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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我們看以弗所書 第一章： 

以弗所書第一章，我們從第 3 節念起，念到第 14節。 

第一章第 3 節 ： 

「願頌贊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在基督裏曾賜給我

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

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又因愛我們，就按

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使

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贊；這恩典是祂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我們

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這

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祂自己

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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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同歸於一。 我

們也在祂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祂旨

意所預定的， 叫祂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

著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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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

業的憑據，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贊。」 

（以弗所書 1:3-14） 

 

請我們低頭禱告，我們的神，我們願意看見祢的榮耀顯在主耶穌

的面上，願祢的榮耀在這裏彰顯，叫我們都能俯服在祢的面前敬拜祢，

因為你祢永遠可以稱頌的神，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我們的弟兄史百克他曾這樣說過，他說在新約的裏面，沒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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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句應用那麽多像「在基督裏」這個詞，在基督裏，在他裏，在耶穌

基督裏，在基督裏藉著基督，與基督，這樣的詞句在聖經裏頭用了兩

百次之多，在基督教的道理裏面，沒有一段道理像「在基督裏」發表

那麽的多，也沒有一個道理人所明白和領會的是那麽的少。所以我們

在這裏看見「在基督裏」是何等的重要。 

歌羅西第二章第二節告訴我們說，神的奧秘就是基督，所積蓄的

一切智慧知識都藏在祂裏面，誰能測度神的奧秘呢？誰能知道神呢？

我們的神是那樣不可測度的一位神，但是祂的奧秘乃是基督。基督把

我們的神完全宣告出來，祂把我們的神完全向我們打開。所以他說你

們看見了我就看見了父，因為神格裏面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

在基督的裏面，在基督的外面神就沒有任何的東西，所以祂的一切都

是在基督的裏面 ，所以弟兄姊妹這是何等重要，我們能知道基督是

什麽意思，我們在基督之外不應該有任何的追求，因為神的旨意要我

們在基督裏面能得著祂一切的豐盛。 

這是我們第一天早晨所交通的，我們昨天早晨在這裏所交通的，

乃是說既然神一切的豐盛都在基督的裏面，那麽我們怎樣能進到基督

裏面去，如果我們能進到基督裏面去的話，那麽神一切的豐盛就是我

們可以享受的。我們在這裏看見說本來我們是在亞當的裏面，因為我

們是在亞當的裏面，所以我們有亞當的性情，我們有亞當的生活，我

們有亞當的行為，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亞當所範圍的，我們沒有辦

法從亞當裏面跳出來。但是感謝咱們神，因為他奇妙的救恩，他把我

們從亞當裏面取出來，把我們放在基督的裏面。 

所以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30 節說，他說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

本乎神 ，不是我們自己有辦法從亞當裏跳出來，也不是我們有辦法

能進到基督裏面去，乃是藉著我們的主耶穌的死而復活，祂叫我們向

亞當死了，叫我們在基督裏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們救恩乃是一個地位

的改換，祂把我們從亞當的地位出來，把我們放在基督的裏面。 

好像在舊約的時候，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他用逾越節的羊羔的

血叫命立的使者越過他們。所以在那一天的晚上，在埃及全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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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的家庭都在那裏大聲嚎哭，因為所有的長子都被擊殺了，只有

