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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教会 

是 

以弗所书的主題 
   
 



复习: 

第一章 

 在基督里 天人合一 (1：1-10)  

榮耀的教会將来要在基督里天人合一；
即天上的，和地上的，都同归于一； 

神賜給我们五样天上的恩賜，让我们在
地上学习“在基督里合一”,建立荣耀
的教会。 



第二章 

 得救为要行善 



第二章 

 得救为要行善 

1.基督徒的人生是神的工作  

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
成的，… 

 



  

第二章 

 得救为要行善 

1.基督徒的人生是神的工作  

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
成的，…  

2.基督徒行善是神的计划  
10…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
的。 

  

 



3.基督徒行善是神拯救人的目的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
。 

 

 

 



3.基督徒行善是神拯救人的目的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
。 

这三点用一句话来表达： 

神白白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这 
是神早已计划的工作。 

 

 

 



 

上帝的奧秘 
以弗所书 第三章 

 

 
 



 

上帝的奧秘 
以弗所书 第三章 

 

奧秘 = 深奥隐秘 

 

  
 



 

上帝的奧秘 
以弗所书 第三章 

 

奧秘 = 深奥隐秘 

指已存在的事 

无人知道真相 

 

  
 



【读经】  以弗所书 3:1-22   上帝的奧秘 
3:1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
耶穌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此句联到14节）

。2谅必你们曾听見神賜恩給我，將关切
你们的职分託付我，3用啟示使我知道福
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4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5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藉着圣灵啟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
一样。 6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
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
体，同蒙应许。 



7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8我
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
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
富传给外邦人。 
9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
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10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11这是照神
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
的旨意。 

 



12我们因信耶穌，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地来到 神面前。13所以，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喪
胆，这原是你们的榮耀。(耶穌说: 为义受

逼迫的人有福了。 太5:10)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
的各家（或作“全家”）都是从他得名。） 

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榮耀，藉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強起来。 

 

 



    

17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愛心有根有基，18能以和众圣
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长阔高深！
19並知道这愛是过於人所能测度的，便
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们。20神
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
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21但愿他在教会中，並在基督耶穌里，
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 

 



前言: 何来“上帝的奥秘”? 

根据这段经文,上帝的奧秘是：   



前言: 何来“上帝的奥秘”? 

根据这段经文,上帝的奧秘是：   

上帝的一个旨意——创世以前,在
基督里定的。  (3:11)  



前言: 何来“上帝的奥秘”? 

根据这段经文,上帝的奧秘是：   

上帝的一个旨意——创世以前,在
基督里定的。  (3:11)  

早已计划好了——上帝把它藏住,
沒有人知道。 (3:9,5) 



前言: 何来“上帝的奥秘”? 

根据这段经文,上帝的奧秘是：   

上帝的一个旨意——创世以前,在
基督里定的。  (3:11)  

早已计划好了——上帝把它藏住,
沒有人知道。 (3:9,5) 

圣灵啓示給保罗知道——而传給教
会(我们)。  (3: 5) 



   本章分二大点来讲解 ： 

一.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奧秘？ 3:6  

二.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奧秘？（我们
要按保罗在监牢里,为我们所祈求的信
望爱作为回应） 

 

  

  

 
 

 



一.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奧秘? 3:6  

  

 

 



一.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奧秘? 3:6  

 “上帝的奧秘”又叫做“福音的奧秘”  
   或“基督的奧秘” (3:3,4) 

 
 

 



一.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奧秘? 3:6  

 “上帝的奧秘”又叫做“福音的奧秘”  
   或“基督的奧秘” (3:3,4) 

6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里，藉
着福音，得以 

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注解:  

后嗣 = 法定继承产业的儿女,后裔
指血统的后代. 

