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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

樣屬靈的福氣： 4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讀經 樣屬靈的福氣： 4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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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弗一
3-14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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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

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 歸於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他裡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

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照著 旨意所預定的

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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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屬靈的福袋
弗一3-14

諸長樂牧師 2019.01.06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新年快樂！

今天又是新年的第一個主日，聖經上說我們理當把初熟的果子來獻給神，

初熟的果子是寶貴的，也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感謝主，我們今天可以把今年的第 個主日來獻給神，感謝主，我們今天可以把今年的第一個主日來獻給神，

相信主給我們一個好的開始，我們在這新的一年的當中都要蒙恩。

在新年期間有許多百貨公司都會推出福袋的活動，吸引人到百貨公司來買東西。在新年期間有許多百貨公司都會推出福袋的活動 吸引人到百貨公司來買東西

為了講這個題目，我特別問了在百貨公司工作過的姐妹，福袋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她說通常福袋裡面的東西都還不錯，而且比平常便宜很多，

但這也是百貨公司出清存貨的方式之一，譬如說有些東西還在期限之內，

但是它倉庫裡還很多，所以就用很便宜的價格來裝成福袋，它可以換成現金。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已經有一個屬靈的福袋，我們每 個基督徒都已經有 個屬靈的福袋，

裡面所裝的都是神所賜給每一個信主的人各樣的福氣。

聖經上形容這些福氣是永恆的、是天上的、是屬靈的；

那就相對了那個地上的、屬物質的、還有短暫的福氣，

而且這些福氣都是天父上帝透過了耶穌基督來賜給我們的。

今天我們所讀的弗 3 14 很長 但是在希臘文只有 個句子今天我們所讀的弗一3-14，很長，但是在希臘文只有一個句子。

使徒保羅好像不曉得怎麼斷句子，

他從一個頌讚我們的主耶穌天父上帝來開始，他從 個頌讚我們的主耶穌天父上帝來開始

他頌讚的內容，就是神各樣屬靈的福氣和恩典。

他好像我在跟某人講一件好消息，好像我跟他說：

「我告訴你喔，百貨有賣很便宜的西裝、領帶」，

後來我又想到說： 「你太太的大衣很便宜，皮鞋也都很便宜」，

然後我更告訴他讓他心碎的消息 就是：然後我更告訴他讓他心碎的消息，就是：

「噢，對了！那個進口皮包都特價！」



這段聖經就告訴我們神給我們各樣的恩典跟福氣，好像說我先告訴你：

「神給我們這些這些福氣」，中間突然又想起來告訴你說：神給我們這些這些福氣」，中間突然又想起來告訴你說：

「你知道為什麼上帝給你這些福氣嗎？是因為衪要把更大的恩典要來賜給你，

這些恩典可以使你改變，你得到了這些恩典以後，又可以得到這些福氣。」

好像使徒保羅在這裡有點喘不過過氣來一樣。

當我們數算神的恩典，當思相神的福氣時，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種熱情跟衝動？

很可惜 我們常常很多的時間想上帝給我多少地上的福氣很可惜，我們常常很多的時間想上帝給我多少地上的福氣，

但是我們又很貪心，總覺得上帝給的不夠，而且我們會跟別人比較，

為什麼上帝給他的比較多？所以常常感恩聚會的時候，我們很冷漠，為什麼上帝給他的比較多？所以常常感恩聚會的時候 我們很冷漠

我們擠盡了腦汁想不出幾句話，來頌讚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基督徒應該多思想在天上的事情，多思想那永恆的祝福，

我們的嘴就可以成為一個頌讚神的兒女。

因為那些福氣是自從你信主以後就給你，並且恩上加恩的給你，

它不會因為時間空間而改變 它是上帝給你那永恆的祝福。它不會因為時間空間而改變，它是上帝給你那永恆的祝福。

我們首先來思想這個屬靈福袋的內容是什麼…

一、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

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我們真的承認這是一個奧秘，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我們真的承認這是一個奧秘，

