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請聽我的話請聽我的話請聽我的話

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
奇事奇事奇事奇事，，，，神蹟神蹟神蹟神蹟，，，，將祂證明出來將祂證明出來將祂證明出來將祂證明出來，，，，
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祂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祂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祂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祂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被交與人被交與人被交與人，，，，
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
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祂復活叫祂復活叫祂復活叫祂復活。。。。
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因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



大衛指著祂說大衛指著祂說大衛指著祂說大衛指著祂說::::

『『『『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祂在我右邊祂在我右邊祂在我右邊祂在我右邊，，，，
叫我不至於搖動叫我不至於搖動叫我不至於搖動叫我不至於搖動。。。。

所以我心裡歡喜所以我心裡歡喜所以我心裡歡喜所以我心裡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
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必叫我因見你的面，，，，

得著滿足的快樂得著滿足的快樂得著滿足的快樂得著滿足的快樂。。。。((((徒徒徒徒 2222：：：：22222222----28282828))))



上星期講到上星期講到上星期講到上星期講到「「「「滿足的喜樂滿足的喜樂滿足的喜樂滿足的喜樂」，」，」，」，引用舊約詩篇十六篇引用舊約詩篇十六篇引用舊約詩篇十六篇引用舊約詩篇十六篇

這星期要講這星期要講這星期要講這星期要講「「「「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引用新約行傳第二章引用新約行傳第二章引用新約行傳第二章引用新約行傳第二章

兩處經文以兩處經文以兩處經文以兩處經文以「「「「大衛的預言大衛的預言大衛的預言大衛的預言」，」，」，」，引出耶穌就是彌賽亞引出耶穌就是彌賽亞引出耶穌就是彌賽亞引出耶穌就是彌賽亞

講到耶穌是講到耶穌是講到耶穌是講到耶穌是「「「「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講到耶穌是講到耶穌是講到耶穌是講到耶穌是「「「「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受苦的僕人」，」，」，」，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要為我們受死上十架

講明耶穌是講明耶穌是講明耶穌是講明耶穌是「「「「復活的基督復活的基督復活的基督復活的基督」，」，」，」，不撇在陰間不見朽壞不撇在陰間不見朽壞不撇在陰間不見朽壞不撇在陰間不見朽壞

祂已經坐在祂已經坐在祂已經坐在祂已經坐在「「「「榮耀的寶座榮耀的寶座榮耀的寶座榮耀的寶座」，」，」，」，被神立為主為基督了被神立為主為基督了被神立為主為基督了被神立為主為基督了

勸眾人接受勸眾人接受勸眾人接受勸眾人接受「「「「赥罪的救恩赥罪的救恩赥罪的救恩赥罪的救恩」，」，」，」，悔改歸正受洗而得救悔改歸正受洗而得救悔改歸正受洗而得救悔改歸正受洗而得救

就必要領受就必要領受就必要領受就必要領受「「「「應許的聖靈應許的聖靈應許的聖靈應許的聖靈」，」，」，」，可以得著屬天的基業可以得著屬天的基業可以得著屬天的基業可以得著屬天的基業



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我將耶和華
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我便不至搖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

『『『『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

祂在我右邊祂在我右邊祂在我右邊祂在我右邊，，，，

叫我不至於搖動叫我不至於搖動叫我不至於搖動叫我不至於搖動。。。。

所以我心裡歡喜所以我心裡歡喜所以我心裡歡喜所以我心裡歡喜，，，，

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我的靈快樂

並且我的肉身並且我的肉身並且我的肉身並且我的肉身

要安居在指望中要安居在指望中要安居在指望中要安居在指望中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
在陰間在陰間在陰間在陰間。。。。在陰間在陰間在陰間在陰間。。。。
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16:816:816:816:816:816:816:816:8--------11)11)11)11)11)11)11)11)

要安居在指望中要安居在指望中要安居在指望中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
陰陰陰陰間間間間，，，，也也也也不叫你的聖者不叫你的聖者不叫你的聖者不叫你的聖者

見朽壞見朽壞見朽壞見朽壞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必叫我因見你的面

得著滿足的快樂得著滿足的快樂得著滿足的快樂得著滿足的快樂。。。。』』』』
((((徒徒徒徒 2:252:252:252:25----28)28)28)28)



行傳第二章清楚的指出什麼是真正行傳第二章清楚的指出什麼是真正行傳第二章清楚的指出什麼是真正行傳第二章清楚的指出什麼是真正「「「「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這個生命是神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而白白賜下這個生命是神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而白白賜下這個生命是神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而白白賜下這個生命是神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而白白賜下

若不藉著耶穌的救贖若不藉著耶穌的救贖若不藉著耶穌的救贖若不藉著耶穌的救贖，，，，人只能在罪的權勢下被捆綁人只能在罪的權勢下被捆綁人只能在罪的權勢下被捆綁人只能在罪的權勢下被捆綁

