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



除除除除了了了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子子子

沒沒沒沒有人升過有人升過有人升過有人升過天天天天
摩摩摩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西在曠野怎樣舉西在曠野怎樣舉西在曠野怎樣舉蛇蛇蛇蛇
人人人人子也必照樣被舉子也必照樣被舉子也必照樣被舉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約約約約 3:15 )3:15 )3:15 )3:15 )((((約約約約 3:15 )3:15 )3:15 )3:15 )

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從天降下從天降下從天降下從天降下))))

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不至滅亡不至滅亡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
((((約約約約 3:163:163:163:16))))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必定不餓必定不餓必定不餓。。。。信我的信我的信我的信我的，，，，永遠不渴永遠不渴永遠不渴永遠不渴。。。。

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我總不丟棄他我總不丟棄他我總不丟棄他。。。。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

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差我來者的意思差我來者的意思差我來者的意思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就是他所賜給我的，，，，
叫一個也不失落叫一個也不失落叫一個也不失落叫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在末日卻叫他復活在末日卻叫他復活在末日卻叫他復活。（約 6:35-39）

這這這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約 6:58）



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寻找甚么寻找甚么寻找甚么寻找甚么？？？？

我们要甚么我们要甚么我们要甚么我们要甚么？？？？

基督徒们要甚么基督徒们要甚么基督徒们要甚么基督徒们要甚么？？？？





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
「「「「爱爱爱爱」」」」是动机是动机是动机是动机、、、、是目的是目的是目的是目的、、、、是内容是内容是内容是内容、、、、是信息是信息是信息是信息

耶稣为着我们耶稣为着我们耶稣为着我们耶稣为着我们

一一一一、、、、从天降下从天降下从天降下从天降下
本来在天本来在天本来在天本来在天
因愛而來因愛而來因愛而來因愛而來

二二二二、、、、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
神來人间神來人间神來人间神來人间
寻找拯救寻找拯救寻找拯救寻找拯救

三三三三、、、、仍旧在天仍旧在天仍旧在天仍旧在天
不属世界不属世界不属世界不属世界
胜过世界胜过世界胜过世界胜过世界



死亡是终結死亡是终結死亡是终結死亡是终結、、、、是结束是结束是结束是结束、、、、是什么都没了是什么都没了是什么都没了是什么都没了、、、、是绝对的没希望了是绝对的没希望了是绝对的没希望了是绝对的没希望了

短暂人生受着时间的限制短暂人生受着时间的限制短暂人生受着时间的限制短暂人生受着时间的限制、、、、其实一出生其实一出生其实一出生其实一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就开始走向死亡就开始走向死亡就开始走向死亡

再多的财富再多的财富再多的财富再多的财富、、、、再高的学历和卓越成就再高的学历和卓越成就再高的学历和卓越成就再高的学历和卓越成就、、、、都在死亡面前无奈都在死亡面前无奈都在死亡面前无奈都在死亡面前无奈

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古今中外帝王將相凡夫俗子、、、、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莫不寻觅长生不死永生之道

摩西说摩西说摩西说摩西说：：：：人一生的日子不过是七十歲人一生的日子不过是七十歲人一生的日子不过是七十歲人一生的日子不过是七十歲、、、、若是强壮可到八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

但其中所矝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其中所矝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其中所矝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其中所矝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转眼成空转眼成空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便如飞而去便如飞而去便如飞而去

我们所度尽的年歲我们所度尽的年歲我们所度尽的年歲我们所度尽的年歲、、、、好似一声嘆息好似一声嘆息好似一声嘆息好似一声嘆息、、、、如水冲去如水冲去如水冲去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睡一觉如睡一觉如睡一觉

所以他向神祈祷所以他向神祈祷所以他向神祈祷所以他向神祈祷、、、、求神赐他智慧的心求神赐他智慧的心求神赐他智慧的心求神赐他智慧的心、、、、如何数算他的日子如何数算他的日子如何数算他的日子如何数算他的日子



