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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弗

1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2谅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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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谅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3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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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秘。

5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6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得以同为后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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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因信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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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预约永恒的荣耀
以弗所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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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京住院前二周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是令和的第一个主日，

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够经历一次政权的转移，

迎接新的世代、朝代，

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

「预约永恒的荣耀」

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主很长的 段时间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主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依然会陷入两个很严重的迷思，

信主以后1.我们信主以后，有主的保守，就应该一切顺利、

无灾无病，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信 摇 信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甚至怀疑自己的信仰
2.我们信主归信主，但是花太多的心思

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追求名利成就，

我们忽略了要追求永恒的事情。

追求到了、也不好好聚会；追求不到，就怨天尤人。



林前十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过去靠着耶稣基督，
在今生有指望 那你比世人更可怜在今生有指望、那你比世人更可怜。

世界上的人为了要得到成功名利财富，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却因为有主的道在里面 不能做也不敢作 …我们却因为有主的道在里面，不能做也不敢作。…

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

也要常常祈求属灵 永恒的事情也要常常祈求属灵、永恒的事情。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复活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

保罗蒙了神的恩典、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受了许多的苦，

但他自己没有一点灰心丧胆 虽然被关在监牢里但他自己没有一点灰心丧胆，虽然被关在监牢里，

但他的心灵、祷告是自由奔放的，

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受苦的过程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受苦的过程，

是使他和众弟兄姊妹一起得到永恒荣耀的必经之路。

我今天分三方面跟大家分享：

一、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苦难
人生在世界上无论好坏，受苦都是难免的，

你不要去听信一个不会受苦的福音你不要去听信 个不会受苦的福音，

那是一种成功神学，

从来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从来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

应该在主的里面有一个信心：

就算我遇见苦难 我们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算我遇见苦难，我们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主赐给我们在苦难里所需要的恩典、力量。

受苦一向是件很复杂的事情，

1.有时我们会为着自己的罪而受苦，

因此当为这样的是受苦，我们应该要悔改。

2.有时我们会为着别人的罪而受苦。

比如有个孩子生长在不负责任双亲的家里，

生长过程比一般人辛苦很多。

3.有时我们会因为大环境而受苦。

如果生长的环境是有战争、地震、饥荒，

我们一起受苦，这是圣经当中，最看中的一种受苦，

就是因着为主作见证、行善而受苦。
圣经说这种受苦是效法耶稣的榜样，

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做主门徒最精髓的地方。

因为知道这样的受苦是有意义的，

一方面塑造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而且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

可以享受将来永远的荣耀。

因此在这样受苦的当中，

我们不但不忧愁，而且可以欢喜快乐。

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正关在监牢里，

他对以弗所有三年的侍奉，他非常爱以弗所的教会，

正因为他爱教会，当他被关的时候，

他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为以弗所的信徒担心。

「传福音的使徒居然被关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使徒被关了，对我们是何等丢脸的事情？」



有的基督徒很有成就，我们会以他为荣；

因着受委屈甚至被冤枉了 我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因着受委屈甚至被冤枉了，我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使徒保罗鼓励他们，不要因为他被关而觉得羞耻，

因为这反而是他们的荣耀因为这反而是他们的荣耀。

使徒保罗看重他自己的职分，影响了他的一生、

影响了他和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了他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世人的眼中也许他是囚犯，

但在耶稣基督里 属灵的生命和丰富但在耶稣基督里，属灵的生命和丰富，

比外在的环境更重要，

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被关的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被关的。

法老王权高位重，但遇到国家饥荒时他去寻求谁呢？

他去寻求被关在监牢里十三年的约瑟–他去寻求被关在监牢里十三年的约瑟
我要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

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

使我属灵生命的丰富，永远都比外在的情况重要。

你会找一个很属灵、很会祷告的教会，

为你的困难祷告；

但是你不会找一个很有钱、有很漂亮建筑...

来为你的困难祷告。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当好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考验！

三十五年前我神学院毕业、开始第一个教会，

我有一位非常好的长老是医学院的院长我有一位非常好的长老是医学院的院长，

很有福音的热忱。

我们教会就在医学院旁边 他到处发单张我们教会就在医学院旁边，他到处发单张，

请他的学生、老师，能够来我们的教会。

结果第一个礼拜来的就有四 五十个人结果第一个礼拜来的就有四、五十个人。

很不幸的第三个礼拜，他就得到最严重的脑癌，

从此教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从此教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少，

很多卖面子的，开始不来了...

