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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
2 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
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5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借著福音，
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
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裡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
10 為要借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為要借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 掌權的 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神百般的智慧
11 這是照 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
耶穌
在
懼 篤
來到 神
神面前。
前
12 我
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讀經
弗
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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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永恆的榮耀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題目是

以弗所書1-13

「預約永恆的榮耀」

諸長樂牧師 2019.05.05
2019 05 05
于東京住院前二周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
今 是 個 特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是令和的第一個主日，
一個人一生當中能夠經歷一次政權的轉移，
迎接新的世代、朝代，
也是上帝特別的恩典。

有些基督徒雖然信主很長的一段時間，
有些基督徒雖然信主很長的
段時間
但依然會陷入兩個很嚴重的迷思，
1.我們信主以後，有主的保守，就應該一切順利、
我 信主以後 有
守 就應
無災無病，所以當我們遇到一些困境的時候，
我們的信心就會動搖、甚至懷疑自己的信仰
2.我們信主歸信主，但是花太多的心思
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追求名利成就，
我們忽略了要追求永恆的事情。
追求到了、也不好好聚會；追求不到，就怨天尤人。

林前十五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過去靠著耶穌基督，

在今生有指望、那你比世人更可憐。
世界上的人為了要得到成功名利財富，可以不擇手段，
我們卻因為有主的道在裡面，不能做也不敢作。…
 因此聖經提醒我們說：我們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
也要常常祈求屬靈、永恆的事情。
 因為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當他復活顯現的時候，
我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面。
保羅蒙了神的恩典、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受了許多的苦，
但他自己沒有一點灰心喪膽，雖然被關在監牢裡，
但他的心靈、禱告是自由奔放的，
因為他知道這一些受苦的過程，
是使他和眾弟兄姊妹一起得到永恆榮耀的必經之路。

受苦一向是件很複雜的事情，
1.有時我們會為著自己的罪而受苦，
因此當為這樣的是受苦，我們應該要悔改。
2.有時我們會為著別人的罪而受苦。
比如有個孩子生長在不負責任雙親的家裡，
生長過程比一般人辛苦很多。
3.有時我們會因為大環境而受苦。
如果生長的環境是有戰爭、地震、饑荒，
我們一起受苦，這是聖經當中，最看中的一種受苦，
就是因著為主作見證、行善而受苦。
聖經說這種受苦是效法耶穌的榜樣，
跟隨他的腳蹤行，這是做主門徒最精髓的地方。

我今天分三方面跟大家分享：
一、在世上有苦難
、在世上有苦難
人生在世界上無論好壞，受苦都是難免的，
你不要去聽信 個不會受苦的福音，
你不要去聽信一個不會受苦的福音，
那是一種成功神學，
從來不是聖經所啟示的福音。
應該在主的裡面有一個信心：
就算我遇見苦難，我們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主賜給我們在苦難裡所需要的恩典、力量。

因為知道這樣的受苦是有意義的，
一方面塑造我們能夠像耶穌基督的樣式，
而且當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的時候，
可以享受將來永遠的榮耀。
因此在這樣受苦的當中，
我們不但不憂愁，而且可以歡喜快樂。
使徒保羅寫以弗所書的時候正關在監牢裡，
他對以弗所有三年的侍奉，他非常愛以弗所的教會，
正因爲他愛教會，當他被關的時候，
他不是為自己擔心、而是為以弗所的信徒擔心。
「傳福音的使徒居然被關了，那我們以後怎麼辦？」
「使徒被關了，對我們是何等丟臉的事情？」

有的基督徒很有成就，我們會以他為榮；
因著受委屈甚至被冤枉了，我們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使徒保羅鼓勵他們，不要因為他被關而覺得羞恥，
因為這反而是他們的榮耀。
使徒保羅看重他自己的職分，影響了他的一生、
影響了他和人之間的關係，
在世人的眼中也許他是囚犯，
但在耶穌基督裡，屬靈的生命和豐富，
比外在的環境更重要，
按著上帝的心意而被關的。
法老王權高位重，但遇到國家饑荒時他去尋求誰呢？
他去尋求被關在監牢裡十三年的約瑟 –
我要如何來治理這個國家？