雅各说雅各说雅各说雅各说：：：：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命、、、、如同一片云彩如同一片云彩如同一片云彩如同一片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所羅門以智慧求实态度所羅門以智慧求实态度所羅門以智慧求实态度所羅門以智慧求实态度、、、、嚐试了所有人生可以奢求的享受嚐试了所有人生可以奢求的享受嚐试了所有人生可以奢求的享受嚐试了所有人生可以奢求的享受

他的结论他的结论他的结论他的结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虛空令人厭倦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虛空令人厭倦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虛空令人厭倦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虛空令人厭倦

若没有永恒若没有永恒若没有永恒若没有永恒、、、、人与畜类无异不比獸强人与畜类无异不比獸强人与畜类无异不比獸强人与畜类无异不比獸强、、、、生死定时都归尘土生死定时都归尘土生死定时都归尘土生死定时都归尘土

神造万物神造万物神造万物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將永恒放在他们的心里又將永恒放在他们的心里又將永恒放在他们的心里又將永恒放在他们的心里

奥古斯丁说奥古斯丁说奥古斯丁说奥古斯丁说：：：：神將永恒放人心中神將永恒放人心中神將永恒放人心中神將永恒放人心中、、、、除非找到神永远不满足除非找到神永远不满足除非找到神永远不满足除非找到神永远不满足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在我裡頭在我裡頭在我裡頭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就是我肉體之中就是我肉體之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沒有良善沒有良善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故此故此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所願意的善我所願意的善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反不作我反不作我反不作。。。。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所不願意的惡我所不願意的惡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倒去作我倒去作我倒去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所不願意的惡我所不願意的惡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倒去作我倒去作我倒去作。。。。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就不是我作的就不是我作的就不是我作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

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羅羅羅羅 7:187:187:187:18----24 )24 )24 )24 )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羅羅羅羅 7:187:187:187:18----24 )24 )24 )24 )



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因行律法因行律法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稱義能在神面前稱義能在神面前稱義能在神面前稱義。。。。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
有律法和先知為證有律法和先知為證有律法和先知為證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就是神的義就是神的義就是神的義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因信耶穌基督因信耶穌基督因信耶穌基督，，，，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加給一切相信的人加給一切相信的人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並沒有分別並沒有分別並沒有分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了神的榮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了神的榮耀虧缺了神的榮耀。。。。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如今卻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就白白的稱義就白白的稱義就白白的稱義。。。。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是憑著耶穌的血是憑著耶穌的血是憑著耶穌的血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藉著人的信藉著人的信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義要顯明神的義要顯明神的義要顯明神的義。。。。
((((羅羅羅羅 3:203:203:203:20----25 )25 )25 )25 )



永生永生永生永生、、、、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永恒不灭永恒不灭永恒不灭永恒不灭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指的一定是顺着私慾憑着私心指的一定是顺着私慾憑着私心指的一定是顺着私慾憑着私心指的一定是顺着私慾憑着私心

只有随波而流效纵的自由只有随波而流效纵的自由只有随波而流效纵的自由只有随波而流效纵的自由、、、、没有行善治死私慾自我的力量没有行善治死私慾自我的力量没有行善治死私慾自我的力量没有行善治死私慾自我的力量

立志为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了

私慾怀胎生出罪來私慾怀胎生出罪來私慾怀胎生出罪來私慾怀胎生出罪來，，，，罪既长成生出死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罪罪罪罪作作作作王是王是王是王是叫叫叫叫人死人死人死人死

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賜賜賜賜下下下下祂独祂独祂独祂独生子生子生子生子，，，，叫叫叫叫凡信凡信凡信凡信祂祂祂祂的不的不的不的不致致致致灭亡灭亡灭亡灭亡反反反反得永生得永生得永生得永生

主主主主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我是好我是好我是好我是好牧牧牧牧人人人人、、、、要要要要叫叫叫叫人得生命人得生命人得生命人得生命、、、、並且並且並且並且得的得的得的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更丰盛更丰盛

我是从天我是从天我是从天我是从天上上上上降下来的降下来的降下来的降下来的粮粮粮粮，，，，信我的信我的信我的信我的、、、、必必必必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餓餓餓餓、、、、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渴渴渴渴

