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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神 
              榮耀歸與最高神!           榮耀歸神! 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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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中的鷹星雲, Eagle Ne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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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創造之柱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詩篇8:1 

7000光年 

主耶和華啊， 
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耶利米書32:17  
 



“太空烟火, Celestial Fireworks” 
   NASA 

2016-6-28 
 木曾(蝌蚪)星系,  
Kiso(tadpole) galaxy 

 82,000,000光年！ 



1990-4-24 



“太空烟火, Celestial Fireworks” 
   NASA 

2016-6-28 
 木曾(蝌蚪)星系,  
Kiso(tadpole) galaxy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詩篇8:3-5)  

 82,000,000光年！ 



一、榮耀, 神的榮耀, 人榮耀神    

從舊約到新約，神讓我們知道，神的榮耀是神最基本的屬性， 

就是祂彰顯出來的超越性和當受稱讚的特性。 

而榮耀神，就是神的兒女對神這個屬性應有的敬虔回應， 

表達我們對神的尊崇與敬仰，要用我們的口， 

更要用我們的生命來榮耀祂。 

這是基督徒最高的召命和喜樂，包括今生和來生。    

——巴刻(加拿大, J. I. Packer, 1926, 7, 22--) 

    神的榮耀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1:18) 

出埃及記 
33:18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33:19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33:20  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33:21  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33:22  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 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過去，  
33:23  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提前6:16)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約14:8-9) 

聖子耶穌彰顯神的榮耀 



一、榮耀, 神的榮耀, 人榮耀神    

二、耶穌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神的榮耀：神的超越和當受稱讚；人榮耀神：用生命時時事事敬虔的回應。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希伯來書1:3) 

 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翰福音17:1)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約翰福音17:5) 

    神的榮耀 



啟示錄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21: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21: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21: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  

21: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22: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1.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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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21: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21: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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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                                         的僕人都要事奉       。 他  神和羔羊的寶座； 他  

  1.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一、榮耀, 神的榮耀, 人榮耀神    

二、耶穌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三、耶穌超越世人觀念的榮耀    

神的榮耀：神的超越和當受稱讚；人榮耀神：用生命時時事事敬虔的回應。 

    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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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一、榮耀, 神的榮耀, 人榮耀神    

二、耶穌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三、耶穌超越世人觀念的榮耀    

神的榮耀：神的超越和當受稱讚；人榮耀神：用生命時時事事敬虔的回應。 

貌似卑微中的真正尊貴， 
貌似貧窮中的真正富足， 
貌似軟弱中的真正剛強， 
貌似苦難中的真正喜樂， 
貌似愚拙中的真正智慧， 
貌似無能中的真正大能， 
貌似失敗中的真正勝利。 

耶穌的榮耀是超越人智慧的屬靈的奧秘。 

約翰一書4:4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 
                         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神的榮耀 



一、榮耀, 神的榮耀, 人榮耀神    

二、耶穌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三、耶穌超越世人觀念的榮耀    

四、耶穌賜給祂的門徒的榮耀    

神的榮耀：神的超越和當受稱讚；人榮耀神：用生命時時事事敬虔的回應。 

    神的榮耀 



約翰福音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17: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17: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17:24  父啊，我在那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 
            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  
17:25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17: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四、耶穌賜給祂的門徒的榮耀    



1896                                                

約翰福音 

17: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Our Mission To put Christian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through 

programs that build healthy spirit, mind and body for all. 

YMCA 

2010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男青年基督徒協會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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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17:24  父啊，我在那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 
            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  
17:25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17: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神的形像，神的生命，神的榮耀。    

四、耶穌賜給祂的門徒的榮耀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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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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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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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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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神的形像，神的生命，神的榮耀。    

我們應當怎樣回應耶穌所賜神的榮耀   



約翰福音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17: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17: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17:24  父啊，我在那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 
            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  
17:25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17: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神的形像，神的生命，神的榮耀。    

我們應當怎樣回應耶穌所賜神的榮耀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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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2:3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2: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立比書 
 

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2:3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2:4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各人 各人 



腓立比書 
 

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2:3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看別人比自己強。  
2:4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2: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2:9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各人 
各人 各人 



約翰福音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17: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17: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17:24  父啊，我在那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 
            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  
17:25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  
17: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神的形像，神的生命，神的榮耀。    

我們應當怎樣回應耶穌所賜神的榮耀   





耶穌把神的榮耀已經賜給了我們： 
 

是福氣，要一生感激神恩、珍惜神的榮耀； 
 

是命令，要愛心維護合一、彰顯神的榮耀； 
 

是責任，要努力傳揚福音、擴展神的榮耀。 



一、榮耀, 神的榮耀, 人榮耀神    

二、耶穌與父緊密相連的榮耀    

三、耶穌超越世人觀念的榮耀    

四、耶穌賜給祂的門徒的榮耀    

神的榮耀：神的超越和當受稱讚；人榮耀神：用生命時時事事敬虔的回應。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約17:22-23) 

要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2-3)    

我們應當怎樣回應耶穌所賜神的榮耀：   感激神恩，維護合一，傳揚福音    

    神的榮耀 



降B調  4/4  愛使我們合一 
The Bond of Love 

Words and Music： 
Otis Skillings  

 
一、 主的 愛 使我 們 合 一,      主的 愛 使我 們 合 一； 
二、 讓我 們   同   聲 歡 唱,       主的 愛   彼   此 分 享； 
 1.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2.         Let  us  sing  now,       ev’-ry- one,             Let us  feel    His     love     be-gun; 

 

 
     主的聖靈充滿 在我 們的心 裏, 主的 愛使我們合 一。 
     讓我們攜手同 心向 世人證明,  主的 愛使我們合 一。 
        We have joined our spirit with the Spirit of God,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Let us  join our hands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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