外邦人：犹太人称非犹太人為外邦
人,意外国人。 

2007年统计,全世界: 

犹太人：    1300万 =  0.2 %  

外邦人：  600000万 = 99.8 % 

犹太人是世界人口的五百份之一 
 

 



这奧秘里面有三宝 

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圣灵将这历代隐藏着的奧秘的真相 
(三宝)启示保罗知道,好让我们知道 

三宝分享如下： 

 



1. 同为后嗣  奧秘的第一宝 

 



1. 同为后嗣  奧秘的第一宝 

在基督耶穌里的外邦人和猶太人,一同
做神的儿女。  

約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賜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这节经文可图表如下): 

 



約翰福音1:12说: 

任何人接待耶穌基督做他的主 

      
 

   



約翰福音1:12说: 

任何人接待耶穌基督做他的主 

     他就是信耶穌基督的名了 

 
 

   



約翰福音1:12说: 

任何人接待耶穌基督做他的主 

     他就是信耶穌基督的名了 

       耶穌就賜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約翰福音1:12说: 

任何人接待耶穌基督做他的主 

     他就是信耶穌基督的名了 

       耶穌就賜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是好消息    “福音的奧秘” 

   
 

   



約翰福音1:12说: 

任何人接待耶穌基督做他的主 

     他就是信耶穌基督的名了 

       耶穌就賜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是好消息    “福音的奧秘” 

  基督是主角    “基督的奧秘” 

    

 
 

   



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本事,不是靠
公德,而是靠身份——神的儿女 

 

  

  



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本事,不是靠
公德,而是靠身份——神的儿女 
 

 接待耶穌   神的儿女 
 

 

 

  



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本事,不是靠
公德,而是靠身份——神的儿女 
 

 接待耶穌   神的儿女 
 

儿女可随时到父亲面前;神的儿女也
一样。 

3:12我们因信耶穌，就在他里面放
胆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有一个故事】 

从前中国有一个人，极想“得道成仙”
，不惜花费一切，上山下海去寻找。 

那时交通不方便，他克服一切困难，来
到西藏高原,爬上高山,進入喇嘛寺廟学
习。 

学了三年，发現这里的人，过分迷信，
缺乏智慧，就下山继续寻找。 



他来到東海岸，就上船飘洋去日本。在
那里住了几年，发現日本和尚不但有老
婆，而且吃大魚大肉。那里的民族性，
气量狹小，武士刀杀人不眨眼。虽然日
本人懂得一些汉字，卻找不到一个可以
交谈的士大夫。 



於是再航海到印度洋，发現泰国人勤于
烧香給巨大的偶像，沒有什么意义； 

於是转向文明古国印度。在印度几年，
发現那里的宗教把人分为四种阶级，永
无翻身之地，也很失望地离开。 

 



坐船回家的路上，有一天船上一位乘客
，在甲板上问他说：“我看你是一位很
有学问的中国人，为什么你天天从早到
晚，都好像是心事重重？” 



坐船回家的路上，有一天船上一位乘客
，在甲板上问他说：“我看你是一位很
有学问的中国人，为什么你天天从早到
晚，都好像是心事重重？” 

这位“寻仙问道”的学者回答说：我爬
上高山，進入西藏的喇嘛寺廟；下到海
里，远渡重洋，到了日本，又到泰国、
印度等地，希望能找到“人生真理”。
我花了半生力气，连一点珠絲马跡都沒
有，感到人生空虚。 

 



那位乘客对他说：“请你到我的房间来
一下，我有传家之宝，也许能帮助你找
到你想要得到的。 

 



那位乘客对他说：“请你到我的房间来
一下，我有传家之宝，也许能帮助你找
到你想要得到的。 

原来这乘客是一位西方宣教士，从他的
箱子拿出一本古老的圣经，翻到約翰福
音第一章，就朗读下面经文給他听： 

1:1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 
上帝。2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3万物是
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样不是
藉着他造的。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是人的光。 

 



这位求仙问道的学者,惊讶地叫起来说： 

“这就是我一生想要得到的宝貝。他在
哪里？” 

