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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
样属灵的福气：4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读经 样属灵的福气：4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
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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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7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8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8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9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

切所有的都在基 面同归于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11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意
12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 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属灵的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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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长乐牧师 2019.01.06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新年快乐！
今天又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圣经上说我们理当把初熟的果子来献给神，

初熟的果子是宝贵的，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感谢主 我们今天可以把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来献给神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把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来献给神，

相信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当中都要蒙恩。

在新年期间有许多百货公司都会推出福袋的活动，吸引人到百货公司来买东西。在新年期间有许多百货公司都会推出福袋的活动，吸引人到百货公司来买东西。
为了讲这个题目，我特别问了在百货公司工作过的姐妹，福袋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她说通常福袋里面的东西都还不错，而且比平常便宜很多，
出清存货但这也是百货公司出清存货的方式之一，譬如说有些东西还在期限之内，

但是它仓库里还很多，所以就用很便宜的价格来装成福袋，它可以换成现金。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有一个属灵的福袋，我们每 个基督徒都已经有 个属灵的福袋，

里面所装的都是神所赐给每一个信主的人各样的福气。
圣经上形容这些福气是永恒的、是天上的、是属灵的；

那就相对了那个地上的、属物质的、还有短暂的福气，
而且这些福气都是天父上帝透过了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的。

今天我们所读的 很长 但是在希腊文只有 个句子今天我们所读的弗一3-14，很长，但是在希腊文只有一个句子。
使徒保罗好像不晓得怎么断句子，
他从一个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天父上帝来开始，他从 个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天父上帝来开始，

他颂赞的内容，就是神各样属灵的福气和恩典。

他好像我在跟某人讲一件好消息，好像我跟他说：
「我告诉你喔，百货有卖很便宜的西装、领带」，
后来我又想到说： 「你太太的大衣很便宜，皮鞋也都很便宜」，

然后我更告诉他让他心碎的消息 就是：然后我更告诉他让他心碎的消息，就是：
「噢，对了！那个进口皮包都特价！」



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跟福气，好像说我先告诉你：
「神给我们这些这些福气」，中间突然又想起来告诉你说：「神给我们这些这些福气」，中间突然又想起来告诉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你这些福气吗？是因为他要把更大的恩典要来赐给你，

这些恩典可以使你改变，你得到了这些恩典以后，又可以得到这些福气。」
好像使徒保罗在这里有点喘不过过气来一样。

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当思相神的福气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热情跟冲动？
很可惜 我们常常很多的时间想上帝给我多少地上的福气很可惜，我们常常很多的时间想上帝给我多少地上的福气，

但是我们又很贪心，总觉得上帝给的不够，而且我们会跟别人比较，
为什么上帝给他的比较多？所以常常感恩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冷漠，为什么上帝给他的比较多？所以常常感恩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冷漠，

我们挤尽了脑汁想不出几句话，来颂赞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基督徒应该多思想在天上的事情，多思想那永恒的祝福，
我们的嘴就可以成为一个颂赞神的儿女。
因为那些福气是自从你信主以后就给你，并且恩上加恩的给你，

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而改变 它是上帝给你那永恒的祝福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而改变，它是上帝给你那永恒的祝福。
我们首先来思想这个属灵福袋的内容是什么…

一、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我们真的承认这是一个奥秘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真的承认这是 个奥秘，

但是约翰․加尔文也说：「拣选」是一切福气的基础和 根本的原因，
没有拣选就没有上帝的恩典。拣选和预定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

人都是去选好的，人都是选美丽的。
但是我们上帝的拣选却跟人的拣选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说：

我今天为了贪便宜 到特价商场买东西 一群的烂苹果我今天为了贪便宜，到特价商场买东西，一群的烂苹果
在那个地方，我要从这一群烂苹果当中选出几个苹果来，
如果是我去选，还是要选那个烂苹果里面好一点的苹果。

但是我们的上帝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不仅拣选我们，而且愿意花很贵重的代价来拣选我们。

我买东西是杀价高手的，如果我去买一堆的烂苹果，
我就杀到他头破血流然后通通都要。

但是神拣选我们不是这样的 神说：这些苹果虽然不好但是神拣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说：这些苹果虽然不好，
可是我愿意用最好的价钱来买，好到一个地步—愿意牺牲我的生命来买。