三十五年前我神學院畢業、開始第一個教會，
我有一位非常好的長老是醫學院的院長，
很有福音的熱忱。
我們教會就在醫學院旁邊，他到處發單張，
請他的學生、老師，能夠來我們的教會。
結果第一個禮拜來的就有四、五十個人。
很不幸的第三個禮拜，他就得到最嚴重的腦癌，
從此教會的人數是越來越少，
很多賣面子的，開始不來了...
對許多弟兄姊妹、對我們剛起步的傳道人來說，
也是會問說：神吶，為什麼在這最重要的時候，
你要長老生病了？如果他在的話，
教會不是發展很快嗎？

求神開啟我們的眼睛，
使我屬靈生命的豐富，永遠都比外在的情況重要。
 你會找一個很屬靈、很會禱告的教會，
為你的困難禱告；
 但是你不會找一個很有錢、有很漂亮建築...
來為你的困難禱告。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
當好人受苦的時候，我們的信心都會受到考驗！

其實不只是我有這個困難，
當施洗約翰被抓拿、下到監獄的時候，
他這麼有信心的傳道人，都會懷疑、
差他的門徒去問耶穌說：
「我們等候的是你嗎？」
所以當我們遇見困難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信心難免動搖，這是正常的，
也必須承認我們的眼光、理性、邏輯、
甚至信心都是有限的。
聖經說：受苦的人要禱告、
要學習把所有的重擔交托給主、
求主堅定我們的信心。

二、恩典中的奧秘
在這段短短的經文裡面，奧秘出現了四次，
甚麼是奧秘？
就是人沒有辦法靠著自己的感覺、理性、研究，
來明白的真理，除非得著了上帝的啟示。




每一個人都需要上帝的啟示，
做研究的人、醫生需要上帝的啟示，
得著救恩更需要上帝的啟示，
我們如果能明白上帝的救恩，
是因為上帝將啟示的靈賞給我們。

當我們常常講到恩典的時候就是說：
上帝供應我們生活中所需要的 切。
上帝供應我們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
可是千萬記得，上帝給我們救恩，
只是他恩典的重要起步而已。
弗一 當我們每一個人得到救恩的時候，就要禱告：
上帝你給我這樣的恩典，你在我身上有怎樣的盼望？
我不知你有無向上帝求另外一個恩典，就是神哪，求你
給我恩典，讓我可以完成你所給我的託付、任務。
就像使徒保羅，他不僅在大馬色的路上得救了，
並且蒙恩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因著他被差派了，
才有今天你我都可以在這裡敬拜神的祝福。
約一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是恩上加恩。

這段經文不僅僅出現四次奧秘，
也出現三次的恩典。
 使徒保羅說他蒙恩典做了福音的執事，
神把關切外邦人得救的職分，託付給他，
 而且神不僅給他這個托付、職分，
而且給他完成這個職分的大能。

使徒保羅得著奧秘的啟示是甚麼呢？
就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能夠在耶穌基督裡面，
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同為後嗣。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我們今天活在這個世代、很普通，
有日本人、華人、甚至猶太人，
我們也不會覺得奇怪！
但在使徒保羅的時代、舊約的背景裡面，
 只有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
 使徒保羅得到的啟示知道外邦人不必成為猶太人，
不必受割禮，不必守舊約的律法，
也能夠成為上帝的選民，那是一個極大的突破。

馬丁路德在改教的時候，真的是得到了開啟：
人可以單單的因信稱義，
 比這個更高峰是耶穌基督，
 比這個更高峰是耶穌基督並他的福音。
福音不僅是為猶太人，而且是為萬民所預備的，
凡是信靠耶穌的人，
都可以得到這樣屬靈、永恆的福氣。
保羅看重這樣珍貴的福分，
相信是恩典呼召他成為上帝的僕人，
也賜給他傳福音的能力，將福音帶給外邦人。