宣教士回答说：  



这位求仙问道的学者,惊讶地叫起来说： 

“这就是我一生想要得到的宝貝。他在
哪里？” 

宣教士回答说：  

“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名叫耶穌。” 

於是,宣教士请这位学者读兩処圣经：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1:14)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1:14)  

6耶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約翰福音14:6)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1:14)  

6耶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約翰福音14:6)  

这位寻道者读完了，激动地说： 

“我不需要再上山下海去寻找了。”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1:14)  

6耶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約翰福音14:6)  

这位寻道者读完了，激动地说： 

“我不需要再上山下海去寻找了。” 

“请问先生，我怎样能得到这道呢？” 

 

 



宣教士再请他读下面兩节经文。 

9你若口里認耶穌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9) 

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賜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約翰1:12) 



宣教士再请他读下面兩节经文。 

9你若口里認耶穌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9) 

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賜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約翰1:12) 

这位学者，在宣教士的帶領下，很慎重
地認罪悔改，接受耶穌的救恩。奇妙！
这位学者从此开始他另一个人生历史。
他完全奉献，忠心事奉主最后一口气。
.  

 



（這頁是傳福音用的） 

讲到这里，我们暫停一下。 

请问： 

今天这里，有沒有人还未信耶穌的？  

若是有，你愿意現在就来接待耶穌，
做神的儿女嗎？  

 



 

(回到本题)  
 

請問：有沒有人相信，我刚刚讲的这故
事，真有其人？  
 

 

 

 



 

(回到本题)  
 

請問：有沒有人相信，我刚刚讲的这故
事，真有其人？  
 

我知道一个人，很像这故事所讲的。 

 

 

 



章力生博士  1904-1996 



章力生博士： （1904-1996） 

江苏无锡人，从小就有才子之称。 

廿一岁(1925)在北京忝任大学教学，是最
年轻的教授，校长竟然来随班旁听。  



章力生前半生,精通儒学、佛学、道学。 



章力生前半生,精通儒学、佛学、道学。 

1949 去印度讲学途中，改道到印尼。在
一所印尼人的小教堂听道归主。 

 



章力生前半生,精通儒学、佛学、道学。 

1949 去印度讲学途中，改道到印尼。在
一所印尼人的小教堂听道归主。 

信主时53嵗，不久就去美国Gordon神学
院作老学生。三年后畢業，成为華人有
名的神学家。 著作很多，中文《系統神
学》二百多万字，是中国基督教界偉大
的貢獻。  

章先生很像我刚刚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
。 

 



同为后嗣 

是上帝奧秘的第一宝 

人人都有機会在基督里 

成为神的儿女 

黑白黃；男女老少  

富貴、貧窮 

 



 暂               停 



2. 同为一体  奥秘的第二宝 

在基督里，全人类同属一个群体。 

 



2. 同为一体  奥秘的第二宝 

在基督里，全人类同属一个群体。 

这世界一直不能和平共存,为什么？ 

 



2. 同为一体  奥秘的第二宝 

在基督里，全人类同属一个群体。 

这世界一直不能和平共存,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有许多民族、许多群体。 
生物学家说,为生存,群体彼此鬥爭; 

 



2. 同为一体  奥秘的第二宝 

在基督里，全人类同属一个群体。 

这世界一直不能和平共存,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有许多民族、许多群体。 
生物学家说,为生存,群体彼此鬥爭; 

但宗教家说,不是为生存,而是貪心,強
的吞吃弱的,战爭就綿綿不断。 

 



2. 同为一体  奥秘的第二宝 

在基督里，全人类同属一个群体。 

这世界一直不能和平共存,为什么？ 

因为这世界有许多民族、许多群体。 
生物学家说,为生存,群体彼此鬥爭; 

但宗教家说,不是为生存,而是貪心,強
的吞吃弱的,战爭就綿綿不断。 

貪心是人的本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虽然有联合国維持世界和平,但是地球
上天天还是有战争。看今天的中东。 

 