但是約翰․加爾文也說：「揀選」是一切福氣的基礎和最根本的原因，

沒有揀選就沒有上帝的恩典。揀選和預定是出於神對我們的愛，

人都是去選好的，人都是選美麗的。

但是我們上帝的揀選卻跟人的揀選是不一樣的。就好像說：

我今天為了貪便宜 到特價商場買東西 群的爛蘋果我今天為了貪便宜，到特價商場買東西，一群的爛蘋果

在那個地方，我要從這一群爛蘋果當中選出幾個蘋果來，

如果是我去選，還是要選那個爛蘋果裡面好一點的蘋果。那

但是我們的上帝卻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我們都是罪人，

神揀選我們的時候不僅揀選我們，而且願意花很貴重的代價來揀選我們。

我買東西是殺價高手的，如果我去買一堆的爛蘋果，

我就殺到他頭破血流然後通通都要。

但是神揀選我們不是這樣的，神說：這些蘋果雖然不好，但是神揀選我們不是這樣的，神說：這些蘋果雖然不好，

可是我願意用最好的價錢來買，好到一個地步—願意犧牲我的生命來買。

在台灣有一個醫生他每一年都到青海玉樹去做短宣，有一年他要去的時候，
他的同事就託他說：「我聽說青海玉樹有很多冬蟲夏草，他的同事就託他說： 我聽說青海玉樹有很多冬蟲夏草

聽說那個是對健康很有幫助，請你幫我去買一些來。」
所以他就去那邊做短宣，也探訪一些非常窮苦的家庭，

當他看到 個窮苦的家庭的時候 他憐憫的心就生出來當他看到一個窮苦的家庭的時候，他憐憫的心就生出來。
在那邊所有的小孩或者是大人都會上山去找冬蟲夏草，有人有經驗有體力，

他就可以找到比較好的，可是那些小孩子後來去揀，
一方面沒經驗一方面搶不過大人，所以只能夠找到一些比較次級品。

我們教會這位醫生覺得上帝的愛感動他，除了帶下醫療，他也願意幫助
這個貧苦的家庭。他就問這個孩子說：「你們家有冬蟲夏草嗎？」這個貧苦的家庭 他就問這個孩子說 你們家有冬蟲夏草嗎？」
他知道他有的，這個小孩子知道這個醫生這麼有愛心，

可是他的冬蟲夏草都是次級品，他就跟他說：「你不要跟我買，我的東西
都是次級品 你要買的話可以去某某家買 他們家的都是很好的。都是次級品，你要買的話可以去某某家買，他們家的都是很好的。」

可是我們的弟兄說：「我就是要跟你買。我知道你的是次級品，
可是我看見了你的孝心。上帝感動我愛你們的家，我用上等品的價錢

來買你的次等品。我會告訴我的同事，這就是次級品，
但是這個次級品裡面充滿了愛。」弟兄姐妹，這就是上帝對我們的揀選。

我們這些不配的人，但是神卻用最寶貴的—衪兒子耶穌基督的生命來買贖我們，

你我也因為上帝愛的緣故而顯為尊貴。你我也因為上帝愛的緣故而顯為尊貴。

神揀選我們讓我們從污穢變為聖潔，

成為一個好像在舊約的時代可以獻給上帝，

那個沒有瑕疵的祭物一樣。

當然神也給我們新的力量，讓我們活出聖潔的生活。

羅馬書第八章裡面說羅馬書第八章裡面說：

誰能夠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耶穌基督稱他們為義了。

今天這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許因為我們過去做錯事、今天這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許因為我們過去做錯事、

我們的軟弱、我們的外表而瞧不起我們，

但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

我們在神的面前是沒有瑕疵的、是榮美的。

這是福袋裡面所裝的第一個寶貝。

你我都 被揀選 是重價 買贖 來你我都已經被揀選，而且是重價所買贖回來，

讓我們能夠活出尊貴榮耀的生命。



二、我們可以藉著耶穌基督得著神兒子的名份。

在屬靈上來說 我們每 個人其實都是亞當的後裔 都被罪惡的權勢所捆綁在屬靈上來說，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亞當的後裔，都被罪惡的權勢所捆綁，