我們活在物質主義的世代，金錢至上。
有一對弟兄姊妹要離開這邊回到新加坡，
這位太太要我們特別為她禱告，她說：
「新加坡都是雙薪的家庭，一個太太如果
不做事不賺錢，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但是上帝給我的呼召就是做一個全職的媽媽，
照顧好我的先生、家庭、孩子，是神給我的召命，
請你們為我禱告 讓我能夠活出 個
請你們為我禱告，讓我能夠活出一個
與新加坡人不同的價值觀。」
母親節快到了，如果神呼召你做一個全職的母親，
你就做一個全職的母親，與妳的先生與孩子
一起來經歷上帝的帶領和供應。

講到「啟示」，我願意再叮嚀兩個方面：
講到
啟示」 我願意再叮嚀兩個方面：
1.常常要知道上帝的啟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我如果沒有上帝的啟示 就會活在別人的期望
你我如果沒有上帝的啟示，就會活在別人的期望、
歷史的捆綁、環境的要求和壓制之下。
有人問我你做牧師做甚麼？我們看你我們看你
作人圓滑、能說善道…做生意最好。
但是上帝在我身上就有一個特別的帶領，
我就是要做上帝的僕人！
在上帝的啟示裡面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和使命
在上帝的啟示裡面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和使命，
上帝也會給你這樣的恩典和能力，
來完成這樣的呼召和使命。

2.你明白上帝的心意，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饒恕別人。
約瑟被他的兄弟害得非常的慘，他怎麼能夠饒恕？
因為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不是他哥哥害他而已，
而是上帝差派他去埃及，為要成就他的夢，
他的心可以坦然。
任何方面你有特殊啟示的時候，
你應該是更加的謙卑、而不是驕傲。
保羅在林後十二講到他有三層天上的啟示，
他聽到上帝隱密的言語，
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不提他這一段特殊的經歷。
我每次讀到這兒都會被提醒：我們難得有點經歷
就怕別人不知道，就怕別人瞧不起我們，…
我也為很多從來不懷孕的禱告，後來懷孕了。

保羅有這樣長的時間，從來不提他這最棒的屬靈經歷，
他說免得有人把他看得過高，否則會自高自大，
容許一個撒旦的差役不斷的攻擊他，
弄得他渾身軟弱、非常的不自在，
他為這樣的軟弱三次求過上帝，
上帝並沒有把軟弱挪去，
但是上帝仍然聽他的禱告，上帝的回答是：
「我的恩典夠你用、
「我的恩典夠你
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當神憐憫我們，
使我們有一些屬靈經歷的時候，
讓我
讓我們在主的面前，更能夠有主的樣式。
有主的樣式

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計畫，
享受在真理裡面的自由。
因此當你成為基督徒以後，至少有三個寶藏：
1.不管你遇見甚麼事情，你相信一切的遭遇，
都有神的美意。
羅八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隨著年歲就發現說…
當我遇見比較負面的事情、
我會更多的在神面前來禱告：
「主阿，不要讓我太快的怨天尤人，
主阿，不要讓我太快的埋怨你，
讓我細細體會在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

三、神智慧的安排
申四神告訴以色列第二代：你們想敬畏神、順服神，
活出跟迦南人不一樣的生活，
這樣可以榮耀神，而且讓神的名被彰顯。
四境國家的人就說：有那一個大國像以色列國？
他們這樣的有智慧，他們的神是這樣與他們親近。
我們若不是為主發光，我們就會被周圍的環境所影響，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自我塑造，
我們常常是被環境所塑造。
以色列人不順服神，就會受到迦南人的影響，因此
神盼望每一個順服的人都要過一個正常的教會生活，
因為上帝將一切的智慧、豐富、能力，都賜給教會，
要讓屬靈的家人同心來塑造你的生命。

