们的父，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整个世界

我们犯罪、远离神，就像约翰福音 8：44 所说

伏在神的手下，祂掌管万有，祂无所不知、无

的：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

所不能。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想想看，

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祂还会有什么好东西不给我们呢？还有什么事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

情祂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做父亲的帮儿女还受

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以前没

能力限制，有时候，你爱莫能助。例如，他生

信主，我们做了一些坏事情还满不在乎，根本

病了，你会感到很无奈。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去评判那件事情的善恶，只要不违法，不被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蒙神的恩待，蒙神的帮助？

警察抓，就心安理得了。什么时候听神的话？

人有极限，神没有极限，从亘古到永远，祂是

什么时候按真理去行？原来，我们以前的父是

神。

魔鬼呀！ 对于神来说，我们是不顺服的悖逆之

信祂的人，都可以做祂的儿女，问题是你

子（children of disobeadience，以弗所书 5：

信不信祂？你愿意不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认

6 ）至于我们的命运，圣经讲是“可怒之子”

祂为父？圣经也宣告有些人落在黑暗里面，有

（children of wrath，以弗所书 2：3），以后

些人进到光明里面；有些是罪人，也有一些人

被称为圣徒。那种说“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神的

贴圣灵。有时候我们走偏了路，祂就会对你说：

儿女”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跟神的要求

“不对啊！这事不讨神喜悦。” 有时候，你发

不符合。

怒，圣灵会对你说，
“当止住怒气，要自我控制！”

神的救恩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圣灵重

信主的人，偶尔想说谎的时候，圣灵回会提醒

生。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祂是审判活人、

你，“你已经信主了，不可说谎。”

有些事你

死人的主。离开圣灵的大能，人要与神有称祂

宁可不说，也不要说假话。别人问你的事情，

为父的这种属灵关系是不可能的。尼哥底母问

你认为这件事讲出去不适当，你可以明白告诉

耶稣怎样才能得救，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

对方，“我不能告诉你”，这没犯罪；明明知道

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

神

的事情，你说不知道，那就是说假话，犯罪了。

的国。”（约翰福音 3:5）。成为神的儿女，只有

在这方面我非常注意，虽然有时候也会说错话，

靠圣灵，罗马书 8：9 说：
“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

说了假话，但圣灵马上会在我里头责备，让我

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

明白什么话可说，什么话不可说，要说只能说

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心里若没

实话。

有圣灵，他就不是属神的儿女；你是一个重生

阿爸父启示出一种关系，我们作为祂的儿

得救的人，你的心中一定有圣灵内住。如果你

女，是何等美好，何等蒙福的呀！不管遇到什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从来没有从神的话

么事情，即便你不便跟别人讲、跟牧师讲，你

语有什么感动，那我很担心，你还是一个不信

仍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对祂陈述，慈爱的天父

神的人。也许你进教会几十年了，你根本没有

愿意聆听祂每个儿女的求告。

重生得救，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你要反问自
己，我心中到底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在生活
中，如果从来没有从神的话语得到任何感动，
也从来不去思想神的话，也没有祷告的意愿，
也不想读经，也没有意愿参加聚会，跟神的儿
女们交通，那么，实在很抱歉，你要再一次反
思，你真的是基督徒吗？
前几天我还跟一个会友交通，说到一个人
信了主耶稣以后跟以前应有的变化。如果从来
没有分别：以前打麻将赌博，信了以后，照样
赌博；以前说谎话，现在照说不误，那么，你
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不是说靠行为得救，
因为哥林多后书 5：17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你有没有变成新的呢？如果你说信了耶稣，可
是你的那些旧事，从来没有成为过去，你能说
你是个基督徒吗？你至少会有一些改变吧，改
变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有圣灵
在你里面，祂会常常提醒你，听从神的话，体

二．阿爸父启示出神的位格。
圣经说，神是个灵。祂有没有位格
(Personality)呢？有人说，神不具人格，神不
过是一些原则，神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物质，
神不过是律法或者是真理而已。既然如此，你
向祂祷告，就显得荒谬可笑。我告诉你，如果
神不具位格，你向祂祷告大可不必。
当耶稣回应门徒的要求，教导他们祷告的
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上的父一
定是有位格的，就像你是一位、我是一位一样，
很明显，神是一位能听祷告、能应允、能回答
的神。约伯记 11：7 说“你考察，就能够测透
神吗？” 使徒行传 17:27 说：
“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我们知道，圣父、圣
子、圣灵是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而圣子耶稣
基督是神位格的最高启示。所以说，我们来到
耶稣基督这里寻求神，我们的渴望必得满足。
约翰福音 14：8- 9，腓力对耶稣说：
“求主

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

心，显示出做父亲的真正的性格。诗人说“他

说：
“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

知道我们的本体”，什么意思呢？这表明我们的

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

天父知道我们是怎样被塑造，怎么样形成的。

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

祂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知道我们的软弱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你看见了耶稣就是看

和长处，明了我们的需要，至终我们必须依靠

见了父，因而认识神是真实存在的，祂是祝福

祂。祂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祂不会把我

人的神。认识祂是我们的特权，而且神对祂儿

们没有办法背负的重担加在我们的身上。

女的事情绝对有兴趣。有时候我们会想：
“我这

神是阿爸父，祂的性格启示出每一个做父

点小事情，何必祷告去麻烦神呢？” 然而，我

亲的性格应该是像什么。我们做父亲的要有神

们的天父对祂儿女的事情，不管大小祂都在意。

的形象，最重要的是要有怜悯。今天很多问题

每一个信徒对神都可以有实际的经历。

出自我们没有怜悯心肠，我们看见人贫穷，我

三. 阿爸父启示出神的性情、性格。

们无动于衷啊；我们看见人有需要帮助，我们
也不在乎，只顾自己，不管他人。这是今天人
的问题。
四. 阿爸父启示出一种祝福。
认识神是天父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神祝福
属神的人，神的祝福是完备的。圣经把这件事
情说的非常清楚。
加拉太书 4：4-7，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
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
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
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
们的心，呼叫：
“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
神为后嗣。”