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將天將天將天將天上真糧賜上真糧賜上真糧賜上真糧賜给信给信给信给信祂祂祂祂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成为天成为天成为天成为天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国民国民国民国民，，，，而而而而且恩上加恩且恩上加恩且恩上加恩且恩上加恩得着天得着天得着天得着天上上上上各各各各样样样样属属属属灵灵灵灵的的的的福气福气福气福气



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人若人若人若人若赚赚赚赚得得得得全全全全世界世界世界世界赔上赔上赔上赔上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生命有的生命有的生命有的生命有甚甚甚甚么么么么益处呢益处呢益处呢益处呢？？？？

主主主主耶稣说的是耶稣说的是耶稣说的是耶稣说的是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永永永永遠遠遠遠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

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虽然虽然虽然虽然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也必复活也必复活也必复活也必复活，，，，那活那活那活那活着信我的人着信我的人着信我的人着信我的人必必必必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永远不死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虽然虽然虽然虽然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也必复活也必复活也必复活也必复活，，，，那活那活那活那活着信我的人着信我的人着信我的人着信我的人必必必必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永远不死

保保保保羅说羅说羅说羅说：：：：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藉藉藉藉着死着死着死着死把把把把死死死死废废废废去將不去將不去將不去將不能朽坏能朽坏能朽坏能朽坏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彰显岀彰显岀彰显岀彰显岀來來來來

死的死的死的死的毒鈎毒鈎毒鈎毒鈎就是罪就是罪就是罪就是罪、、、、但但但但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使使使使我们不再死我们不再死我们不再死我们不再死

祂也祂也祂也祂也为我们为我们为我们为我们称义复活称义复活称义复活称义复活了了了了，，，，使使使使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脱离脱离脱离脱离罪和死与罪和死与罪和死与罪和死与祂祂祂祂一同一同一同一同复活复活复活复活

若有人在若有人在若有人在若有人在基督基督基督基督里他就是里他就是里他就是里他就是新新新新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旧事已过都旧事已过都旧事已过都变变变变成成成成新新新新的了的了的了的了



約翰福音主約翰福音主約翰福音主約翰福音主題題題題之一就是講之一就是講之一就是講之一就是講 「「「「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

1.1.1.1. 講到永恆的生命講到永恆的生命講到永恆的生命講到永恆的生命

2.2.2.2. 講如何得到生命講如何得到生命講如何得到生命講如何得到生命

不死不死不死不死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 ---- 永生永生永生永生

3.3.3.3. 講更豐盛的生命講更豐盛的生命講更豐盛的生命講更豐盛的生命

4.4.4.4. 不住更新的生命不住更新的生命不住更新的生命不住更新的生命

5.5.5.5. 多結善果的生命多結善果的生命多結善果的生命多結善果的生命

6.6.6.6. 更講到生命的主更講到生命的主更講到生命的主更講到生命的主



救救救救恩恩恩恩是出是出是出是出於於於於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在在在在乎乎乎乎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為為為為罪人死罪人死罪人死罪人死、、、、使使使使信信信信祂祂祂祂的不再死的不再死的不再死的不再死

在神的在神的在神的在神的完全圣洁公义荣耀完全圣洁公义荣耀完全圣洁公义荣耀完全圣洁公义荣耀前前前前、、、、世世世世上上上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义义义义人人人人，，，，一一一一个个个个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必须必须必须必须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必需必需必需必需在人在人在人在人性性性性中來中來中來中來体恤体恤体恤体恤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软弱软弱软弱软弱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必须必须必须必须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必需必需必需必需在人在人在人在人性性性性中來中來中來中來体恤体恤体恤体恤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软弱软弱软弱软弱

耶稣是从天降下耶稣是从天降下耶稣是从天降下耶稣是从天降下，，，，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充分充分充分充分满满的有满满的有满满的有满满的有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有有有有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祂祂祂祂是神在肉身是神在肉身是神在肉身是神在肉身显現显現显現显現，，，，帶帶帶帶着神着神着神着神独独独独生子的生子的生子的生子的荣荣荣荣光光光光、、、、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仍旧在天仍旧在天仍旧在天仍旧在天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原來那為萬物所屬原來那為萬物所屬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為萬物所本的為萬物所本的為萬物所本的，，，，
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使救他們的元帥使救他們的元帥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因受苦難得以完全因受苦難得以完全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本是合宜的本是合宜的本是合宜的。。。。