人类的盼望 
好在有一天这世界要在基督耶穌里  

“同为一体” 

 

 

 

   



人类的盼望 
好在有一天这世界要在基督耶穌里  

“同为一体”  

圣经启示录说,有一天,耶稣要从天上
回来.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要联合成为
一个群体,一起敬拜他,一片和平,不再
有战爭.这是基督(教)給人类的盼望。 

圣经(神的话)这样说,一定会这样实现。 

一体就是团结;团结就有力量.举个例: 

 

   



 

团结的力量 

2008北京世界奧运会結束时,華人都很
兴奋,因中国得到100个奖牌,其中51个是
金牌. 

北京世界奧运会 2008 结果 

   金牌 銀牌 銅牌 牌数 

中国 51 21 28 100 

美国 36 38 36 110 



中国人拿到这样多的獎牌，让我感
到兴奋与光榮，甚至难以相信。因
为我做学生的时代，中国人未曾拿
过金牌，被西洋人稱为東亞病夫，
我门都感到羞耻。 

 

   



中国人拿到这样多的獎牌，让我感
到兴奋与光榮，甚至难以相信。因
为我做学生的时代，中国人未曾拿
过金牌，被西洋人稱为東亞病夫，
我门都感到羞耻。 

当一个民族團結起来，注重培養人
才的时候，那个民族的潛在力，就
会发揮出来，就有光榮的历史写下
来。历史已为我们证明了。 

 

   



对教会説，道理一样；教会團結，注
重培養人才，教会一定复兴。 



对教会説，道理一样；教会團結，注
重培養人才，教会一定复兴。 

2006年到现在，我所事奉的教会,每周
有五次晨祷读经会。目的为教会守望
，同时培養天国人才。多年来,这晨祷
读经会培养了许多祷告与事奉的天国
人才,也为教会带来了属灵的力量。 

每个教会都要培養自己的人才，牧人
领导羊群,一起祷告,研读圣经，一起
培养基督徒品格，使教会有光榮的历
史记在天上。 

 

   



3. 同蒙应许  奥秘的第三宝 

即全人类要在基督里,同蒙赐福(应许) 

 



3. 同蒙应许  奥秘的第三宝 

即全人类要在基督里,同蒙赐福(应许) 

(神給人的应许很多,都記在圣经上) 

第一同蒙应许(赐福)——凡接待耶穌
的,都要作神的儿女,即“同为后嗣” 

 



3. 同蒙应许  奥秘的第三宝 

即全人类要在基督里,同蒙赐福(应许) 

(神給人的应许很多,都記在圣经上) 

第一同蒙应许(赐福)——凡接待耶穌
的,都要作神的儿女,即“同为后嗣” 

最后同蒙应许(赐福)——神的儿女们
，都要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就是
天人合一。  

 



在头尾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应许，
只要我们愿意追求屬灵的赐福，都可
得到。 

 

   



在头尾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应许，
只要我们愿意追求屬灵的赐福，都可
得到。 

每一个赐福(应许)都是結果。有果必
有因。好比： 

詩篇33:12 以耶和華为神的，那国是有
福的！  (因:以耶和華为神) 

詩33:18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 

顺从神的人,都能从神兑现,数不清的
应许(赐福)。 

 

   



二.如何回应上帝的奧秘？ 

我们的神,天天不停地呼召世人做他的
儿女,进入父神的家,成为一体.保罗说
,这是奧秘,从前无人知道。 



二.如何回应上帝的奧秘？ 

我们的神,天天不停地呼召世人做他的
儿女,进入父神的家,成为一体.保罗说
,这是奧秘,从前无人知道。 

我们被召作神的儿女,是神的恩典.我
们应当知恩报恩。 

最好的报恩就是,恩主要我做什么,我
就做什么. 