無論是追求甚麼無論是追求甚麼無論是追求甚麼無論是追求甚麼、、、、其實到頭都是空其實到頭都是空其實到頭都是空其實到頭都是空、、、、都沒什麼留下都沒什麼留下都沒什麼留下都沒什麼留下

聖經清楚的指明聖經清楚的指明聖經清楚的指明聖經清楚的指明、、、、我們當如何走上這條生命的道路我們當如何走上這條生命的道路我們當如何走上這條生命的道路我們當如何走上這條生命的道路

如何在這條道路上不住的成長成熟如何在這條道路上不住的成長成熟如何在這條道路上不住的成長成熟如何在這條道路上不住的成長成熟、、、、直到結出果子直到結出果子直到結出果子直到結出果子



一一一一、、、、神差愛子完成救贖神差愛子完成救贖神差愛子完成救贖神差愛子完成救贖,,,,使我們可以使我們可以使我們可以使我們可以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
走上走上走上走上「「「「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二二二二、、、、這條路是又新又活的聖路這條路是又新又活的聖路這條路是又新又活的聖路這條路是又新又活的聖路、、、、將蒙贖的人將蒙贖的人將蒙贖的人將蒙贖的人、、、、
引我們到神面前引我們到神面前引我們到神面前引我們到神面前

三三三三、、、、這是一條活出耶穌復活生命的這是一條活出耶穌復活生命的這是一條活出耶穌復活生命的這是一條活出耶穌復活生命的成聖成聖成聖成聖之路之路之路之路、、、、
有吞滅死亡無窮生命之大能有吞滅死亡無窮生命之大能有吞滅死亡無窮生命之大能有吞滅死亡無窮生命之大能

四四四四、、、、生命的道路上的人生命的道路上的人生命的道路上的人生命的道路上的人、、、、必然會不住成長必然會不住成長必然會不住成長必然會不住成長、、、、
按時侯結出好果子按時侯結出好果子按時侯結出好果子按時侯結出好果子榮耀神榮耀神榮耀神榮耀神



一一一一、、、、人生的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

二二二二、、、、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二二二二、、、、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三三三三、、、、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



人從呱呱墜地人從呱呱墜地人從呱呱墜地人從呱呱墜地、、、、還不會走還不會走還不會走還不會走，，，，就開始走他人生的道路就開始走他人生的道路就開始走他人生的道路就開始走他人生的道路

轉眼多少寒暑轉眼多少寒暑轉眼多少寒暑轉眼多少寒暑、、、、躺在床上躺在床上躺在床上躺在床上、、、、走到他人生之路的盡頭走到他人生之路的盡頭走到他人生之路的盡頭走到他人生之路的盡頭

其間之路多崎嶇其間之路多崎嶇其間之路多崎嶇其間之路多崎嶇、、、、多山多谷多山多谷多山多谷多山多谷、、、、篳路藍縷篳路藍縷篳路藍縷篳路藍縷、、、、尋找正路尋找正路尋找正路尋找正路

一一一一、、、、人生的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

其間之路多坎坷其間之路多坎坷其間之路多坎坷其間之路多坎坷、、、、汲汲營營汲汲營營汲汲營營汲汲營營、、、、流淚流汗流淚流汗流淚流汗流淚流汗、、、、打拼出路打拼出路打拼出路打拼出路

人生之路多無奈人生之路多無奈人生之路多無奈人生之路多無奈、、、、多有憂患多有憂患多有憂患多有憂患、、、、生不由我生不由我生不由我生不由我、、、、死不能免死不能免死不能免死不能免

人生之路多意外人生之路多意外人生之路多意外人生之路多意外、、、、多病多災多病多災多病多災多病多災、、、、朝不保夕朝不保夕朝不保夕朝不保夕、、、、禍福無常禍福無常禍福無常禍福無常

有一條路有一條路有一條路有一條路、、、、人以為正人以為正人以為正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箴箴箴箴 14141414：：：：12121212，，，，，，，，16161616：：：：25252525））））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都都都都想要走想要走想要走想要走 卻卻卻卻常常常常有有有有人人人人走走走走上上上上

康莊大道康莊大道康莊大道康莊大道 羊羊羊羊腸小腸小腸小腸小道道道道

近近近近路路路路 遠遠遠遠路路路路

正正正正路路路路 邪邪邪邪路路路路

直直直直路路路路 彎彎彎彎路路路路、、、、岔岔岔岔路路路路、、、、十字路十字路十字路十字路

對對對對的的的的路路路路 迷迷迷迷路路路路

平平平平安的路安的路安的路安的路 臨深履薄臨深履薄臨深履薄臨深履薄的路的路的路的路平平平平安的路安的路安的路安的路 臨深履薄臨深履薄臨深履薄臨深履薄的路的路的路的路