((((來來來來 2:10 )2:10 )2:10 )2:10 )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基督在肉體的時候基督在肉體的時候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既大聲哀哭既大聲哀哭既大聲哀哭，，，，
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就因他的虔誠就因他的虔誠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蒙了應允蒙了應允蒙了應允。。。。
他雖然為兒子他雖然為兒子他雖然為兒子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就為凡順從他的人就為凡順從他的人就為凡順從他的人，，，，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次次次稱他為大祭稱他為大祭稱他為大祭稱他為大祭司司司司。。。。

((((來來來來 5:75:75:75:7----10 )10 )10 )10 )



我們既然有一我們既然有一我們既然有一我們既然有一位位位位已經升已經升已經升已經升入高入高入高入高天天天天尊尊尊尊榮的大祭榮的大祭榮的大祭榮的大祭司司司司，，，，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便當持便當持便當持定所定所定所定所承認承認承認承認的道的道的道的道。。。。

惟惟惟惟獨獨獨獨見見見見那成為那成為那成為那成為((((暫暫暫暫時時時時))))比比比比天使天使天使天使小小小小一一一一點點點點的耶穌的耶穌的耶穌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因為受死的苦因為受死的苦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就得了就得了就得了尊貴尊貴尊貴尊貴榮耀為榮耀為榮耀為榮耀為冠冕冠冕冠冕冠冕
叫他因著神的恩叫他因著神的恩叫他因著神的恩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為人人為人人為人人嘗嘗嘗嘗了死了死了死了死味味味味

((((來來來來 2:9 )2:9 )2:9 )2:9 )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便當持便當持便當持定所定所定所定所承認承認承認承認的道的道的道的道。。。。
因我們的大祭因我們的大祭因我們的大祭因我們的大祭司司司司，，，，並並並並非非非非不能體不能體不能體不能體恤恤恤恤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軟弱軟弱軟弱軟弱。。。。
他也他也他也他也曾曾曾曾凡凡凡凡事事事事受過受過受過受過試探試探試探試探，，，，與與與與我們一樣我們一樣我們一樣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只是他沒有犯罪只是他沒有犯罪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所以我們只所以我們只所以我們只管坦管坦管坦管坦然然然然無懼無懼無懼無懼的的的的，，，，來來來來到到到到施施施施恩的恩的恩的恩的寶座寶座寶座寶座前前前前，，，，
為要得為要得為要得為要得憐恤憐恤憐恤憐恤，，，，蒙恩蒙恩蒙恩蒙恩惠惠惠惠作作作作隨隨隨隨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來來來來 4:144:144:144:14----16 )16 )16 )16 )



并且并且并且并且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也也也也因因因因圣灵重圣灵重圣灵重圣灵重生生生生、、、、力力力力上加上加上加上加力力力力、、、、得以胜过肉得以胜过肉得以胜过肉得以胜过肉体体体体的的的的情情情情慾慾慾慾

可以不再可以不再可以不再可以不再活活活活在罪中在罪中在罪中在罪中、、、、死在罪里死在罪里死在罪里死在罪里，，，，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因信得生、、、、成为成为成为成为新新新新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

与与与与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同死同死同死同死、、、、同同同同葬葬葬葬、、、、同同同同复活复活复活复活、、、、同同同同坐坐坐坐天天天天上上上上，，，，得着得着得着得着圣灵圣灵圣灵圣灵为憑为憑为憑为憑据据据据

得到不得到不得到不得到不能朽坏能朽坏能朽坏能朽坏、、、、不不不不能衰残能衰残能衰残能衰残、、、、不不不不能沾污能沾污能沾污能沾污、、、、存留存留存留存留在天在天在天在天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基业基业基业基业

圣圣圣圣经要信经要信经要信经要信徒徒徒徒「「「「求求求求上上上上面的面的面的面的亊亊亊亊」，」，」，」，那那那那里有耶稣里有耶稣里有耶稣里有耶稣基督坐基督坐基督坐基督坐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右边右边右边右边

