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 Ephesians 1:3-14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
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
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
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 



以弗所 Ephesians 1:3-14 

6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
典是祂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
恩典． 

8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
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
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以弗所 Ephesians 1:3-14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祂裡面得了基業、這原
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
祂旨意所預定的． 

12 叫祂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
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以弗所 Ephesians 1:3-14 

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
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祂、就受了所
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
業的憑據、直等到神 
之民被贖、使祂的榮
耀得著稱讚。 



引言：一個啟示性的頌讚 

Ω讚美再讚美 Praise upon praise 

1.聖父計劃救恩  

  Salvation planned by Holy Father (1:3-6) 

Introduction : An Enlightening Praise 

 1:6“使祂榮耀的恩
典得著稱讚…” 
1:6 “to the praise of the 

glory of His grace…” 
 



引言：一個啟示性的頌讚 
Ω讚美再讚美 Praise upon praise 

1.聖父計劃救恩  

2.聖子完成救恩 

1:12 叫祂的榮耀…可以得著稱讚。 
 1:12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Salvation fulfilled 

through Holy Son 

(1:7-12) 



引言：一個啟示性的頌讚 
Ω讚美再讚美 Praise upon praise 

1.聖父計劃救恩  
2.聖子完成救恩 

3.聖靈保證救恩 

 1:14…使祂的榮 
    耀得著稱讚  

Salvation guaranteed 
by Holy Spirit (1:13-14) 

 1:14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Ω福份再福份 Blessing upon blessing 
 

引言：一個啟示性的頌讚 

一.得蒙揀選 Chose us (1:4) 

二.得兒子的名份 Adopted us as sons (1:5) 

三.得救贖與赦免 Redeemed and forgave us (1:7) 

四.得知神的奧秘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1:8-10) 

五.得基業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1:11) 

六.得印記 Sealed (1:13) 

七.得憑據 Guarantee (1:14) 

聖
父 

聖
子 

聖
靈 



Ω全在基督裡 All in Christ (1:1,3,4,6,7,10,11,12) 

 

引言：一個啟示性的頌讚 

 藉著耶穌神將天上各樣的屬靈 
  福份賜給我們 God has blessed us with 

by giving us Jesus 

 接受耶穌就領受所有的福份 
We have accepted Jesus and received the  

blessings.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Ω全在基督裡 All in Christ (1:1,3,4,6,7,10,11,12) 

 
 

引言：一個啟示性的頌讚 

 在基督裡活出有榮耀福份的生活 
We have entered into Jesus to live out a life  

of these glorious blessings. 

 向人介紹耶穌，邀請他們來領 
  受這些極豐盛的福份 

We invite people to receive these greatest  

blessings by introducing Jesus to them. 



三. 神救贖和赦免我們 

Ω以弗所 Ephesians 1:7  

God Redeemed and Forgave Us 

我們藉這愛子的
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
恩典． 



1.藉著耶穌的寶血 Through His blood 

三. 神救贖和赦免我們 

希伯來 Hebrews 10:10-11  

10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
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
以成聖。 

11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屢
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
永不能除罪。 



三. 神救贖和赦免我們 
2.救贖  Redemption 

付錢買下 Buy with a price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6:20  

因為你們是
重價買來
的．所以要
在你們的身
子上榮耀神。 



加拉太 Galatians 3:13  
 

 

三. 神救贖和赦免我們 
2.救贖  Redemption 

 付錢買下 Buy with a price 

 買下且保存 Buy and keep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
詛、就贖出我們脫離
律法的咒詛．因為經
上記著、『凡掛在木
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約翰 John 19:30  
 

 

三. 神救贖和赦免我們 
2.救贖  Redemption 

 釋放或付贖金 Set free or Rescue by ransom 

路加 Luke 21:28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
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完全付清 Paid in full 

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
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約翰壹書 1 John 1:9  

 
 

三. 神救贖和赦免我們 
3.赦免—救贖的果子 

Forgiveness, a fruit of redemption 

過去，現在，將來都有效 
Unlimited with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Ω以弗所 Ephesians 1:8-10  

God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8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
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
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對真理完整的認識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1.用諸般智慧聰明 With all wisdom and insight 

 智慧 Wisdom (Sophia) 

 最珍貴之事的知識 

knowledge of the most precious things 

 屬地與屬天之知識 

knowledge of things both human and divine 

comprehension of the big picture, grand  

concepts ultimate truths 



在基督裡有完全的平衡和正確的洞 

 察力       Complete balance and right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1.用諸般智慧聰明 With all wisdom and insight 

 智慧 Wisdom (Sophia) 

 聰明 Insight 

 人間事物的知識 
knowledge of human affairs 

 實際處理問題的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things which concern us 

perspective through Jesus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2.神旨意的奧秘  Mystery of God’s Will 

 奧秘=過去隱藏的秘密，現已揭開 
Mystery = something that was previously kept  

secret and is now revealed 

 救恩 Salvation 

 救恩臨到外邦人 Salvation to gentiles 

 得救本於恩 Salvation by grace 

All history has been working out God’s plan 

 歷史的發展照著神的計劃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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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頭—巴比倫帝國(西

元前 625～539)    但二37～38 
 
 銀胸和銀臂—瑪代
波斯帝國（西元前539～331） 

但二39a，五28, 31 

銅腹和銅腰—希臘
帝國（西元前331～146） 

但二39b，八7，20-21） 
 

鐵腿—羅馬帝國
（西羅馬：西元前146～西
元476；東羅馬：西元330～
西元1453）但二40，九26 

半鐵半泥腳和腳趾
（主再來之前）但二41-43 

 