平坦平坦平坦平坦的路的路的路的路 崎嶇山路崎嶇山路崎嶇山路崎嶇山路

善善善善人的道人的道人的道人的道 恶恶恶恶人的路人的路人的路人的路

义义义义人的路人的路人的路人的路 罪人的道罪人的道罪人的道罪人的道

找找找找門門門門路路路路、、、、有有有有退退退退路路路路 此路不此路不此路不此路不通通通通、、、、沒路沒路沒路沒路

有一條人以為正路 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那聽那聽那聽我話我話我話我話，，，，又信差又信差又信差又信差
我來者的我來者的我來者的我來者的，，，，就就就就有永生有永生有永生有永生，，，，不至於定罪不至於定罪不至於定罪不至於定罪，，，，
是已是已是已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經出死入生了經出死入生了經出死入生了。。。。
你你你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心裡心裡心裡。。。。
因因因因為他所差來的為他所差來的為他所差來的為他所差來的，，，，你你你你們不們不們不們不信信信信。。。。

不不不不肯肯肯肯到全面前到全面前到全面前到全面前、、、、就是沒有生命的宗教就是沒有生命的宗教就是沒有生命的宗教就是沒有生命的宗教

因因因因為他所差來的為他所差來的為他所差來的為他所差來的，，，，你你你你們不們不們不們不信信信信。。。。

你你你你們查考聖們查考聖們查考聖們查考聖經經經經。。。。因你們以為內因你們以為內因你們以為內因你們以為內中有中有中有中有永生永生永生永生。。。。
給給給給我作見證的就我作見證的就我作見證的就我作見證的就是這是這是這是這經經經經。。。。

然然然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來來來
得生得生得生得生命命命命。。。。

約約約約 5:24, 385:24, 385:24, 385:24, 38----40404040



如何走上生命的道如何走上生命的道如何走上生命的道如何走上生命的道路路路路 聖經上題聖經上題聖經上題聖經上題到到到到的的的的路路路路

主為我們走十字架的路主為我們走十字架的路主為我們走十字架的路主為我們走十字架的路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 聖路聖路聖路聖路

神引導我們神引導我們神引導我們神引導我們 走義路走義路走義路走義路

谁敬畏耶和华谁敬畏耶和华谁敬畏耶和华谁敬畏耶和华 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二二二二、、、、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如黎明的光如黎明的光如黎明的光如黎明的光、、、、愈愈愈愈照愈明照愈明照愈明照愈明 義人的路義人的路義人的路義人的路

谨守训诲的谨守训诲的谨守训诲的谨守训诲的 走走走走在生命的道上在生命的道上在生命的道上在生命的道上

我要作一件新事我要作一件新事我要作一件新事我要作一件新事 在旷野开道路在旷野开道路在旷野开道路在旷野开道路

要舍弃愚蒙要舍弃愚蒙要舍弃愚蒙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就得存活就得存活就得存活 走走走走光明的道光明的道光明的道光明的道

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你的眼你的眼你的眼你的眼目要目要目要目要喜悦我的道路喜悦我的道路喜悦我的道路喜悦我的道路

看在我里面有甚么恶行没有看在我里面有甚么恶行没有看在我里面有甚么恶行没有看在我里面有甚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守义人的路守义人的路守义人的路



聖經上聖經上聖經上聖經上列舉列舉列舉列舉了許多的路了許多的路了許多的路了許多的路、、、、不不不不同同同同於一於一於一於一般般般般的人生之路的人生之路的人生之路的人生之路

這這這這些些些些路的路的路的路的共同特點共同特點共同特點共同特點，，，，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使使使使人從死亡得生命之路人從死亡得生命之路人從死亡得生命之路人從死亡得生命之路

人人人人自限自限自限自限於有於有於有於有限限限限、、、、又又又又受受受受限限限限於文於文於文於文化化化化、、、、很難很難很難很難改改改改變世界觀變世界觀變世界觀變世界觀

除非除非除非除非接接接接觸觸觸觸了永了永了永了永恆恆恆恆、、、、除非認識除非認識除非認識除非認識了真神了真神了真神了真神、、、、無無無無法法法法走上走上走上走上去去去去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對對對對罪罪罪罪及及及及死亡的死亡的死亡的死亡的教訓教訓教訓教訓、、、、並不並不並不並不容易讓容易讓容易讓容易讓一一一一般般般般人接受人接受人接受人接受聖經聖經聖經聖經對對對對罪罪罪罪及及及及死亡的死亡的死亡的死亡的教訓教訓教訓教訓、、、、並不並不並不並不容易讓容易讓容易讓容易讓一一一一般般般般人接受人接受人接受人接受