要要要要思想上思想上思想上思想上面的面的面的面的亊亊亊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思想地上思想地上思想地上思想地上的的的的亊亊亊亊，，，，我们已与我们已与我们已与我们已与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同死同死同死同死

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一同一同一同一同藏藏藏藏在神里面在神里面在神里面在神里面，，，，要治死要治死要治死要治死肢体棄肢体棄肢体棄肢体棄绝绝绝绝恶毒恶毒恶毒恶毒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祂显祂显祂显祂显现时现时现时现时也也也也一同一同一同一同显显显显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荣耀荣耀荣耀荣耀里里里里



豈豈豈豈不知我們這受洗不知我們這受洗不知我們這受洗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歸入歸入歸入基督耶穌的基督耶穌的基督耶穌的基督耶穌的人人人人
是受洗是受洗是受洗是受洗歸入歸入歸入歸入祂的死祂的死祂的死祂的死麼麼麼麼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藉著洗我們藉著洗我們藉著洗我們藉著洗禮歸入禮歸入禮歸入禮歸入死死死死，，，，和祂一和祂一和祂一和祂一同埋同埋同埋同埋葬葬葬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動動動有新生的樣有新生的樣有新生的樣有新生的樣式式式式
像像像像基督藉著基督藉著基督藉著基督藉著父父父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形狀形狀形狀上上上上與與與與他他他他聯聯聯聯合合合合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形狀形狀形狀上上上上與與與與他他他他聯聯聯聯合合合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也要在他復活的也要在他復活的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形狀形狀形狀上上上上與與與與他他他他聯聯聯聯合合合合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同釘十字架同釘十字架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使罪身滅使罪身滅使罪身滅絕絕絕絕
叫叫叫叫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我們不再再再再作罪的作罪的作罪的作罪的奴奴奴奴僕僕僕僕

因為已死的人因為已死的人因為已死的人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是脫離了罪是脫離了罪是脫離了罪。。。。
我們若是我們若是我們若是我們若是與與與與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同同同同死死死死，，，，就信必就信必就信必就信必與與與與他他他他同同同同活活活活。。。。



就如罪作就如罪作就如罪作就如罪作王王王王叫人死叫人死叫人死叫人死，，，，
照樣照樣照樣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恩典也藉著義作恩典也藉著義作恩典也藉著義作王王王王，，，，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耶穌被耶穌被耶穌被耶穌被交交交交給人給人給人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是為我們的過犯是為我們的過犯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羅羅羅羅 4:25) 4:25) 4:25) 4:25) 

然然然然而而而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靈靈靈，，，，若住在若住在若住在若住在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心心心心裡裡裡裡，，，，
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也必藉著住在也必藉著住在也必藉著住在也必藉著住在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心心心心裡的裡的裡的裡的聖靈聖靈聖靈聖靈，，，，
使使使使你你你你們必死的身體們必死的身體們必死的身體們必死的身體又又又又活過來活過來活過來活過來。。。。

((((羅羅羅羅 8:11 )8:11 )8:11 )8:11 )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羅羅羅羅 5:21 )5:21 )5:21 )5:21 )



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信祂的人信祂的人信祂的人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被定罪不被定罪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罪已經定了罪已經定了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名名名

((((約約約約 3:133:133:133:13----18 )18 )18 )18 )

除祂以外除祂以外除祂以外除祂以外，，，，別別別別無拯無拯無拯無拯救救救救
因為在天下人因為在天下人因為在天下人因為在天下人間間間間
沒有賜下別的沒有賜下別的沒有賜下別的沒有賜下別的名名名名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可可可可以靠著得救以靠著得救以靠著得救以靠著得救

((((徒徒徒徒 4:12)4:12)4:12)4:12)

((((約約約約 3:133:133:133:13----18 )18 )18 )18 )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我我我我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在在的告在在的告在在的告在在的告訴你訴你訴你訴你們們們們，，，，
那從天上來的糧那從天上來的糧那從天上來的糧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不是摩西賜給不是摩西賜給不是摩西賜給你你你你們的們的們的們的，，，，
乃是我乃是我乃是我乃是我父父父父將天上的真糧賜給將天上的真糧賜給將天上的真糧賜給將天上的真糧賜給你你你你們們們們。。。。

