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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林 多 後 書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 神。

1: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 各
樣患難的人。

1:5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1:6  我們受患難呢, 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 我們得安慰呢, 也是為叫你們得 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1: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1:8  弟兄們,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1:9  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 叫我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

1:10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 現在仍要救我們,      
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



【世上有苦難】約翰福音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生老病死、天災人禍

錢財、科學、宗教也有救不了的時候 ……

(彼前5:8-9)務要謹守、儆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詩90) 人生「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



曾救我們

(過去的救恩)

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
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 我們在愛子
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
（西一:13-14）

重生

(靈的得救)

將來還要救我們

(將來的救恩)

藉耶穌基督從死裹復活，重生了我
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
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你們這
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
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一:3-5）

身體復活

(體的得救)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
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
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八:22-23）



時間 神的作為 人的層次

曾救我們

(過去的救恩)

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 們遷到
他愛子的國裡;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

靈的重生

現在仍要救我們

(現在的救恩)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 神
兒子的死,得與 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
（羅五:10）

新造的人
(魂的得救)
+身體蒙保守

將來還要救我們

(將來的救恩)

藉耶穌基督從死裹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
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
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你們這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
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身體復活

救我們脫離: 罪的權勢 - 試探、捆綁

憂傷、病痛 (醫治)

急難 (避難所)



智利礦工向上帝感恩 10.13.2010



身體是聖靈的殿

•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

•要留心自己身體 ，不要慢性自殺。

•不隨從惡人的道:
(箴言1:15–17) 不要與他們同行一道,禁止你腳走他們的路，
因為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急速流人的血; 好像飛鳥，
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



(以弗所書 2:1-3)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祂叫你們活過來。

•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
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
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弗4:22-24)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
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西3:10)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新造的人】

【舊人】



這變化有過程及經歷時間

【信徒掙扎中所發現的矛盾】羅馬書第七章

保羅說: 我是「屬肉體的」-

我所願意的,我不作; 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肢體中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我真是苦阿,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性格的形成 】

•天然生命(魂) = 人的性格: 包括思想、意志、情感。

•性格 = 行為上的舊人: 生性加習性, 配合社會環境養成。



【建造的第一步是拆毀】

破碎天然生命 (屬肉體) 的荊棘:  自私、驕傲、剛硬

摩西: 三個四十年



【建造的第一步是拆毀】

破碎天然生命 (屬肉體) 的荊棘:  自私、驕傲、剛硬

保羅: 三十歲, 逼迫教會

被主光照, 三日不能看見
也不吃、也不喝

(舊人) 掃羅逼迫教會認真

(新人)保羅事奉主認真

阿拉伯曠野 三年

四十歲後傳道



(太 十: 38)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主合用的器皿】

擴充度量

修漏洞、補破口

被建造

被拆毀

(提後 二：21)

人若自潔, 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



1. 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2. 引導你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

3. 榮耀基督耶穌 約翰福音16:8-14

【得勝是根據聖靈的工作】

羅馬書第八章

因為賜生命 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 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太 十:16-17)

我差你們去, 如同羊進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靈巧蛇,    
馴良像鴿子。你們要防備人; 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
公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

【為主受苦】

(太 十: 28-31)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
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裏的, 正要怕他。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 若是你們的 父不許, 一
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 也都被數過了。
所以不要懼怕, 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曾救我們
(過去的救恩)

靈的重生

現在仍要救我們
(現在的救恩)

魂的得救

新造的人

將來還要救我們
(將來的救恩)

身體的復活

時間 得救的層次

【總結 】

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五章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願賜平安的 神, 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