在台湾有一个医生他每一年都到青海玉树去做短宣，有一年他要去的时候，
他的同事就托他说：「我听说青海玉树有很多冬虫夏草，他的同事就托他说：「我听说青海玉树有很多冬虫夏草，

听说那个是对健康很有帮助，请你帮我去买一些来。」
所以他就去那边做短宣，也探访一些非常穷苦的家庭，

当他看到一个穷苦的家庭的时候 他怜悯的心就生出来当他看到一个穷苦的家庭的时候，他怜悯的心就生出来。
在那边所有的小孩或者是大人都会上山去找冬虫夏草，有人有经验有体力，

他就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可是那些小孩子后来去拣，
次级品一方面没经验一方面抢不过大人，所以只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次级品。

我们教会这位医生觉得上帝的爱感动他，除了带下医疗，他也愿意帮助
这个贫苦的家庭。他就问这个孩子说：「你们家有冬虫夏草吗？」这个贫苦的家庭。他就问这个孩子说：「你们家有冬虫夏草吗？」
他知道他有的，这个小孩子知道这个医生这么有爱心，

可是他的冬虫夏草都是次级品，他就跟他说：「你不要跟我买，我的东西
都是次级品 你要买的话可以去某某家买 他们家的都是很好的 」都是次级品，你要买的话可以去某某家买，他们家的都是很好的。」

可是我们的弟兄说：「我就是要跟你买。我知道你的是次级品，
可是我看见了你的孝心。上帝感动我爱你们的家，我用上等品的价钱

来买你的次等品 我会 诉我的 事 这就 次级来买你的次等品。我会告诉我的同事，这就是次级品，
但是这个次级品里面充满了爱。」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拣选。

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是神却用 宝贵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买赎我们，
你我也因为上帝爱的缘故而显为尊贵你我也因为上帝爱的缘故而显为尊贵。

神拣选我们让我们从污秽变为圣洁，
成为一个好像在旧约的时代可以献给上帝，

那个没有瑕疵的祭物一样。
当然神也给我们新的力量，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
罗马书第 章里面说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
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耶稣基督称他们为义了。

今天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许因为我们过去做错事今天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许因为我们过去做错事、
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外表而瞧不起我们，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瑕疵的、是荣美的。

这是福袋里面所装的第一个宝贝。
你我都已经被拣选 而且是重价所买赎回来你我都已经被拣选，而且是重价所买赎回来，

让我们能够活出尊贵荣耀的生命。



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神儿子的名份。

在属灵上来说 我们每 个人其实都是亚当的后裔 都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在属灵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亚当的后裔，都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
不论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意志，甚至我们的行为，

我们都犯了罪，而且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死在罪 过犯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他却将新的生命来赐给信靠他的人，

约翰福音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圣灵 我们 心同 我们是神 儿女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此我们称神为阿爸父。

我好久没有写信了 昨天因为上了一个宣教课写了一封信 我写：我好久没有写信了，昨天因为上了 个宣教课写了 封信，我写：
「亲爱的阿爸天父」，心里面就一阵温暖，我地上的父亲离开我二十几年了，

但是我慈爱的阿爸天父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当我写完了那一封信以后，
下面要怎么写呢？我就写：「儿长乐」。你会觉得肉麻吗？

当你信主以后，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亲蜜，有名份，有信心。
虽然纸长情短 般人是纸短情长 我们写不出来 只好纸长情短虽然纸长情短，一般人是纸短情长，我们写不出来，只好纸长情短，

但是心里面的那个温暖，是难以形容的。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件事。
在我服事的这几十年里面 我曾经帮助了几个孩子在我服事的这几十年里面，我曾经帮助了几个孩子，

他们的原生家庭不要他们了，
或者他们的母亲做了羞耻的事情，，

他们本来是弃婴的，
但是教会里面非常好的家庭去收养了他们，视他们为亲生的，

我亲眼看见他们活在 个何等蒙福的环境里面我亲眼看见他们活在一个何等蒙福的环境里面。

他们本来是悲惨的，没有盼望的，
但是如今他们成为另外一个人家的儿女 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但是如今他们成为另外一个人家的儿女，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