因為神的糧因為神的糧因為神的糧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界界界的的的的。。。。
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主阿主阿主阿主阿，，，，常常常常將這糧賜給我們將這糧賜給我們將這糧賜給我們將這糧賜給我們。。。。

((((約約約約 6:326:326:326:32----34 )34 )34 )34 )

猶太猶太猶太猶太人因為耶穌說人因為耶穌說人因為耶穌說人因為耶穌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就就就就私私私私下下下下議論議論議論議論他他他他。。。。
說說說說，，，，這不是約這不是約這不是約這不是約瑟瑟瑟瑟的兒子耶穌的兒子耶穌的兒子耶穌的兒子耶穌麼麼麼麼。。。。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豈豈豈豈不不不不認認認認得得得得麼麼麼麼。。。。
他如今怎他如今怎他如今怎他如今怎麼麼麼麼說說說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約約約約 6:16:16:16:1----434 )434 )434 )434 )



我我我我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在在的告在在的告在在的告在在的告訴你訴你訴你訴你們們們們，，，，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

你你你你們的們的們的們的祖宗祖宗祖宗祖宗在曠野吃過在曠野吃過在曠野吃過在曠野吃過嗎哪嗎哪嗎哪嗎哪，，，，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還是死了。。。。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叫人吃了就不死叫人吃了就不死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人若吃這糧人若吃這糧人若吃這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就必永遠活著就必永遠活著就必永遠活著。。。。

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吃這個糧的人，，，，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就永遠活著，，，，
不不不不像你像你像你像你們的們的們的們的祖宗祖宗祖宗祖宗吃過吃過吃過吃過嗎哪嗎哪嗎哪嗎哪，，，，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還是死了。。。。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門徒門徒門徒門徒中有中有中有中有好些好些好些好些人人人人聽見聽見聽見聽見了了了了，，，，
就說就說就說就說，，，，這這這這話話話話甚難甚難甚難甚難，，，，誰能誰能誰能誰能聽聽聽聽呢呢呢呢。。。。
從此他從此他從此他從此他門徒門徒門徒門徒中多有中多有中多有中多有退退退退去的去的去的去的，，，，不不不不再再再再和他和他和他和他同同同同行行行行。。。。
耶穌就耶穌就耶穌就耶穌就對對對對那那那那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個個個個門徒門徒門徒門徒說說說說，，，，
你你你你們也要去們也要去們也要去們也要去麼麼麼麼。。。。
((((約約約約 6:416:416:416:41----67676767节记节记节记节记 ))))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

西門彼得回答說西門彼得回答說西門彼得回答說西門彼得回答說

主阿主阿主阿主阿，，，，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還歸從誰呢
（（（（約約約約 6:686:686:686:68））））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

復活在我復活在我復活在我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生命也在我生命也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雖然死了雖然死了雖然死了，，，，也必復活也必復活也必復活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凡活著信我的人凡活著信我的人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必永遠不死必永遠不死必永遠不死
((((約約約約 11:2511:2511:2511:25----26)26)26)26)



不要在有不要在有不要在有不要在有限限限限中中中中尋找無限尋找無限尋找無限尋找無限

在在在在墮墮墮墮落人落人落人落人性性性性中中中中尋找答案尋找答案尋找答案尋找答案

修修補補修修補補修修補補修修補補還是還是還是還是徒徒徒徒有有有有其表其表其表其表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國國國國」」」」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愛愛愛愛」」」」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愛子愛子愛子愛子」」」」
加上加上加上加上「「「「永恆的生命永恆的生命永恆的生命永恆的生命」」」」是主給是主給是主給是主給慕慕慕慕道者道者道者道者的回的回的回的回答答答答和要求和要求和要求和要求

出出出出於於於於肉身只能肉身只能肉身只能肉身只能假冒僞假冒僞假冒僞假冒僞善善善善

你你你你們必們必們必們必須重須重須重須重生從上生從上生從上生從上而而而而生生生生

仰望仰望仰望仰望被舉起被舉起被舉起被舉起的的的的救主救主救主救主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藉著藉著藉著藉著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更新進更新進更新進更新進入入入入神神神神國國國國

