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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1章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
赐给我们的。



荣耀的恩典:
a.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b.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以弗所书1章

7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
丰富的恩典。
8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9都是照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11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这原
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
12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
得着称赞。



启示录21章

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
不再有了。

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
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
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神。…………

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



丰富的恩典:
a.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神诸般智慧聪明
b.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

——日期满足时, 天上地下在基督里归一
c.在基督里得基业

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从创立世界以前，父的旨意，借着圣子把荣耀
的恩典赐给人

人堕落，神借爱子的血拯救人，将丰富的恩典
赐给人



以弗所书1章

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
记。

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
（民原文作产业）被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从创立世界以前，父的旨意，借着圣子把荣耀
的恩典赐给人

人堕落，神借爱子的血拯救人，将丰富的恩典
赐给人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所以，父，子，圣灵的工作保证：在基督里，
得到神丰富恩典的人，必定得到神荣耀的恩典！



以弗所书1章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
赐给我们的。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哥林多后书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
的荣耀。

传道书1：13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
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以弗所书1章

•15因此（For this reason），我既听见你们信从
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16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
们。



提摩太后书2：10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
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以弗所书1章

•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
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

•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



约翰福音7章

•38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来。

•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
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利米书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
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以弗所书1章

•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
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

•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



马太福音6章

• 19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
有贼挖窟窿来偷。

• 20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
有贼挖窟窿来偷。

• 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 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

• 23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 24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腓立比书3章

•7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
作有损的。

•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
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约翰一书2章

•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
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
来的。

•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
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申命记30章

•19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
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
得存活。

•20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祂的话，专靠祂。因为
祂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祂。这样，你
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
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以弗所书

•1：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
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
盛的荣耀。

•1：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
等浩大，



以弗所书

•1:18 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
祂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祂所应许给祂子民
的产业是多么丰富；

•1:19 祂在我们信祂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
强大。

（圣经现代中文译本）



求神照明人的心眼, 知道:

•祂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 (18)

•祂所应许给祂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 (18)

•祂在我们信祂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
么强大 (19)



罗马书7章

•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
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19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
恶，我倒去作。

•20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21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
的律了。



以弗所书1章

•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祂
从死里复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
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power 
and dominion, and every title that can be 
given,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age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以弗所书4：8

•所以经上说，祂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
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This is why it says: "When he ascended on 
high, he led captives in his train and gave 
gifts to men."



以弗所书1章

•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祂
从死里复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
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power 
and dominion, and every title that can be 
given,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age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马太福音28章

•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



以弗所书1章

•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祂
从死里复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
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power 
and dominion, and every title that can be 
given,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age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腓立比书2章

•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 7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 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 9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 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 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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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1章

•22又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使祂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23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



歌罗西书1章
•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
切被造的以先。

•16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
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
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又
是为祂造的。

•17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祂而立。



希伯来书1章

•1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2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祂
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

•3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
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祂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
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希伯来书2章 •诗篇8篇

3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
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 4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 5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
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 6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
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
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 6……人算什么，你竟顾念
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
顾他。

• 7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
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 8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
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
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
他。



罗马书6章

• 16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
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
至成义。



约翰福音12章

•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以弗所书1章

•22又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使祂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23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And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appointed him to be head over 
everything for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everything in every way.



耶利米书23章

•23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
吗？

•24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密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
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歌罗西书1章

•21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祂为敌。



传道书9章

• 3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
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创世记6章

• 5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
恶。



总结

-教会起源于创世以前神的心意。

-神要人在基督里承受神荣耀的恩典。

-人犯罪无法承受时，神以祂百般的智慧聪明，赐人丰富
的恩典，再使人得到神在创世前为人预定的荣耀恩典。

-我们当求圣灵光照，使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真认识神；知
道我们的指望；我们所得的基业的荣耀；及神向我们信的
人所显的浩大能力。

-主已经为我们（教会）赢回了万有的权柄！教会是主的
身体，是祂所充满的











提摩太后书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
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在神面前，圣洁没有瑕疵，成为神的儿子）



出埃及记14章

• 8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
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 ………………………………

• 13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
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 14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士师记3：30

•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国中太平八十年。

•士师记5：31

•耶和华阿，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
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

•士师记8：28

•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
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



箴言16：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
他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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