以色列家的中間，那裏有平安，那裏有喜樂，因為羔羊的血塗在門楣

和門框上，所有命立的使者就越過了，這個就是代表我們今天因著主

耶穌的寶血我們就出死入生了，我們就蒙拯救。但是以色列的不適應

不是過了逾越節就留在埃及，因為神的旨意是讓他們出埃及，神的旨

意是要把他們帶進迦南地。 

所以你在這裏看見是一個地位的改變，他們不再在埃及，他們乃

是在迦南，如果他們是在埃及的話，你們就看見他們過著埃及的生活，

他們在法老轄制之下，他們連活命的盼望都沒有，他們是被迫來做苦

工，他們的生活就是這種的生活，什麽時候他們住在埃及，那個時候

他們就過奴隸的生活，因為他們是在埃及地。但是感謝贊美神，神把

他們帶出了埃及，把他們帶進迦南地，迦南是個流奶與蜜之地，在迦

南他們就過迦南的生活，在那裏他們是自由的，他們是在神的管理之

下，他們在神的眷顧之下，他們就在那裏享受神給他們一切的豐富，

所以問題是說你在哪裏？你是在埃及呢？或者說你是在迦南？你是

在亞當裏呢？或者你是在基督裏。 

以色列的百姓他們怎麽從埃及出來進到迦南呢？我們看見神就

藉著摩西和約書亞的手，摩西把他們帶出埃及，約書亞把他們帶進迦

南。摩西和約書亞就是喻表我們的主耶穌，摩西是代表主在地上的工

作，祂在地上成功了救贖，把我們從亞當裏救出來；約書亞是代表基

督在天上的工作，我們的主在地上是神的使徒，我的主在天上是神我

們的大祭司，因為祂是神的使徒，祂到地上來就是來完成救贖的工作，

因為祂升天做了我們的大祭司，所以祂能拯救我們一直到底，叫我們

能享受在基督裏一切的豐盛。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的時候，他們經過兩條的水，第一他們

經過紅海，然後他們經過約旦河，實在說來，紅海和約旦河是一個水，

對我們來說，這個就是我們受洗歸入基督，我們受洗與他同死、同埋、

同復活。我想弟兄姊妹們恐怕在這裏的都已經受了浸了，我們知不知

道我們受浸是什麽意思呢？我們受浸就是神給我們看見我們已經換



 

5 

 

了地點了，我們已經從亞當裏面出來了，我們已經進到基督裏面去了，

所以盼望兄弟姊妹我們要切切的抓住這一點。感謝贊美神，我們不在

亞當裏；感謝贊美神，我們今天是在基督裏，這是神所賜給我們的地

位，我們要憑著信站在這個地位的上面，這樣我們就能經歷神在基督

裏給我們的豐富。 

今天早晨我們願意再往前看一點，既然神已經把我們放在基督裏

面了，那麽現在我們要來發現在基督裏面的豐盛，我們現在要知道究

竟在迦南地有些什麽美物，就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當然我已經提過

了，在基督裏面那個豐富的恩典，我們是沒有辦法數算的，我們的基

督是他的豐富是不能測度的豐富，換一句話說，就是從我們得救的那

一天開始來發現他，一直到永世的裏面，我們還得不斷的在那裏發現

他，因為我們的主乃是無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見，在基督裏面

那個豐富，是無限量的。我們今天要來發現，明天我們要來發現，一

直到永世裏我們還要發現，這個就是做基督徒的那個 thrill feeling,

我們看到做基督徒不是很沒有味道的，我們看到基督徒是滿了盼望。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來發現在主裏面，神所給我們的恩典是無窮盡，

不過今天早晨我們要稍微的點一點點，好像我們來嘗嘗主恩的滋味。

我想我們越嘗就越要多吃。 

所以保羅在以弗所 第一章 第三節這樣的說：願頌贊歸與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這

裏保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發出贊美的聲音來，如果我們知道神在基督

裏祂所賜給我們的福氣是那麽一回事，這個叫我們不能不湧出感謝和

贊美來，我們的神竟然這樣的眷顧我們，祂竟然在基督裏賜給我們天

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在那裏是給我們看見說，祂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

氣都已經賜給我們了。不是說今天你在那裏要一樣，祂就臨時給你預

備一樣，乃是說祂已經把你一切所需要的都預備好了，都已經藏在基

督裏面了，現在如果你得著基督的話，你就得著了這一切。 

所以在羅馬書第八章第三十二節就這樣說：神 既 不 愛 惜 自 

己 的 兒 子 把祂的兒子賜給我們 ， 祂豈不也把萬物都與祂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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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感謝贊美神，祂在基督裏面，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那麽這些在天上屬靈的福氣是什麽呢？第一章，

