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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今生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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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
人沒有好好按照神的希望 計畫活在世上
人沒有好好按照神的希望、計畫活在世上，
沒有把神的慈愛活出來。
亞當的兩個兒子，
該隱嫉妒亞伯、就殺了亞伯，
以後在人類歷史上，不斷有仇恨 兇殺的事，
以後在人類歷史上，不斷有仇恨、兇殺的事，
擴大就是戰爭不止息。
神把虧缺祂榮耀的人從罪中拯救出來，
這就是神的福音，
讓人重新得著祂所要賜的榮耀
讓人重新得著祂所要賜的榮耀，
 這個榮耀不僅是將來作神的後嗣、
有榮耀的身體 與 耶穌 同管 萬有
有榮耀的身體、與主耶穌一同管理萬有，
那是將來的榮耀，
 神今天就要把榮耀賜給我們、
神今天就在我們生命中作工

信徒得榮耀是福音的高潮，
羅三23 告訴我們為什麼人需要福音：
告訴我們為什麼人需要福音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虧缺」就是失去了、或是達不到
「虧缺 就是失去了、或是達不到
 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
能滿足神榮耀這樣高超的標準
其實這是神造人的希望，
神是按著自己的形像、樣式來造人，
 神是屬靈道德的形像，
是美善 慈愛 公義
是美善、慈愛、公義、
聖潔、良善、真理
 神造人，希望人把
神造人 希 人把
神的這些美德、榮耀，能夠彰顯出來
神要把祂的榮耀充滿祂所造的人，
然後顯出祂的榮耀、來榮耀神！

八26-29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鑒察人心的 曉得聖靈的意思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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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這是神拯救人、福音的目標：
神召來這些人，
不僅僅停在因信稱義、靠聖靈成聖，
要叫他們得榮耀。

得榮耀不是將來、等到了天家與耶穌一同管理萬有嗎？
基督徒不是只有等那 個
基督徒不是只有等那一個，
今生、活在現在，神就要我們得榮耀。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萬事都
相效力 叫愛神的 得益處
到底「益處」是什麼呢？
益處是不是凡事順利 得到財富 身體都健康
益處是不是凡事順利、得到財富、身體都健康，
那如果受挫折、事業失敗、變成貧困、有疾病了呢？
那是不是就都不是益處呢？
如果我們老是想順利、成功、財富、健康是益處，
你就不懂得神要叫你得榮耀的意義了。
順利、成功、財富、健康，是萬事
挫折 失敗 貧困 疾病，也是萬事
挫折、失敗、貧困、疾病，也是萬事
多得財富，成功、順利，萬事的一部分，
神讓這些萬事互相效力
神讓這些萬事互相效力，
是有更高的目標、更重要的益處。

從保羅的經驗找出，神是怎麼樣製造、改變保羅的…
九1-4 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

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我是大有憂愁
我是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
裡時常傷痛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
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
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
保羅為了猶太人心裡憂愁、傷痛，
 因為猶太人拒絕耶穌，
沒有得到神福音的好處、
沒有接受神福音的大能 沒有得到神賜的拯救
沒有接受神福音的大能、沒有得到神賜的拯救
 甚至說：只要他們得救，
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都願意
就發現保羅愛猶太人的心何等大、愛骨肉之親何等大。

這個益處，在下文保羅就告訴我們了：
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為他預先所知道的
就預先定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是榮耀、美德、極其好的形像和模樣，就是神的榮耀
神的目標，我們都效法神兒子的模樣。
「效法」有更好的翻譯，效法，比較偏重在人的努力，
 希臘文更強調的不是人在主動、乃是神在主動，
預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預先定下，
使這些人跟祂兒子相同模樣。
 有些聖經的抄本就很直接寫說：
是神叫萬事 相效
是神叫萬事互相效力
萬事互相效力不是偶然發生的，是神在使萬事效力，
效力的結果是什麼？要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效力的結果是什麼？要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得什麼益處？愈來愈像祂兒子的模樣。
是神在主動、神在製造，
神要使我們像祂兒子耶穌基督。

如果了解保羅寫羅馬書時候的前後的背景，
就發現這 個保羅跟以前的掃羅不 樣了
就發現這一個保羅跟以前的掃羅不一樣了…
保羅沒有信耶穌以前名叫掃羅，不信耶穌，
看到信耶穌的人 他氣得個半死
看到信耶穌的人，他氣得個半死，
 因為他是非常優秀的年輕拉比，猶太公會給他大權，
他就拿了這些權力去抓基督徒，
他就拿了這些權力去抓基督徒
把他們關在監牢裡、要他們否認耶穌，
對不 樣的人，非常激烈的敵對
對不一樣的人，非常激烈的敵對
 後來司提反講耶穌的道，他們就把司提反打死，
眾人就衣服脫下來放在掃羅面前
眾人就衣服脫下來放在掃羅面前，
不是看管衣物的小孩，他是一個作見證的人。
當時的習
當時的習俗，要打死人的時候，衣服脫下來，
要
的時
衣服 下來
放在一個有權威的人面前，作見證
所以保羅在信主耶穌以前叫掃羅，
所以保羅在信主耶穌以前叫掃羅
是一個非常氣度狹窄、要把敵對的人殺害的。