对许多弟兄姊妹、对我们刚起步的传道人来说对许多弟兄姊妹、对我们刚起步的传道人来说，

也是会问说：神哪，为什么在这最重要的时候，

你要长老生病了？如果他在的话你要长老生病了？如果他在的话，

教会不是发展很快吗？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个困难，

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被抓拿、下到监狱的时候，

他这么有信心的传道人，都会怀疑、

耶稣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

「我们等候的是你吗？」

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信心难免动摇，这是正常的，

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眼光、理性、逻辑、

甚至信心都是有限的。

圣经说：受苦的人要祷告、

要学习把所有的重担交托给主、

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



恩典中的奥秘二、恩典中的奥秘

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奥秘出现了四次，

甚么是奥秘？

就是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感觉、理性、研究，

来明白的真理，除非得着了上帝的启示。

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启示，

做研究的人、医生需要上帝的启示，

得着救恩更需要上帝的启示，

我们如果能明白上帝的救恩，

是因为上帝将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这段经文不仅仅出现四次奥秘，

也出现三次的恩典。

使徒保罗说他蒙恩典做了福音的执事，

神把关切外邦人得救的职分，托付给他，

而且神不仅给他这个托付、职分，

而且给他完成这个职分的大能。

当我们常常讲到恩典的时候就是说：

上帝供应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上帝供应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 切。

可是千万记得，上帝给我们救恩，

只是他恩典的重要起步而已只是他恩典的重要起步而已。

弗一当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救恩的时候，就要祷告：
上帝你给我这样的恩典，你在我身上有怎样的盼望？上帝你给我这样的恩典，你在我身上有怎样的盼望？

我不知你有无向上帝求另外一个恩典，就是神哪，求你

给我恩典 让我可以完成你所给我的托付 任务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完成你所给我的托付、任务。

就像使徒保罗，他不仅在大马色的路上得救了，

并且蒙恩做外邦人的使徒 也因着他被差派了并且蒙恩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因着他被差派了，

才有今天你我都可以在这里敬拜神的祝福。

约一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约一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是恩上加恩。

使徒保罗得着奥秘的启示是甚么呢？

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很普通，

有日本人、华人、甚至犹太人，

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旧约的背景里面，

只有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使徒保罗得到的启示知道外邦人不必成为犹太人，

不必受割礼，不必守旧约的律法，

也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那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马丁路德 改教 得到了 启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真的是得到了开启：

人可以单单的因信称义，

耶稣基督比这个更高峰是耶稣基督，

比这个更高峰是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

福音不仅是为犹太人，而且是为万民所预备的，

凡是信靠耶稣的人，

都可以得到这样属灵、永恒的福气。

保罗看重这样珍贵的福分，

相信是恩典呼召他成为上帝的仆人，

也赐给他传福音的能力，将福音带给外邦人。

讲到「启示」，我愿意再叮咛两个方面：讲到「启示」，我愿意再叮咛两个方面：

1.常常要知道上帝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我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就会活在别人的期望、你我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就会活在别人的期望、

历史的捆绑、环境的要求和压制之下。

有人问我你做牧师做甚么？我们看你我们看你有人问我你做牧师做甚么？我们看你我们看你

作人圆滑、能说善道…做生意最好。

但是上帝在我身上就有一个特别的带领但是上帝在我身上就有一个特别的带领，

我就是要做上帝的仆人！

在上帝的启示里面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和使命在上帝的启示里面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和使命，

上帝也会给你这样的恩典和能力，

来完成这样的呼召和使命来完成这样的呼召和使命。

我们活在物质主义的世代，金钱至上。

有一对弟兄姊妹要离开这边回到新加坡，

这位太太要我们特别为她祷告，她说：

「新加坡都是双薪的家庭，一个太太如果

不做事不赚钱，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上帝给我的呼召 全职的妈妈但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做一个全职的妈妈，

照顾好我的先生、家庭、孩子，是神给我的召命，

为我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活出一个

与新加坡人不同的价值观。」

母亲节 神呼召你 全职的母亲母亲节快到了，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全职的母亲，

你就做一个全职的母亲，与你的先生与孩子
经历上帝的带领 供应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带领和供应。

2.你明白上帝的心意，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饶恕别人。

约瑟被他的兄弟害得非常的惨 他怎么能够饶恕？约瑟被他的兄弟害得非常的惨，他怎么能够饶恕？

因为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不是他哥哥害他而已，

而是上帝差派他去埃及 为要成就他的梦而是上帝差派他去埃及，为要成就他的梦，

他的心可以坦然。

任何方面你有特殊启示的时候任何方面你有特殊启示的时候，

你应该是更加的谦卑、而不是骄傲。

保罗在林后十二讲到他有三层天上的启示保罗在林后十二讲到他有三层天上的启示，

他听到上帝隐密的言语，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提他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提他这一段特殊的经历。

我每次读到这儿都会被提醒：我们难得有点经历

就怕别人不知道 就怕别人瞧不起我们 …就怕别人不知道，就怕别人瞧不起我们，…

我也为很多从来不怀孕的祷告，后来怀孕了。



保罗有这样长的时间，从来不提他这最棒的属灵经历，
他说免得有人把他看得过高，否则会自高自大，

容许一个撒旦的差役不断的攻击他，
弄得他浑身软弱、非常的不自在，

他为这样的软弱三次求过上帝，
上帝并没有把软弱挪去，

但是上帝仍然听他的祷告，上帝的回答是：
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当神怜悯我们，

使我们有一些属灵经历的时候，
有主的样式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更能够有主的样式。