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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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手鑿出的石頭—再來的基督 



七十個七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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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49年） ６２×７（434年） １×７（7年） 

9:24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 

9:25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9:26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 

    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 

9:27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和供獻止息。那 

    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倒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祭
祀
和
供
獻
止
息 

336

希
臘
打
敗
瑪
代
波
斯 

安
提
阿
哥
四
世 

以
比
凡
尼 

猶
大
馬
克
比
家
族 

27

羅
馬
帝
國
吞
滅
希
臘 

70

提
多
太
子
焚
毀
聖
殿 

西
元
前
後 

六十九個七 最後一個七 

那
行
毀
壞
可
憎
的
站
在
聖
地
上 
 

受
膏
君 



Ω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4:1-2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1 人應當以我們
為基督的執事、
為神奧秘事的
管家 

2 所求於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3.全為耶穌 Purposed in Christ 

 以弗所 Ephesians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
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 gather together in one all things in 

Christ, both which are in heaven and which 

are on earth – in Him.” NKJV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3.全為耶穌 Purposed in Christ 

“… the summing up of all things in Christ, things in 

the heavens and things on the earth.” NASB 

30 30 
Not 30 30 57 117 

But 117 30 30 57 

57 



四.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3.全為耶穌 Purposed in Christ 

Ω歌羅西 Colossians 1:17-20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18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

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
首位。 

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 
20 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

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地上
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五.神叫我們得(作成)基業 

Ω以弗所 Ephesians 1:11  

We Have Obtained (Become) an Inheritance 

我們也在祂裡面
得了基業〔或作

成〕這原是那位
隨己意行作萬事
的、照著祂旨意
所預定的． 



五.神叫我們得(作成)基業 
1.得基業 Obtain an Inheritance 

 所有接受耶穌基督的都已得著 
  天上各樣屬靈福氣     All who have 

accepted Jesus have obtained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五.神叫我們得(作成)基業 
2.作成基業 Become an Inheritance 

 所有接受耶穌基督的，都已成 
  為耶穌基督的產業 All who have accepted  

                   Jesus have become an inheritance to Jesus 
 詩篇 Psalms 2:7-8  

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
華曾對我說、是我的兒子、我
今日生你。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
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五.神使我們得(作成)基業 
3.首先在基督裡的 First trusted in Christ 

 以弗所  Ephesians 1:12  

叫祂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
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有盼望 Have hope 

 有責任 Have responsibility 

 有好的見證 Have good testimonies 



六.神使我們得印記 

Ω以弗所 Ephesians 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
的道、就是那叫
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
然信祂、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
印記． 

We are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六.神使我們得印記 
1.印記 = 完成 Sealed = Finished 

Ω聖靈的印記 = 已完成，無法變更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 a completed irreversible 

transaction, finished, signed, sealed and delivered 

 約翰 John 17:4 



六.神使我們得印記 
2.印記 = 擁有  Sealed = Owned 

Ω聖靈的印記 = 耶穌的產業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 Property of Jesus 

 提後 2 Timothy 2:19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
住了．上面有這印記
說、主認識誰是祂的
人． 



六.神使我們得印記 
3.印記 = 保護 Sealed = Protected/Preservation 

Ω聖靈的印記 = 神的保護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 Protection of God 

 以弗所 Ephesians 4:30 

不要叫神的聖靈
擔憂．你們原是
受了祂的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
來到。 



六.神使我們得印記 
4.印記 = 真實的  Sealed = Authentic 

Ω聖靈的印記 = 真實的證據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 Evidence of authenticity 

 約翰  John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
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
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 



七.神使我們得憑據 
A Deposit Guaranteeing the Inheritance 

Ω以弗所 Ephesians 1:14 
這聖靈、是我們
得基業的憑據、
〔原文作質〕直等
到神之民〔民原文

作產業〕被贖、使
祂的榮耀得著稱
讚。 



七.神使我們得憑據 
A Deposit Guaranteeing the Inheritance 

Ω林後 2 Corinthians 1:20-21 

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
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
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21 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
且膏我們的、就是神． 

22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
我們心裡作憑據。 



七.神使我們得憑據 
1.聖靈是神應許的確據和明證 

The Holy Spirit is the evidence and proof of God’s promise 

2.聖靈是神應許實現的預付The Holy Spirit is a 

down payment to guarantee the delivery of God’s promise 

3.聖靈在每一個信徒裡 
The Holy Spirit is in every believer 

4.我們,你們 => 我們 =>基督的身體 

we, you  =>  We  =>  The body of Christ 



The Blessings in Christ 
 

基督裡的七福份 

一.得蒙揀選 Chose us (1:4) 

二.得兒子的名份 Adopted us as sons (1:5) 

三.得救贖與赦免 Redeemed and forgave us (1:7) 

四.得知神的奧秘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1:8-10) 

五.得基業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1:11) 

六.得印記 Sealed (1:13) 

七.得憑據 Guarante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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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無盡的恩典 

羅馬書 Romans 3:21-24  

Conclusion: Grace Upon Grace 

Ω榮耀的恩典  The glory of His grace (1:6,12,14) 

Ω豐富的恩典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1:7) 

21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
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
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結論：無盡的恩典 

羅馬書 Romans 3:21-24  

Conclusion: Grace Upon Grace 

Ω榮耀的恩典  The glory of His grace (1:6,12,14) 

Ω豐富的恩典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1:7) 

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 

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
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