第四句，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第一句就是神揀選

了我們，在創世以前，在時間還沒開始的時候，神已經在基督裏揀選

了我們。 

那親愛的弟兄姊妹，神的揀選乃是一個奧秘，為什麽呢？因為神

的揀選是在創世之前的，神還沒有創造萬物，時間還沒有開始，空間

還沒有開始，神已經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當然那個時候你也不在，

我也不在，但是神竟然已經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神的揀選是祂的主

權，我們的神是神，所以祂可以照著祂自己所喜歡的來揀選，如果祂

要這樣揀選，沒有人能在那裏反駁祂說你為什麽那樣做？因為這是神

的主權，你知道我們世界上的人常常在那裏要辯駁神的揀選，你就是

看羅馬第九章的話，你看那裏也有人在那裏反駁神的揀選，神說要憐

憫誰就憐憫誰，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神的揀選和恩造不在乎人的行

為，不是屬於人的定義，也不是在乎人的奔跑，而是在於憐憫的神。 

這是神的揀選，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祂要恩待誰就恩待誰，沒

有人有資格來問祂為什麽這樣做，好像一團的泥在窯匠的手裏一樣，

這個窯匠可以照著他所喜歡的，把這團泥做成一種器皿，這個泥土不

能在那裏和窯匠說：你為什麽把我做成這樣的器皿呢？因為這是窯匠

的主權。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記得說神的揀選是神的主權，我們在

這件事上沒有一點點的權力，我們只能俯伏，只能接受。 

我想穆迪他用的一個比喻非常的好，他說當你來到神救恩的門前，

你看見在門上寫著這樣的字「凡願意的都可以來」，那當你看見這個

字的時候，你說凡願意的，神沒有在那裏說某某人願意，那也許你不

是那個某某人，也許有兩三個人都是那個某某人，你就不知道你是不

是那個人，但是神就是說凡願意，那麽只要你願意的話，這個話就是

對你說的，無論什麽人願意都可以進來，白白的生命的水喝。那感謝

贊美神你願意，所以你就進門去了，當你一進門的時候，你回過頭來



 

7 

 

一看，在門的背後就寫著這個字，他說「你這被神揀選的人有福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還沒有願意的時候你不知道你是被揀選不被揀選的，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那你入了門了，你就看見你是在創世之前在基

督裏已經被揀選了。 

弟兄姊妹沒有什麽可以堅固我們的信心像神的揀選一樣，我們有

的時候會變，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會懷疑說究竟神救不救我們，但是感

謝贊美神，在創世之前神已經在基督裏揀選了你，這個是我們基督徒

的穩妥 security。我們感謝贊美神， 沒有一個堅固我們的信心比神

的揀選堅固我們的信心更厲害，因為不在人的定義，也不在人的奔跑，

都在乎那位發憐憫的神，那神在創世之前揀選我們有什麼目的呢？他

在這裏告訴我們說，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在我們的

中文聖經裏頭去掉了幾個字，在那裏沒有告訴我們說在愛中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在神的面前，在愛的裏面，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神揀選我們，究竟祂的揀選是怎樣的一個揀選呢？是不是光光揀

選我們不下地獄上天堂呢？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像神的榮耀，因為神

的揀選是根據祂的榮耀，榮耀的神他揀選我們，祂的愛在我們身上，

祂要我們成為聖潔，不單是稱義而已，祂要我們成為聖潔，因為我們

的神是聖潔的神，祂叫我們與祂的性情有分，什麼叫做聖潔呢？聖潔

就是分別出來，我們從一切分別出來，叫我們完全歸給神，這個就是

聖潔的意思。 神不但叫我們聖潔，祂叫我們無有瑕疵，一點瑕疵都

沒有，完全像我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是神的揀選，神既然揀選了你，祂在愛中

必定要把你作到一個聖潔的地步，祂不應許你做一個平凡，平俗的人。

祂一定要讓你做一個特殊的人，完全聖潔像神聖潔一樣。雖然在我們

的身上有許多的瑕疵，但是祂的愛要工作在我們身上，把所有的瑕疵

都替我們除去，因為神所要的是一個聖潔的教會，沒有瑕疵沒有斑點，

沒有皺紋等類的毛病，這個是神的揀選，而這個已經在基督裏賜給了

我們，我們是不是應當為著神揀選了我們要在那裏贊美我們的神？不

是因為我們好，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好，但是神竟然在創世之前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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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裏揀選了我們。 

這個是第一件事，我們再來看第二件事，那就是第五節：又因愛

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

名分，在這裏給我們看見預定我們的兒子的名分，我想這個兒子的名

分呢翻譯 son-ship就比較有氣勢一點，因為 Adoption 呢在我們的觀

念裏頭啊是別人的孩子你把他拿過來，但是 son-ship 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兒子，祂把你放在兒子的地位上。神按著祂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