三、神智慧的安排

申四神告诉以色列第二代：你们想敬畏神 顺服神申四神告诉以色列第二代：你们想敬畏神、顺服神，

活出跟迦南人不一样的生活，

这样可以荣耀神 而且让神的名被彰显这样可以荣耀神，而且让神的名被彰显。

四境国家的人就说：有那一个大国像以色列国？

他们这样的有智慧 他们的神是这样与他们亲近他们这样的有智慧，他们的神是这样与他们亲近。

我们若不是为主发光，我们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我塑造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我塑造，

我们常常是被环境所塑造。

以色列人不顺服神 就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 因此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就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因此

神盼望每一个顺服的人都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

因为上帝将一切的智慧 丰富 能力 都赐给教会因为上帝将一切的智慧、丰富、能力，都赐给教会，

要让属灵的家人同心来塑造你的生命。

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计画，

享受在真理里面的自由。

因此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至少有三个宝藏：

1.不管你遇见甚么事情，你相信一切的遭遇，

都有神的美意。

罗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随着年岁就发现说…

当我遇见比较负面的事情、

我会更多的在神面前来祷告：

「主阿，不要让我太快的怨天尤人，

主阿，不要让我太快的埋怨你，

心意让我细细体会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

2.苦难没有办法伤害你：

安 乐神会赐给你胜过苦难的平安和喜乐。罗五

站在上帝恩典地位当中的人，都是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

在患难之中 欢欢喜喜荣耀，更重要是说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我们遇见苦难常常会觉得不好意思，想替上帝争面子，

基督徒怎么可以遇到这么不好的事情呢？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苦难是不至于羞耻，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贫穷，比不在耶稣基督

里面的富足，要平安多了、有福多了，阿门！

我再说：你要选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贫穷，

还是要选择没有耶稣基督的富足呢？



3.在耶稣基督里为基督而受的苦难，

必成就永远的荣耀必成就永远的荣耀。

当我们为基督而受苦的时候，神荣耀的灵，

常常住在我们身上 何等的福气？常常住在我们身上，何等的福气？

荣耀本来是我们在未来永恒当中才能尝到的，

而找我们为主摆上的时候 就能够得着而找我们为主摆上的时候，就能够得着、

现在就能够尝到将来荣耀的福分。

这样的真理可以让你明白这样的真理可以让你明白，

有些宣教士放弃了世人都羡慕的生活与工作，进到

最偏远的地区来为主工作 会觉得他们想不开最偏远的地区来为主工作。会觉得他们想不开，

其实他们享受的是永恒的荣耀，

他们失去的只不过世界上暂时的他们失去的只不过世界上暂时的、

很快过眼云烟的享乐而已。

耶稣为我们受苦，并不是要我们从此不要受苦，

而是呼召我们在受苦的当中

更像他、更能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

因为这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经过受苦而得着永恒的荣耀
神永恒的旨意借着教会，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目前正在受苦吗？在你的病痛、家庭、事业当中，

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寻求上帝在你受苦的事情上

有甚么带领，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身边每一件事情，

定意要过一个顺服神、荣耀神的生活

确定你现在的身分是上帝的呼召和使命，

不要逃避、不要走捷径。

有人说：

我的先生很糟糕 我告诉你 再找 个 更糟！我的先生很糟糕，我告诉你：再找一个、更糟！

教会很糟，我告诉你：不学好功课、换个教会，更糟！

每当我灰心软弱的时候 你知道我做甚么吗？每当我灰心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做甚么吗？

我都有种挣扎，提出辞呈、不干了！…

可是另一方面 我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可是另一方面，我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

主，如果是你叫我在这里，我就不敢动，

绑在这里 求你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和力量绑在这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和力量，

求你在教会当中彰显你的荣耀，稳定的参加教会生活。

感谢神我如今都已得到了启示感谢神我如今都已得到了启示，

神将福音的奥秘让我们明白，

他也将使别人听到福音的职分托付了给你 给我他也将使别人听到福音的职分托付了给你、给我，

让我们也不亏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使命。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你让我们被开启，

主啊我们谢谢你 在人生一定会有苦难 但是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人生一定会有苦难，但是我们

用你启示的眼光来看这些时，就有特别的意义。

我求你把这样的启示 赏给每一个在主面前诚心领受我求你把这样的启示，赏给每 个在主面前诚心领受

这个道的弟兄姊妹。主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

在这样的奥秘当中，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在这样的奥秘当中，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

也让我们接受主你自己最智慧的安排，定意要来

顺服 荣耀你 求你恩待我们当中受苦的弟兄姊妹顺服、荣耀你。求你恩待我们当中受苦的弟兄姊妹，

不仅救他们脱离各样的苦难，也让他们能够更像你。

而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而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

我也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传给他们，

突破他们有理性 信心的障碍 把自己交托给主突破他们有理性、信心的障碍，把自己交托给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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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完成本篇讲章宣讲

05/12 传讲「十字架下的/

亲子关系」

05/15 住进东京医院/

07/01 满65岁生日

08/01 医疗专机回台

08/13 病逝淡水马偕医院

主的仆人安息主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