通常来说，父亲是权力、伟大、善良的起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后嗣，祝福从此而

源和动力。阿爸父是体现性格的一个词，包含

来。就像儿子继承父亲的所有，我们得以称神

圣洁、力量、诚实、爱、正直等品格。虽然我

为阿爸父，同样也有继承父神的权利，所有的

们今天做父亲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神确实

祝福会临到我们属神的人。没有任何一种身份

是这样。神是我们的父，从不失败，从不软弱，

比进入神的家庭、得以称神为阿爸父更得自由。

也从不改变。
诗篇 103：13-14，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儿子是自由、亲密、富有、产业、名分的
一种表达。罗马书 8:17 说 " 既是儿女，便是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

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你

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这是旧约

看，我们的身份何等特别！我们这些罪人何能

里面说到神是我们的父亲的一段最强有力的经

何德，居然能够跟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何

文，是一扇让人看见天父的窗户。祂有怜悯之

等的一种祝福！
一个威尔斯的布道家，有一次，他感受到

神的爱充满他，神的爱火在他心中燃烧，他跪

的东西抓的太紧了，有一天你会松手的，什么

在那里祷告，情不自禁地连续高呼 “阿爸父！

都不是你的了。只有敬虔属于你，天父属于你。

阿爸父！” 他说我不得不这样呼喊，因为我知

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除了神以外，我们什么都

道我是祂的儿子，祂是我的父亲，祂听我的祷

没有。我再讲一遍：不要把世界的东西抓得太

告，祂能帮助我。

紧了，有一天你一定要松手，什么都没有！有

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祝福从祂而来。感

的只有你的天父。要仰望祂，信靠祂，我们才

谢主，我们当中大部分信了耶稣基督，你有从

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不是徒劳无功的。明白这一

神而来的祝福。

点，我们才能得释放。

五. 阿爸父启示出信心。

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哈哈！我赚钱了。”
“哎呀！我损失了好多呀！”
一个人就在这样的浮沉中挣扎度日吗？殊不知
是神在抬举我们，祂抬举你，你就升高；祂要
叫你降卑，你就一败涂地。
阿提拨·降申·瓦勒森，这个人，在 1663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为主殉道。在殉道之前，他
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会软弱。
他祷告求神帮助他，好让他能坚持到底。没想
到，他被处决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心里非常的
平静，甚至很开心。他女儿记述说，他开心地
高呼 “阿爸父！阿爸父！” 没讲别的，他就这
样离开世界，到神那里去享受永远的安息。后
来“瓦勒森的阿爸父”就成为一个名词。

“父”这个字用在神身上是一种信靠的表现，
主耶稣知道它的意义。在客西马尼园，主在极

六. 阿爸父启示出充足和丰盈。
太多的人认为神太严厉了。不错，神的审

度的痛苦中祷告说：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

判显明了对罪的愤怒，我们看到神可畏的一面。

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

但是，从祂跟被救赎出来的儿女们的关系来说，

从你的意思。” 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看到主耶

祂是一位充满爱与温柔的父亲。祂审判的是那

稣基督绝对的信靠和彻底地屈从祂的父神。

些不信主的人，不是审判祂的儿女。神对被救

就人的层面说来，我们都信靠自己的父亲，
何况我们的天父！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需要天父

赎的人显出的慈爱是如此的丰盈充足，如果说
祂必须管教孩子，正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的帮助还能走亨通的道路，一样拥有成功、健

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要他们学习的

康、奢侈……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是你有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

没有想到，有一天厄运当头，像巨浪一样冲击

父亲，这是一个事实。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时候，你的这一切都要付诸东流？ 我常

我们就可以向祂求了：
“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

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世界看的太重了，

们” ，神供应我们每一种需要。主耶稣也告诉

神让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把世界

他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

要加给你们了。” 当你先求天父的国和祂的义

以害怕的，袮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的时 候，充足就临 到。神学 里面 叫

呢？求袮把袮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

“sufficiency"。保罗也应和着唱起副歌来了，

得罪袮。叫我们坚信袮话不疑，因为袮是我们

他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

的阿爸父，袮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就

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腓 4:19）。可

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真理。求主

见，阿爸父表示了充足的意义。

叫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荣耀袮的圣名。这样的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下载讲道录音

阿爸父 (5.9MB)

--- 诗歌链接 MP3+LRC --父恩广大
回到

有一个人拥有一座别墅，在溪流旁边，有
非常美的环境。但是一到夏天，他就看不见那
溪流，因为树叶长得太密了，遮盖住那道风景
了。冬天的时候，因为树叶掉光了，从他的小
房子可以看到潺潺流水，非常美。 我们也是一
样，很多时候，世界就像那些树叶挡住我们视
线，使我们看不见那从不间断的流水。我们若
能把这世界的阻挡去掉，我们的就能发现神的
那丰富、完全的供应，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今天我们从阿爸父所启示出来的这六件事
情，使我们明白耶稣教导门徒所说的“我们在
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的含义。
这个“父”超越世界上的所有，比一切都宝贵。
祷告：天上的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的
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有福！我
们能够亲密地称袮为阿爸父，因为我们属袮，
袮也属我们。我们是袮的儿女，袮是我们天父，
我们好处不在袮以外。主啊，求袮加给我们这
样的信念，知道袮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可

L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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