定我們，神的預定乃是一件奇妙的事，我想在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裏

頭，關於神的預定可以說有許許多多的爭執，有的人在那裏說，如果

神預定了我下地獄了那麼我就下地獄了，無論我要怎樣相信耶穌都沒

有用處的；如果神預定我上天堂的話，那無論我怎麼幹都會上天堂，

所以這樣的話，福音也不必傳了，因為神預定我下地獄的話，福音傳

給我也沒有用處。 

所以我想今天在神的兒女中，對神的預定實在是充滿了誤會，神

的預定是一件奇妙的事。第一我們在這裏看見說神預定的是什麼呢？

神並沒有預定說你這個人要下地獄他那個人要上天堂，神是預定說你

這個蒙祂救贖的人要得著兒子的名分。我們看羅馬第八章，羅馬第八

章第 29 節：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這裏給我們看見說神的預定是根據他的預知，我們的神是無所不

知的，我們的神沒有時間的限制，換一句話說，神的知道沒有時間的

影響，祂沒有從前，現在，將來，在祂都是現在，所以神祂預先知道，

事情還沒有發生，神已經預先知道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會有什麼樣

的情形。換句話說他有先見之名，今天我們的眼睛很短視，我們看不

見前面多遠，但是我們的神一看全部都一目了然。那根據祂的預知，

祂就來一個預定，我們神的預定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如果預定是沒

有理由的話，這個就是所謂這個命運 fatalism，好像在維教裏面的他

說這是阿拉這樣定規的沒有辦法，所以這個是 fatalism，這個不是聖

經的真理，神在那裏預定是根據他的預知，但是因為你不預知，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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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預知，所以我們對神的預定就發生了問題。 

讓我用一個比喻，比方說你是一個很機警的人，有一天你坐在家

裏往窗外面看，你看見有一個人在你的門前跑來跑去，他的眼睛也東

張西望，你心裏有數了，這個人大概是一個賊了，那他恐怕晚上要來

偷東西了，你在晚上就很警醒在那守望，果然到了晚上這個人來了，

他實在是一個賊，那麼你的預定就根據你的預知了，那你這樣的說他

是一個賊，是不是你叫他做賊呢？不是，他是一個賊，不過你很機警，

所以你預先知道他大概是一個賊。 

那我們的神就是這樣，祂的預定都是根據祂的預知，祂預先知道

福音傳給你的時候，你一直在那裏抵擋，你不肯接受，所以祂就知道

你是一個沈淪的人，祂沒有叫你做一個沈淪的人，是你自己叫自己沈

淪。不過祂預先知道了，所以我們的神不負我們的責任感，你如果沈

淪的話，神不負的你的責任，你要負你自己的責任。神根據祂的預知，

祂就來一個預定，但是這個預定是預定什麼呢？不是預定你這個人是

沈淪或者得救，因為這個就不像神，不像神的榮耀。神所預定的是什

麼呢？ 祂說祂就預定我們要模成他兒子的形象，是祂的兒子在眾子

中做長子。弟兄姊妹，這是奇妙的預定，我們要應作這個預定跳躍贊

美神。 

所以連下去第 30 節就講了：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

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神預先所知道

的人，祂就把你找來，祂既然找了你，祂就稱你為義，祂既然稱你為

義，祂又叫你得著榮耀。換一句話說，我們這一班被神揀選的人，我

們這一班被神先知道的人，我們這一班被神所預定的人，祂的手在我

們身上不會放手的，只等到祂把我們模成他兒子的形象。    

我們信主的時候乃是主裏的嬰孩，我們是屬肉的人，我常常覺得

這樣，你知道小孩子每一個人都喜歡的，小孩子天真爛漫，但是小孩

子可以說完全是屬肉的。一個小孩子他如果不高興，半夜要哭，他不

管你要不要睡覺；如果他餓了，你不立刻給他的話，他就生氣，他完

全是屬肉的，是不是呢？神所要的不是小孩子，神所要是兒子是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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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祂的獨生子，叫祂的獨生子能成為長子，長子的意思就是說所有

其他的兒子都是像祂一樣的。 

所以神他預定我們，弟兄姊妹你今天不大像神的兒子，很多的時

候我們看看弟兄姊妹，看出來的都是亞當，好像我們看不見基督，基

督還沒有成型在我們裏面。你不要看別人，看看自己就可以，你如果

看看自己，你看見滿了亞當的形象，基督的形象好像顯不出來，有的

時候你心裏灰心，你覺得說有沒有希望，像我這樣的人還有沒有希望，

有沒有希望磨成神兒子的形象。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感謝贊美神，我對我自己不知道失望到什麼

