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平安的人(五): 在今世享平安



引言 : 

神的兒女在這缺乏平安的世界當做甚麼？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馬太福音 Matthew 5:9 



εἰρήνη 

peace    平安、和平、和睦

εἰρηνοποιός

a maker of peace, 製造平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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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之間有平安的途徑
The path to having peace with God

(1) 誠心悔改Repent sincerely 

(2) 相信神是神Believe God is God 

(3) 相信神的話Believe the Word of God 

(4) 相信神愛你Believe God love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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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 被接納感

有歸屬感 有安全感

公平公正 勝任稱職

具重要性 有超越性



與己之間有平安的途徑

(1) 與神和好

(2)   來到主前

(A) 禱告

(B) 祈求

(C)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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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與人和睦的步驟

(1) 迫切禱告

(2) 誠實查驗

(3) 愛中行動

(4) 盡心協力

(5) 強調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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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充滿困擾的世界



(II) 在今世得享平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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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
心就不在他裡面了。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
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
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
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約翰一書 2:15-17



羅馬書 7: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20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

的。 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22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b]，我是喜歡神的律， 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

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24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
的身體呢？ 25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
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詩篇Psalm 16: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
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
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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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
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
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 16:33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
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
在許多弟兄中做長子；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
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
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馬書 8：28－30



煉我愈精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你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

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
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
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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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安在我心 非世界所能賜
這平安無人能奪去

雖試煉與艱難 如雲四面環繞
我心裡永遠有這平安

There’s a peace in my heart that the world never gave

A peace it can not take away

Tho’ the trials of life may surround like a cloud

I’ve a peace that has come there to stay!



永遠在我心裡 耶穌屬我
永遠在我心裡 無限快樂

主永不把我撇棄 慈聲對我說
“我總不離開你”耶穌屬我

Constantly abiding, Jesus is mine

Constantly abiding, rapture divine

He never leaves me lonely, whispers, O so kind:

“I will never leave thee,” Jesus is mine



當這甜美平安 充滿在我心中
普世似向我主歌頌

黑暗頓成光明 愁苦全失影蹤
萬福主耶穌何等光榮

All the world seemed to sing of a Savior and King 

When peace sweetly cane to my heart       

Troubles all fled away and my night turned to day

Blessed Jesus, how glorious Thou art!        



永遠在我心裡 耶穌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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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ly abiding, Jesus is mine

Constantly abiding, rapture divine

He never leaves me lonely, whispers, O so kind:

“I will never leave thee,” Jesus is mine



主賜我這珍寶 藏在我心殿中
在世寄居平安融融

將來榮耀大日 主必再來接我
回到天上榮美父家中

This treasure I have in a temple of clay

While here on His footstool I roam

But He’s coming to take me some glorious day

Over there to my heavenly home!



永遠在我心裡 耶穌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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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永不把我撇棄 慈聲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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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ly abiding, Jesus is mine

Constantly abiding, rapture divine

He never leaves me lonely, whispers, O so kind:

“I will never leave thee,” Jesus is m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