不論是我們的思想或者我們的意志，甚至我們的行為，

我們都犯了罪，而且死在罪惡過犯之中。我們都 了罪 死在罪惡過犯之中

但是在耶穌基督的救恩裡面，衪卻將新的生命來賜給信靠祂的人，

約翰福音 我們信靠衪的時候，衪就賜給我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羅馬書第八章 聖靈與我們的 我們是神的兒女羅馬書第八章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因此我們稱神為阿爸父。

我好久沒有寫信了，昨天因為上了一個宣教課寫了一封信，我寫：我好久沒有寫信了，昨天因為上了一個宣教課寫了一封信，我寫：

「親愛的阿爸天父」，心裡面就一陣溫暖，我地上的父親離開我二十幾年了，

但是我慈愛的阿爸天父一直都沒有離開過。當我寫完了那一封信以後，

下面要怎麼寫呢？我就寫：「兒長樂」。你會覺得肉麻嗎？

當你信主以後，你跟神的關係就是這樣的親蜜，有名份，有信心。

雖然紙長情短 般人是紙短情長 我們寫不出來 只好紙長情短雖然紙長情短，一般人是紙短情長，我們寫不出來，只好紙長情短，

但是心裡面的那個溫暖，是難以形容的。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這件事。

在我服事的這幾十年裡面 我曾經幫助了幾個孩子在我服事的這幾十年裡面，我曾經幫助了幾個孩子，

他們的原生家庭不要他們了，

或者他們的母親做了羞恥的事情，或者 了羞恥 事情

他們本來是棄嬰的，

但是教會裡面非常好的家庭去收養了他們，視他們為親生的，

我親眼看見他們活在 個何等蒙福的環境裡面我親眼看見他們活在一個何等蒙福的環境裡面。

他們本來是悲慘的，沒有盼望的，

但是如今他們成為另外一個人家的兒女，他們的生命完全改變。但是如今他們成為另外一個人家的兒女，他們的生命完全改變。

這也如同我們每一個人的光景一樣：

我們原來是罪的奴僕，但是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可以成為神的兒女，那是一個何等的轉變！

每一次你背主禱文的時候，我巴不得你都能夠被提醒：

我 神的兒女 我有 身我是神的兒女，我有一個不同的身份。

三、聖靈也印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這裡講到說：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們成為了神的產業。這裡講到說：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們成為了神的產業。