恩主要我做什么呢? 就是保罗为我们
所祈求的。再读这段经文就知道。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6求他按着

他丰盛的榮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
心里的力量(1:19)刚強起来。17使基督因
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
愛心有根有基，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
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长阔高深！…  
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1:19)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21但愿(盼望)他在教会中…得着榮耀直
到…永永远远。 

 



在监牢里,保罗跪在神面前,为以弗所
的弟兄姐妹祈求(也是为我们祈求)。 

祈求什麽？ 

 

   



在监牢里,保罗跪在神面前,为以弗所
的弟兄姐妹祈求(也是为我们祈求)。 

祈求什麽？ 

祈求我们活出 信、望、愛 

 

(分述如下) 

 

   



1.信---16求神…藉著他的灵,叫你们心里
的力量剛強起来,17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愛心有根有基 

什么叫做信? 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据。 

信什么? 信耶稣的救恩,神的同在,信
徒要行善(秉公行义,创18:19)… 

但信心有大小.主耶稣常说,信心大能
移山,能赶鬼;信心小没有用.这里信的
程度是,信到16…心里的力量剛強起来
17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16,17两节的因果关系,示之如下:   

顺从圣灵 → 内心刚强 → 信心就充足 

    信心充足 → 基督就住在心里 

   基督内住→愛心就有根有基 

换个方式说,当我们顺服里面圣灵的感
动,我们的信心就刚强起来(即内在生
命强壮),就愿意把心中的宝座让基督
坐,让基督掌管我的一切.这就是基督
住在心里。(同义词:约一3:24 上帝住
在我们里面.) 

 

   



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 

圣灵住在心里与基督住在心里，两者
有何不同？ 

分述如下:  

 

 

   



a.什么叫做圣灵住在心里？ 

圣经说,当一个人信耶稣了(悔改重生了),

圣灵就住进信徒的心里（林前6:19,12:7

等）保护他,引导他明白是非,时刻提
醒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犯罪,对人
要有爱心,不要亏欠人等等。列举三处
有关圣灵的经文如下: 



a.什么叫做圣灵住在心里？ 

圣经说,当一个人信耶稣了(悔改重生了),

圣灵就住进信徒的心里（林前6:19,12:7

等）保护他,引导他明白是非,时刻提
醒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犯罪,对人
要有爱心,不要亏欠人等等。列举三处
有关圣灵的经文如下: 

19豈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 
這圣灵是从神而來,住在你们裡头的… 
20因为你们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
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6:19-20) 



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這不随从肉体 
(犯罪),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8:4) 

7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林前12:7) 

小结：圣灵与重生关系 

•重生的人,里面有圣灵。(林前6:19) 

•重生的人,一定是順从圣灵的人(罗8:4) 

•圣灵在我们内心引导我们重生,过基督
徒生活。(约16,林前12)  
 

 



b.什么叫做“使基督住在心里”？ 

前面已讲过,我们信心足,基督就会住
在心里.基督住在心里,不是空洞的理
论,而是实际的生命表现.例如: 

当一个人初次与你见面,就看出你是基
督徒,你就是有基督住在心里了。 

所以,我们要天天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不是星期天才让基督住进来。 

    



2.愛--- 16求他…藉著他的灵,叫你们心
裡的力量剛強起來。17使基督,因你们
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愛心有
根有基,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
的愛是何等长阔高深!  19並知道這爱
是过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
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20神能照著运行在我们心裡(中间)的大
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教会的工作),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爱的经文长,因爱最重要.) 

      



信产生爱.爱产生力量.爱有基督作根
基,就有足够力量办好许多神国大事. 

什么叫做“愛心有根有基”?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by Christ) 

1.基督的愛做基础--我们的愛心就不
会动搖(不受环境影响). 

2.基督的愛做根—根会长枝干,叶子.
根在土里看不見,枝叶看得見.愛看
不見,愛心所做的事看得見.如耶穌
说:你们若彼此相愛,众人就认出你
们是我的門徒.爱有行动才有意义. 

 

 

   



基督的愛是何等长濶高深！能用尺量
嗎？不能,要用心量。 

当我们开始用基督的愛去愛衆人时,日
子久了,我们就能体会基督的愛是多么
偉大!因为爱众人是何等不容易的事. 