程度，但是當我想到神的預定的時候，祂既然造了我，祂既然稱我為

義，祂一定要叫我得著榮耀，祂要把我變化，叫我模成祂兒子的形象，

叫祂的兒子在眾子中做長子。弟兄姊妹，沒有什麼叫我裏面得著鼓勵

像神預定這個真理。感謝贊美神，在基督的裏面，祂已經預定了你，

有一天當人看見你的時候，他不見你，他看見主耶穌。神說，祂預定

如此，所以你就看見預定是一個榮耀的真理，是神在基督裏為我們贖

掉，我們是不是要為這個感謝贊美神。 

第三點，以弗所第一章第六節，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贊；這

恩典是祂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在我們中文的聖經裏面，在翻譯上

我們看不大清楚，但是在英文的聖經裏就比較明白，這裏告訴我們：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贊，這恩典是祂在愛子裏把我們放在寵愛的地

位上，這裏那個重是重在那個寵愛，神不但接納我們，並且神今天寵

愛我們像祂寵愛他獨生的兒子一樣。我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是祂獨生

的愛子，我們的神是何等的寵愛祂，我們的主在地上一生，都是在父

的愛寵的底下，神愛祂到這個地步，好像神沒有辦法再限制祂自己，

他把天打開，他就在那裏說話：這是我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的裏面，神也已經定規了，祂寵愛

我們，像祂寵愛祂的兒子一樣。有時候你在那裏懷疑神到底愛不愛你，

好像你碰到了一些相反的事情，或者你在那裏禱告，神沒有答應你，

好像你有一些需要神沒有供應你，好像神把你放在一種環境裏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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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你，你在那裏懷疑神是愛你的還是恨你的？神是不是與你同在？

是不是神改變了他的心意？我想兄弟姊妹，常常發生這種的問題，但

是感謝贊美神，神在基督裏面是寵愛我們的，像祂寵愛他的兒子一樣。

當我們的主耶穌，在克西馬尼的時候，當我們的主耶穌在各個十字架

上的時候，是不是神在那裏就恨了他了？是不是神已經改變了祂向著

愛子的那顆心了？我們知道都不是，這個都是在神的寵愛底下，因為

神要讓祂的兒子來承受這個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感謝贊美神，

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是神所寵愛的那一個兒子。 

我小的時候，我們家裏有 7個弟兄姊妹，我是老五，我小時候心

裏常常這樣想：我說我是老五，是最不好的一個地位，因為老大的話

是父親所喜歡的，如果最小的話又是父親最喜歡的，那我夾在中間呢，

那實在是一個不好的地位，有時候我們在那裏想，究竟我的父母愛我

不愛我。你知道我從小一直到大學畢業都是住在家裏，只有在大學的

時候在大學住了幾個月，我父親看見我那麼瘦了，趕緊回家，但是我

從來沒覺得我是這個 fever-son。等我離開了家庭，當我出來侍奉主

的時候，我一個人住在小的樓上，在另外一個地方。 

有一天，聖靈感動我，叫我看見我的父母十分的愛我，我與他們

在一起我不感覺，當我離開了他們，我開始感覺我父母的愛，但是我

從來沒有向他們表示過，所以我就寫了封信給我的父母，告訴他們，

我實在欣賞他們對我的愛。多數的時候，我們對神也是這樣，因為我

們活在神的愛中，我們就不覺得神怎樣的寵愛我們，反而有許多的時

候，我們有反感，但是如果神開我們的眼睛，我們就要看見我們的神

實在寵愛我們像祂寵愛祂獨生的兒子一樣，我們要感謝贊美神。 

第四件事：第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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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給我們看見在基督裏，我們得著

救贖。弟兄姊妹，什麼叫做救贖呢？為什麼我們需要救贖？因為我們

都是賣給罪的人，我們都是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我們不但在罪惡中

死了，並且神給我們所有的產業都已經丟掉了。我們都知道神創造人

的時候，神不但給人一個生命，有一個靈叫我們能接受神的生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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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神也把天上的飛鳥，地上的走獸，海裏的魚權柄交在人的手裏。好