不僅成為神的產業，是成為神的珍寶，甚至是傳家寶。

我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寶貴的，

沒有一個人隨便可以把我的傳家寶拿走的，

聖靈就賜下印記在我們的身上，讓我們看自己為寶貴，

因為神看我們為寶貴因為神看我們為寶貴。

這邊講到，聖靈在我們裡面就好像一個人去買房子付了頭期款，

雖然我的錢還沒有付清，但是我付了頭期款以後就可以住進去啦！雖然我的錢還沒有付清，但是我付了頭期款以後就可以住進去啦！

我付了頭期款就是保證說後面一定有人付的，

因為後面有一個人擔保啊，我付不起我的保人會替我付啊！

我們的保人就是天父上帝啊！

衪說「你是我的寶貝！」

現在雖然還有一些你需要成長掙扎的部分，現在雖然還有一些你需要成長掙扎的部分，

但是那永恆的救贖，保證是屬於你的，我向你來擔保。

四、在福袋的裡面讓我們有一種「智慧」，

能夠明白神的奧秘，看清每一件事情的核心，知道那個真相在哪裡，能夠明白神的奧秘，看清每 件事情的核心，知道那個真相在哪裡，

一方面又可以看清永恆的真理，又能夠解決我們每時每刻遇見的問題。

基督徒應該都是一群有天上來的智慧的人，都 來

這種智慧是因為神啟示了衪對於人生的目標和宗旨所賜給我們的

我們知道人活著為什麼，我們知道世界的終局在哪裡

我們知道誰掌管這個世界 為此我們有 份篤定跟信心我們知道誰掌管這個世界，為此我們有一份篤定跟信心

聖誕節前有16位弟兄姊妹受洗，有一位姊妹就跟我分享，她說：

我以前非常會抱怨，而且會亂發脾氣，覺得憤憤不平，全世界都欠我的。我以前非常會抱怨，而且會亂發脾氣，覺得憤憤不平，全世界都欠我的。

但是很奇妙的當我信主以後，上帝就帶領我用另外一種的眼光來看事情，

用另外的一個角度來看事情，我就發現說我可以感恩、可以讚美，

我甚至可以不發怨言，而且可以有正面的想法—

這是神給她的那個屬天的智慧，就像羅馬書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我們知道沒有 件事情臨到我們身上是偶然的 因此我們可以在所有的環境中我們知道沒有一件事情臨到我們身上是偶然的，因此我們可以在所有的環境中

找到神要我們學習的功課，以及神要藉著這樣的環境所給我們的祝福。



親愛的弟兄姊妹，面對新的一年，你有什麼樣的期望呢？

有很多人期望今年會更好，但事實上呢，恐怕希望不大，有很多人期望今年會更好，但事實上呢，恐怕希望不大，

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

這個世界會趨向於最大亂度，

不管是天氣、經濟、政治，甚至我們

對自己、別人，還有跟神之間的關係，

除非我們真正的明白我們是為衪而被造，除非我們真正的明白我們是為衪而被造，

耶穌基督成為我們一個中保。

當我們都能夠不斷的數算屬靈的恩典和祝福的時候，當我們都能夠不斷的數算屬靈的恩典和祝福的時候

我們才有力量勝過環境的惡劣，才不會因為

人生短暫的、世上的福氣的得失，而在那裡埋怨上帝。

使徒保羅寫這封的時候是在監獄裡面，

按照我們的邏輯，服事上帝，上帝應該好好待他，

但是他在監獄裡面卻可以發出這樣的頌讚但是他在監獄裡面卻可以發出這樣的頌讚，

乃是他對那個屬靈的福氣有這樣確實的把握。

在這短短的的14節聖經裡面，總共有11次出現了「在基督裡」，

弟兄姐妹，我們要繼續不斷的活在基督的裡面。弟兄姐妹，我們要繼續不斷的活在基督的裡面。

4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我也要勸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當你信靠耶穌基督的時候，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你就可以在耶穌基督裡面得著衪的新生命，而且能夠在這樣的基礎上，

可以得到上帝所賜給你一切屬靈的福氣。

不要再指望在這個世界中能夠給你什麼永遠的福分不要再指望在這個世界中能夠給你什麼永遠的福分，

因為聖經上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上帝創造了萬物，萬物都本於祂，

我們也要倚靠衪。我們 要倚靠衪

最後所有的破碎都要在耶穌基督裡面得到醫治和整全，並且要歸於耶穌。

這是一個神榮耀的福音，顯明了上帝的智慧，神的慈愛和豐富。

我們為你禱告，希望你今年也能夠得著。

天父，我們感謝你！在新年的第一個主日，

你讓我們一起來思想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是你透過耶穌基督所賜給我們的，

是你永恆計畫的 部份是你永恆計畫的一部份。

有一首詩歌說：「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

 我們為新的一年獻上禱告，真是求你祝福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為新的 年獻 禱告 真是求你祝福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

身體健壯、靈魂興盛。

 但是我們更求主恩待我們的弟兄姊妹，常常思想天上的事，

致我們常常能夠將 讚感 都歸給你以致我們常常能夠將頌讚感謝都歸給你。

 也保守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奉主的名祝福他們，

這是他們蒙福蒙恩的一年，這是他們蒙福蒙恩的 年

並且在主裡得到一切屬靈的豐盛，展開新的人生。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