得著不能得著不能得著不能得著不能朽壞朽壞朽壞朽壞的的的的新新新新永生永生永生永生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們們們們，，，，我如今我如今我如今我如今把把把把先前所先前所先前所先前所傳傳傳傳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的福音們的福音們的福音們的福音，，，，
告告告告訴你訴你訴你訴你們知道們知道們知道們知道，，，，這福音這福音這福音這福音你你你你們也領受了們也領受了們也領受了們也領受了，，，，

又又又又靠著靠著靠著靠著站站站站立得住立得住立得住立得住。。。。並並並並且你且你且你且你們若不是們若不是們若不是們若不是徒徒徒徒然相信然相信然相信然相信，，，，
能以能以能以能以持守持守持守持守我所我所我所我所傳傳傳傳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的們的們的們的，，，，就就就就必因這福音得救必因這福音得救必因這福音得救必因這福音得救。。。。

當當當當日所領受日所領受日所領受日所領受又傳又傳又傳又傳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的們的們的們的((((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就是基督照就是基督照就是基督照就是基督照聖聖聖聖經所說經所說經所說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為我們的罪死了為我們的罪死了為我們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而且埋葬而且埋葬而且埋葬了了了了。。。。而且埋葬而且埋葬而且埋葬而且埋葬了了了了。。。。
又又又又照照照照聖聖聖聖經所說經所說經所說經所說，，，，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天復活了天復活了天復活了天復活了。。。。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5:115:115:115:1----34 )34 )34 )34 )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成為成為成為睡睡睡睡了之人了之人了之人了之人初熟初熟初熟初熟的果子的果子的果子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死既是因一人死既是因一人死既是因一人而而而而來來來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而而而來來來來

在在在在亞當亞當亞當亞當裡裡裡裡眾眾眾眾人都死了人都死了人都死了人都死了
照樣照樣照樣照樣，，，，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在基督裡眾眾眾眾人也都要復人也都要復人也都要復人也都要復。。。。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5:2015:2015:2015:20----22222222 ))))



信心的回應信心的回應信心的回應信心的回應::::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不至滅亡不至滅亡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

凡凡凡凡接待接待接待接待祂的祂的祂的祂的，，，，就是信祂就是信祂就是信祂就是信祂名名名名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祂就賜他們祂就賜他們祂就賜他們祂就賜他們權柄權柄權柄權柄，，，，作神的兒作神的兒作神的兒作神的兒女女女女。。。。 ((((約約約約 1:12)1:12)1:12)1:12)

認識你認識你認識你認識你獨一的真神獨一的真神獨一的真神獨一的真神，，，，並並並並且認識你且認識你且認識你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所差來的耶穌基督所差來的耶穌基督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這就是永生這就是永生這就是永生 ((((約約約約 17:3)17:3)17:3)17:3)

若有人在基督裡若有人在基督裡若有人在基督裡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他就是新他就是新他就是新造造造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舊舊舊舊事事事事已過已過已過已過，，，，都都都都變變變變成新的了成新的了成新的了成新的了。。。。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5:17)5:17)5:17)5:17)



信靠耶穌信靠耶穌信靠耶穌信靠耶穌、、、、高舉高舉高舉高舉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接受救恩接受救恩接受救恩接受救恩、、、、不再定罪不再定罪不再定罪不再定罪

與主同死與主同死與主同死與主同死、、、、不再犯罪不再犯罪不再犯罪不再犯罪

一一一一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不再死亡不再死亡不再死亡不再死亡

重生得救重生得救重生得救重生得救、、、、得進神國得進神國得進神國得進神國

成為新人成為新人成為新人成為新人、、、、作神兒女作神兒女作神兒女作神兒女

高舉基督高舉基督高舉基督高舉基督、、、、與主同活與主同活與主同活與主同活



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我们來教会為了什么？？？？寻找甚么寻找甚么寻找甚么寻找甚么？？？？

我们要甚么我们要甚么我们要甚么我们要甚么？？？？

基督徒们要甚么基督徒们要甚么基督徒们要甚么基督徒们要甚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