什么叫做基督的爱 ? 
4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
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林前13章） 

 

   



心有基督的愛,我们就能与弟兄姐妹
一起同心事奉. 

能一起同心事奉,我们才能了解基督
的愛是何等长阔高深！ 

（反过来说,心沒有基督的愛,人就很
难与别人同心事奉,也很难了解基督
的爱.）  

 

 

   



这大段爱的经文,主要在鼓励我们,说: 

顺服圣灵,我们就会从圣灵得到力量,
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就能让基督和基督
的爱充满我们,并引领我们在教会,效
法基督与大家同心事奉;这样团结所产
生的力量,就能把教会所有的事都做好
,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3:20) 

 

 

   



3.望-- 21但愿他在教会中,並在基督耶穌
里,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3.望-- 21但愿他在教会中,並在基督耶穌
里,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但愿就是盼望. 保罗讲完信与愛,最后
加上盼望：盼望上帝在教会中得着榮
耀,直到永远。 

上帝如何在教会中得着榮耀直到永远? 

 

   



3.望-- 21但愿他在教会中,並在基督耶穌
里,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但愿就是盼望. 保罗讲完信与愛,最后
加上盼望：盼望上帝在教会中得着榮
耀,直到永远。 

上帝如何在教会中得着榮耀直到永远? 

1.今世---弟兄姐妹都爱主,爱人,合一
,各人按恩赐事奉,在事奉中建立自己,
建立教会,使基督的教会成为圣洁荣耀
的教会.这样,神就在教会中得着荣耀. 



2.来世---千年国度 

有一天,主耶稣要驾云降临,回到地上
建立基督的国度.那时,有史以来的众
教会,都要随主耶稣进入基督的国,在
那里与上帝同得荣耀,直到永远。 

所以,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就是盼
望主耶稣再来,与神同得荣耀. 

 

 

   



   真善美的信望爱生活 (本段简8重写) 

基督的救恩是基督教的中心信仰.我们
若把基督的救恩比喻为一个人的骨架,
那么包围骨架的皮肉就是信望愛.皮肉
若完美,证明骨架(信仰)一定健康. 

信:即信仰真理.  信→真 
爱:即博爱善良.  爱→善 
望:即期望美好.  望→美 

可见,凡以基督的信望爱过生活的,都是
活在真善美里.这证明了基督徒的信仰,
是既完美又健康,而且还有永生. 

 

   



西方人自从文艺复兴及十七世纪的
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离开基督的信仰
去自我追求真善美的生活,结果是战
争一个接一个,最后引起两次世界大
战.可见在基督以外没有真善美. 

信仰基督,过信望愛的生活,就是过
真善美的生活.  



上帝的奥秘,又称基督的奥秘,也称
福音的奥秘; 这奥秘要求我们透过
信望爱的实际生活,把基督的救恩,
就是福音.传遍全球,使全人类都有
机会做上帝的儿女,享受上帝的丰富
,而且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共享天人合
一的喜乐与荣耀,直到永远。 

阿门！ 

 

 

   



祝你 平安 



. 

 

   



  
【亞虎一新聞】“蛇與人”——2012-8-12日 

在尼珀爾的一個稻田裏,一個55嵗名叫 Miya 
的農夫,被一條眼睛蛇咬到了,他去追那蛇,把
蛇抓在手上,用牙齒咬蛇,一直咬到蛇死，然後
去農村醫療所求醫,生命保住。路透社記者問
他,你為什麽不用別的方法把蛇打死？他回答
說,我本來可以用棍子打死的,當時我太生氣了
,所以一直咬牠,咬到牠死了.（有人說，被毒
蛇咬了,若把蛇咬死,就能保命？） 

當撒旦來試探時,最好的對策是——逃開。  

當撒旦咬到你了(使你犯罪了),要把撒旦咬死,
救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