保羅到處傳福音、被人追打，什麼人打他？
「猶太人打我打了五次 每 次 十 減掉
「猶太人打我打了五次、每一次四十下減掉一下」，
舊約如果犯錯，猶太人可以打四十下，打傷了都不要管的，
他們為了安全起見 只打三十九下 四十下減 下。
他們為了安全起見，只打三十九下–四十下減一下。
保羅對猶太人，仍然充滿了寬恕、恩慈、憐憫的心，
寧願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
只要換來猶太人得救，他都願意！
這豈不就是神兒子主耶穌基督的美德嗎？

林後十一

主耶穌沒有犯任何的罪被釘上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耶穌講的第 句話：
在十字架上耶穌講的第一句話：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保羅過去沒有這種美德、這種胸襟的，
當他信了主耶穌、跟隨耶穌，萬事互相效力，
神就在製作他 改變他 保羅愈來愈得益處
神就在製作他、改變他，保羅愈來愈得益處，
也就是愈來愈被製造成為神兒子的模樣。

保羅在人生路途中，多次要去羅馬老去不成，
挫折很多
挫折很多、不是凡事順利，神也允許，
是凡事順利 神也允許
讓保羅更加的堅毅不拔、學習忍耐。
保羅寫完羅馬書到了米利都，勸勉以弗所長老：
保羅寫完羅馬書到
米利都 勸勉以弗所長老
「我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
 到了晚年被審判的時候，眾人都離棄他，
保羅面臨到榮辱的問題，
但是保羅說：「人離開我沒有關係，
唯有主耶穌站在我的旁邊 加給我力量 」
唯有主耶穌站在我的旁邊、加給我力量。」
 所以他唱出偉大的凱歌：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保羅在這許多人生經歷中間、萬事效力中間，
保羅在這許多人生經歷中間
萬事效力中間
愈來愈像神兒子的模樣，這叫作今生得榮耀！

保羅提到有一根刺在身上，
三次求告主 結果主沒有拿去
三次求告主、結果主沒有拿去，
主感動啟示他：「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什麼時候你軟弱、什麼時候神的恩典就會臨到。」
什麼時候你軟弱、什麼時候神的恩典就會臨到。
後來保羅自己明白了–讓我學習謙卑。
 保羅恩賜太大了，上帝給他太多的能力
保羅恩賜太大了，上帝給他太多的能力、恩典，
恩典，
這樣的人很危險，很容易自高
 或被別人看高了、把他抬太高，
或被別人看高了 把他抬太高
那更危險，別人手一放、掉下來就很辛苦了
所以上帝允許這根刺留他身上，保羅就學得很謙卑。
晚年寫提摩太前書的時候，他還在說：
罪 中我是 罪
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我是不配的，
我是不配的
但是上帝恩典臨到我，
讓保羅時時依靠上帝的恩典，知道靠自己算不得什麼。
這個謙卑的心，是被上帝看重的重要理由。

如果今天世上的基督徒，
 愈來愈像耶穌那樣子的饒恕人、
愈來愈像耶穌那樣子的饒恕人
對人恩慈、對仇敵良善，
那真是耶穌的榮耀顯出來
 如果在地上雖然很有本事，極其的謙和，
也是把耶穌的榮美顯出來
 在地上能夠堅毅不拔、遵行神的旨意，
能夠不顧榮辱 只要主的旨意成就 主站在旁邊
能夠不顧榮辱、只要主的旨意成就、主站在旁邊，
也不管別人恩怨、陷害，只要主的福音傳開，
這樣一種生命表現是非常祟高的，今生就得榮耀！
盼望更多基督徒在這世界上充滿主的榮耀，
就能夠像明光照耀
就能夠像明光照耀，
在這黑暗的世代，
讓別人羨慕作基督徒、喜歡作基督徒，
也一同來信主耶穌。

萬事互相效力，是在我們外面神作工、外面的因素來塑造
 神更藉著聖靈在我們的心裡幫助我們


八26 我們軟弱有聖靈幫助，

聖靈不但重生我們，而且住在我們心裡、引導我們
聖靈不但重生我們
且住在我們 裡 引導我們
 天天治死身體的惡行、釋放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
 然後聖靈祂要把能力、把美善果子從裡面活出來
然後聖靈祂要把能力 把美善果子從裡面活出來


不過我們很遲鈍，連禱告都不曉得怎麼禱告，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所以我們愈來愈像神兒子耶穌基督、
愈照神的旨意。
我們要感謝神，藉著聖靈把祂的旨意向我們顯明，
我們要感謝神 藉著聖靈把祂的旨意向我們顯明
聖靈用說不出來的歎息，也可以翻譯「不說出來的歎息」，
不必說出來，我們不知道、聖靈就為我們禱告，
禱告禱告，神的旨意就顯明。

論到禱告，我們常常照自己意思禱告，
上帝為了你的好處 就不成就你的禱告
上帝為了你的好處，就不成就你的禱告。
 真正去禱告的時候，上帝藉著聖靈感動我們，
愈來愈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麼、是何等的美好
 當愈來愈明白、愈清楚的時候，你就被改變，
以後所求的照著上帝旨意來祈求
我們不明白神的旨意、卻能夠照聖靈的感動，
愈感動 以後愈改變我們錯誤的意思
愈感動，以後愈改變我們錯誤的意思，
照神的旨意求，以後愈求就愈像耶穌的模樣、
或說被製造成神兒子的模樣，這是神的旨意。
所以親愛弟兄姊妹，在外面，萬事互相效力，
在裡面 聖靈將神旨意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的心
在裡面，聖靈將神旨意感動我們、改變我們的心，
我們就愈來愈照神旨意祈求、仰望，
神大能就臨到，
我們就變成神兒子的模樣、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