这也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一样：
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一个何等的转变！

每一次你背主祷文的时候，我巴不得你都能够被提醒：
我是神的儿女 我有 个不同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三、圣灵也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里讲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神的产业这里讲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神的产业。

不仅成为神的产业，是成为神的珍宝，甚至是传家宝。
我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

没有一个人随便可以把我的传家宝拿走的，
圣灵就赐下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自己为宝贵，

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

这边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个人去买房子付了头期款，
虽然我的钱还没有付清，但是我付了头期款以后就可以住进去啦！虽然我的钱还没有付清，但是我付了头期款以后就可以住进去啦！

我付了头期款就是保证说后面一定有人付的，
因为后面有一个人担保啊，我付不起我的保人会替我付啊！

我们的保人就是天父上帝啊！
他说「你是我的宝贝！」
现在虽然还有一些你需要成长挣扎的部分现在虽然还有 些你需要成长挣扎的部分，

但是那永恒的救赎，保证是属于你的，我向你来担保。

四、在福袋的里面让我们有一种「智慧」，
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看清每一件事情的核心，知道那个真相在哪里，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看清每 件事情的核心，知道那个真相在哪里，

一方面又可以看清永恒的真理，又能够解决我们每时每刻遇见的问题。

基督徒应该都是一群有天上来的智慧的人，
这种智慧是因为神启示了他对于人生的目标和宗旨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知道世界的终局在哪里
我们知道谁掌管这个世界 为此我们有 份笃定跟信心我们知道谁掌管这个世界，为此我们有一份笃定跟信心

圣诞节前有16位弟兄姊妹受洗，有一位姊妹就跟我分享，她说：
我以前非常会抱怨 而且会乱发脾气 觉得愤愤不平 全世界都欠我的我以前非常会抱怨，而且会乱发脾气，觉得愤愤不平，全世界都欠我的。
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信主以后，上帝就带领我用另外一种的眼光来看事情，

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我就发现说我可以感恩、可以赞美，
我甚至可以不发怨言，而且可以有正面的想法—

这是神给她的那个属天的智慧，就像 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知道没有 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偶然的 因此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环境中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偶然的，因此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环境中

找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以及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所给我们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有很多人期望今年会更好，但事实上呢，恐怕希望不大，有很多人期望今年会更好，但事实上呢，恐怕希望不大，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个世界会趋向于最大乱度，

不管是天气、经济、政治，甚至我们
对自己、别人，还有跟神之间的关系，

除非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为他而被造除非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为他而被造，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个中保。

当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数算属灵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当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数算属灵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
我们才有力量胜过环境的恶劣，才不会因为

人生短暂的、世上的福气的得失，而在那里埋怨上帝。

使徒保罗写这封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
按照我们的逻辑，服事上帝，上帝应该好好待他，

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却可以发出这样的颂赞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却可以发出这样的颂赞，
乃是他对那个属灵的福气有这样确实的把握。

在这短短的的14节圣经里面，总共有11次出现了「在基督里」，
弟兄姐妹 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活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活在基督的里面。

4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也要劝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6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12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他的新生命，而且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
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给你一切属灵的福气。

不要再指望在这个世界中能够给你什么永远的福分不要再指望在这个世界中能够给你什么永远的福分，
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要倚靠他。我 也要倚靠他。
 后所有的破碎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医治和整全，并且要归于耶稣。

这是一个神荣耀的福音，显明了上帝的智慧，神的慈爱和丰富。
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今年也能够得着。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是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
是你永恒计画的 部份是你永恒计画的一部份。

有一首诗歌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们为新的一年献上祷告，真是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 为新的 年献 祷 ，真 祝福我 亲爱 弟兄姊妹，

身体健壮、灵魂兴盛。
 但是我们更求主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思想天上的事，

以致我们常常能够将颂赞感谢都归给你以致我们常常能够将颂赞感谢都归给你。
 也保守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奉主的名祝福他们，

这是他们蒙福蒙恩的一年，这是他们蒙福蒙恩的 年，
并且在主里得到一切属灵的丰盛，展开新的人生。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