2.苦難沒有辦法傷害你：
神會賜給你勝過苦難的平安和喜樂。羅五
站在上帝恩典地位當中的人，都是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
榮耀，更重要是說就是在患難之中也是歡歡喜喜，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我們遇見苦難常常會覺得不好意思，想替上帝爭面子，
基督徒怎麼可以遇到這麼不好的事情呢？
 你在耶穌基督裡面的苦難是不至於羞恥，
 在耶穌基督裡面的貧窮，比不在耶穌基督
裡面的富足，要平安多了、有福多了，阿門！
我再說：你要選擇在耶穌基督裡面的貧窮，
還是要選擇沒有耶穌基督的富足呢？

3.在耶穌基督裏為基督而受的苦難，
必成就永遠的榮耀。
當我們為基督而受苦的時候，神榮耀的靈，
常常住在我們身上，何等的福氣？
榮耀本來是我們在未來永恆當中才能嘗到的，
而找我們為主擺上的時候，就能夠得著、
現在就能夠嘗到將來榮耀的福分。
這樣的真理可以讓你明白
這樣的真理可以讓你明白，
有些宣教士放棄了世人都羡慕的生活與工作，進到
最偏遠的地區來為主工作 會覺得他們想不開
最偏遠的地區來為主工作。會覺得他們想不開，
其實他們享受的是永恆的榮耀，
他們失去的只不過世界上暫時的、
他們失去的只不過世界上暫時的
很快過眼雲煙的享樂而已。

有人說：
我的先生很糟糕 我告訴你：再找 個 更糟！
我的先生很糟糕，我告訴你：再找一個、更糟！
教會很糟，我告訴你：不學好功課、換個教會，更糟！
每當我灰心軟弱的時候 你知道我做甚麼嗎？
每當我灰心軟弱的時候，你知道我做甚麼嗎？
我都有種掙扎，提出辭呈、不幹了！…
可是另 方面，我花更多的時間來禱告，
可是另一方面，我花更多的時間來禱告，
主，如果是你叫我在這裡，我就不敢動，
綁在這裡，求你賜給我夠用的恩典和力量，
求你在教會當中彰顯你的榮耀，穩定的參加教會生活。
感謝神我如今都已得到了啟示，
神將福音的奧秘讓我們明白，
他也將使別人聽到福音的職分託付了給你、給我，
讓我們也不虧負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呼召、使命。

耶穌為我們受苦，並不是要我們從此不要受苦，
而是呼召我們在受苦的當中
更像他、更能效法耶穌基督的模樣，
因為這是他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
 經過受苦而得著永恆的榮耀
 神永恆的旨意借著教會，能夠讓全世界都知道
你目前正在受苦嗎？在你的病痛、家庭、事業當中，
到神的面前來禱告，尋求上帝在你受苦的事情上
有甚麼帶領，用神的眼光來看你身邊每一件事情，
 定意要過一個順服神、榮耀神的生活
 確定你現在的身分是上帝的呼召和使命，
不要逃避、不要走捷徑。

天父我們感謝你，在今天你讓我們被開啟，
主啊我們謝謝你，在人生一定會有苦難，但是我們
用你啟示的眼光來看這些時，就有特別的意義。
我求你把這樣的啟示，賞給每 個在主面前誠心領受
我求你把這樣的啟示，賞給每一個在主面前誠心領受
這個道的弟兄姊妹。主也讓我們能夠看見主你自己
在這樣的奧秘當中，賜給我們是何等大的恩典。
也讓我們接受主你自己最智慧的安排，定意要來
順服、榮耀你。求你恩待我們當中受苦的弟兄姊妹，
不僅救他們脫離各樣的苦難，也讓他們能夠更像你。
而我們當中有些慕道的朋友，
我也求主將智慧和啟示的靈傳給他們，
突破他們有理性、信心的障礙，把自己交托給主。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諸長樂牧師
2019年
年
05/05 完成本篇講章宣講
/
傳講「十字架下的
傳講
字架下
05/12
親子關係」
醫
05/15 住進東京醫院
07/01 滿65歲生日
08/01 醫療專機回台
08/13 病逝淡水馬偕醫院
主的僕人安息主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