像神不但創造了人，祂把這個地也給人做產業，但是當人犯罪的時候，

人不但自己墮落了，他也失去了神給他的權柄，失去了他的產業。 

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如果你看見有一個飛鳥，你很喜歡它，你叫

它來，它不聽你的話；你如果碰到一個老虎，你說你替我跪下，這個

老虎它撲到你身上來，你失去你的權柄了，我們的產業已經失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需要救贖。你記得聖經裏有卷書叫路得記，那眷

書就是給我們看見我們有一個至親是我們的救贖主，有一個至親的一

個救贖主，在那裏你看見不但路得需要被拯救，並且那個失去的產業

需要贖回來。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基督裏他就做了這個救贖的工作，這個

救贖的工作，不但包括我們這個人，因著愛子的血，叫我們得以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神用一個極重的代價，來把我們贖回來，我們把自己

出賣，賣給罪了，但是神用大的代價，用祂兒子的寶血，把我們從罪

惡裏贖出來，叫我們過犯得以赦免。你看這個是何等的恩典，但是不

但這樣，祂還把我們這個人贖回來，當波阿斯把路得贖回來的時候，

他贖到一個地步他就娶路得為妻子。所以今天神因祂愛子的血把我們

贖回來，叫我們做祂愛子的新婦，與祂聯合為一，這個是救贖，不但

把我們人贖回來，祂也把我們的產業贖回來。 

所以到了第 11 節的時候，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

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什麼是我們的基業呢？

我們怎麼知道神要把那個基業所給我們呢？底下在第 14 節裏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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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每一個被主救贖的人，聖靈就住在我們的

裏面，聖靈乃是一個印記，祂不但是一個印記，祂也是一個憑據。這

個聖靈住在我們裏面呢，就是神給我們的一個 down-payment. 有了

這個 down-payment 那個產業就完全歸給你了。聖靈在我們的裏面做

我們的 down-payment，祂在那裏證明一個什麼東西呢？祂證明說我

們要完全得著基督，基督是我們的基業，我們要得著在基督裏面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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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豐盛，聖靈在我們的裏面已經在那裏做了一個值（pledge）了。祂

在裏面要負責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象，祂在我們裏面要把基督啟示

給我們，祂在我們裏面要把我們變化，叫我們榮上加榮，好像從主的

靈變成的一樣，叫我們能完全得著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不但人蒙了救贖了，我們也得著基督做了我

們的基業。所以保羅說叫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與一起成聖的人同得

的基業，在光明中同得基業，這個就是神在基督裏給我們的救贖。當

然救贖產業還有另外一方面，不但基督是我們的產業，我們也是基督

的產業，所以祂在我們身上是個印記，印記意思就是說你是屬於祂的。 

從前做買賣的時候，如果你到森林裏你要采木材，那麼每一個木

場來買的人都帶著一個印記的，他如果要這個樹的話，他就把這個印

記打在上面，然後等到這個木砍下來了，並且運到那個港口了，那麼

那些買樹的人就來了，那麼他就根據這個印記拿這個木材。所以弟兄

姊妹你在這裏看見，聖靈不但在我們裏面做一個 down-payment，叫我

們能完全得著基督，因為祂是我們的產業，聖靈在我們的身上也是一

個印記，祂叫神能完全的得著我們。 

所以在以弗所第一章裏有這樣一句話，第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

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在這裏告訴我們說，神以我們為祂的基業，祂在聖徒

中得著基業，而這個基業是何等的豐盛的榮耀。弟兄姊妹我們看看我

們自己，我們說神上當了，這個交易祂是上當的，我們得著基督作為

我們的基業，祂是何等的榮耀豐富，基督得著我們做產業，那我們是

一片的荒地，並且長了荊棘和蒺藜，這樣我們的神實在是上當了。但

是感謝神，這裏告訴我們說，聖徒中的基業有榮耀的豐富，因為聖靈

要把基督作在我們裏面，直等到我們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沒有瑕疵，

沒有皺紋，沒有斑點。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神在基督裏所做的事，

是不是因為做這些我們要感謝贊美神？ 

第五點，我想我們要說到我們在基督裏面我們得著了永生。我們

的弟兄晚上已經談到了永生的問題，他告訴我們永生不是一個「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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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個東西，永生是一個「person」，是一個人為，永生就是我們

的主，因為生命在祂裏面，生命就是人的光，在約翰十七章第 3節告

訴我們：認識這位永生的神，和認識他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

生。弟兄姊妹永生不光是時間上是永永遠遠的活，永生乃是活在一個

榮耀的那個性質裏面。這個如果今天我們就是活到永永遠遠的話，恐

怕我們在地上活了 100 年已經夠了，這個世界實在是一個痛苦的世

界，我想年輕的人盼望多活幾年，但是我們年老的人盼望少活幾年，

我們在世上活得已經夠了，如果這樣活到永永遠遠的話，那太苦了。 

所以永生不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永生是一個性質的問題，我們能

活在主裏面，主活在我們裏面，這個生命是榮耀的，是豐富的，是得

勝的，是喜樂的，是滿足的。弟兄姊妹，我們活像我們的主活一樣，

是主活在我們裏面，這樣的活，越活越有趣，那麼感謝贊美神，我們

能活到永永遠遠，這個是在基督裏面神所給我們的。我想我要加重一

下昨天晚上我們弟兄所說的，有一年我到南美洲去，我在秘魯那個地

方，我與一隊美國的宣教士在一起，我與他們爬山，與他們在亞馬遜

河邊的小山上在那裏，探望弟兄姊妹，這對夫婦非常的愛主，他們到

秘魯工作幾十年，也帶領很多的人信主，有一次他們在旅行的時候，

他們聽說在一個地方有一家中國人遷移到那裏去，他們是基督徒，所

以他就去訪問他們，與他們在一起有一點交通。 

這個中國的家庭是我所熟悉的，他們在交通的時候，就發現一件

事，這一對夫婦，他事奉主那麼多年，他在那裏傳福音，說你信耶穌

就有永生，但是永生在他們的觀念裏頭，就是你死了可以上天堂，這

個好像你買了個保險一樣，你活的時候不能用的，死了就生效。但是

當他和這個中國家庭交通的時候，那位弟兄就與他交通，說永生是從

今天就開始的，你今天就要享受永生，你今天就讓基督活在你的裏面。

哎呀，這樣一交通，那一對夫婦的眼睛張開了，他開始看見什麼叫做

永生，他就說我要回去重新傳福音，給人看見說永生不是光為將來的，

今天你就獲得永生了，因為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你今天是靠著哪一個

生命來活呢？是靠著基督的生命還是靠著你自己的生命？感謝贊美

神，所以兄弟姊妹你在這裏看到神在基督裏賜給我們永生，把祂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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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賜給我們，作我們的生命，好讓我們能在地上活。 

福音有兩方面，對沒有信主的人我們告訴他說，因為主已經為你

死了，你就不必死了。福音另外一面，對得救的人說，因為主已經復

活了，所以你就不必活了，我想我們活的很辛苦，我們想做基督徒做

的很辛苦，我常常說 nervous question is a good question ,你這

個神經兮兮的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好基督徒，無所謂的

話，你神經不會緊張的。但是弟兄姊妹，主說你不必活了，我已經復

活了，因主活了，你不必活了，這個是福音，這個就是神在基督裏為

我們預備的。 

我的時間已經到了，當然是不停的，就是到永世裏頭，我們還要

在那裏數點在那裏發現。感謝贊美神，不但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神在

基督裏為我們預備了這一切，在第二章告訴我們說祂把我們在基督裏

同歸於一，變成一個新人，外邦人，猶太人，割禮的，不受割禮的，

自主的，為奴的，話外人，西古提人，我們在基督裏面都是一個，一

個新人，今天在基督裏沒有中國人，也沒有美國人，在基督裏只有基

督。我們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分別，叫我們分開，但是在基督裏面，

我們是合一的，因為只有基督。不但這樣，到日子滿足的時候，連天

上地下，一切所有，都要在基督裏同歸於一，所有的一切都要彰顯基

督的榮耀，這個是神在基督裏所做的事。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巴不

得我們天天去發現在基督裏面那些天上屬靈的福氣，我們低頭禱告。 

我們的神，我們從心底發出感謝和贊美。祢在基督裏面已經把天

上各樣屬靈的福氣給了我們，祢沒有留下一件好處不給我們，在基督

裏，祢已經都給了我們，我們的神啊，求祢開我們的眼睛，求祢打動

我們的心，叫我們天天來發現祢在基督裏的豐富，好叫祢的榮耀得著

稱贊，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们里
	江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