私慾懷胎私慾懷胎私慾懷胎私慾懷胎、、、、生出罪生出罪生出罪生出罪來來來來；；；；罪罪罪罪既既既既長成長成長成長成、、、、生出生出生出生出「「「「死死死死」」」」來來來來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犯犯犯犯罪的罪的罪的罪的、、、、都是罪的都是罪的都是罪的都是罪的奴奴奴奴僕僕僕僕、、、、也都也都也都也都臥臥臥臥在在在在撒旦撒旦撒旦撒旦手中手中手中手中

世世世世人都人都人都人都犯犯犯犯了罪了罪了罪了罪、、、、罪的罪的罪的罪的工價工價工價工價就是死就是死就是死就是死、、、、必受必受必受必受「「「「審判審判審判審判」」」」

除除除除了罪得赥免了罪得赥免了罪得赥免了罪得赥免、、、、脫離撒旦脫離撒旦脫離撒旦脫離撒旦權勢權勢權勢權勢、、、、才才才才能能能能夠夠夠夠免免免免去去去去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

因耶穌的十架流血捨命救恩因耶穌的十架流血捨命救恩因耶穌的十架流血捨命救恩因耶穌的十架流血捨命救恩

背負擔當了我們眾人的罪孽背負擔當了我們眾人的罪孽背負擔當了我們眾人的罪孽背負擔當了我們眾人的罪孽

代替我們承受神的審判刑罰代替我們承受神的審判刑罰代替我們承受神的審判刑罰代替我們承受神的審判刑罰

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賜給我們悔改的心赥罪的恩

我們得以因信稱義與神和好我們得以因信稱義與神和好我們得以因信稱義與神和好我們得以因信稱義與神和好

得以走上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得以走上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得以走上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得以走上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這是以賽亞預言的那條聖路這是以賽亞預言的那條聖路這是以賽亞預言的那條聖路這是以賽亞預言的那條聖路

走在其上的人絕不至於迷路走在其上的人絕不至於迷路走在其上的人絕不至於迷路走在其上的人絕不至於迷路



耶穌藉著十架耶穌藉著十架耶穌藉著十架耶穌藉著十架、、、、也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也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也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也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

釋放所有因怕死而作奴僕的人得到自由釋放所有因怕死而作奴僕的人得到自由釋放所有因怕死而作奴僕的人得到自由釋放所有因怕死而作奴僕的人得到自由

信祂的人都已經出死入生得到新的生命信祂的人都已經出死入生得到新的生命信祂的人都已經出死入生得到新的生命信祂的人都已經出死入生得到新的生命

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從神而來不能朽壞不會衰殘永恆的生命

基基基基督已經復活督已經復活督已經復活督已經復活、、、、生命的道路已經指明了生命的道路已經指明了生命的道路已經指明了生命的道路已經指明了

信而受洗的人都可以得著神應許的聖靈信而受洗的人都可以得著神應許的聖靈信而受洗的人都可以得著神應許的聖靈信而受洗的人都可以得著神應許的聖靈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其路之中其路之中其路之中、、、、并无死亡并无死亡并无死亡并无死亡
((((箴箴箴箴 12:2812:2812:2812:28))))



在生命的道路上成長在生命的道路上成長在生命的道路上成長在生命的道路上成長 經文及提醒經文及提醒經文及提醒經文及提醒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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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藉藉藉著人的相著人的相著人的相著人的相信與悔改信與悔改信與悔改信與悔改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藉耶穌基督從死裡藉耶穌基督從死裡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復活復活復活重生了我重生了我重生了我重生了我們們們們

重生成重生成重生成重生成新新新新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人 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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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新造新造新造新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三三三三、、、、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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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新造新造新造新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舊事已過舊事已過舊事已過舊事已過，，，，都變都變都變都變成新成新成新成新的了的了的了的了。。。。

基督成形在你們心基督成形在你們心基督成形在你們心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裡裡裡 靠聖靈入門靠聖靈入門靠聖靈入門靠聖靈入門，，，，靠聖靈靠聖靈靠聖靈靠聖靈靠靠靠靠基督之基督之基督之基督之恩恩恩恩
不不不不靠肉身成靠肉身成靠肉身成靠肉身成全全全全

嬰孩嬰孩嬰孩嬰孩 你們仍是屬肉體的你們仍是屬肉體的你們仍是屬肉體的你們仍是屬肉體的。。。。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在你在你在你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們中間有嫉妒分們中間有嫉妒分們中間有嫉妒分爭爭爭爭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像才像才像才生的生的生的生的
嬰孩愛慕奶一樣嬰孩愛慕奶一樣嬰孩愛慕奶一樣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們因此漸們因此漸們因此漸們因此漸長長長長



在生命的道在生命的道在生命的道在生命的道
路上成長路上成長路上成長路上成長

經文及提醒經文及提醒經文及提醒經文及提醒

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中中中了人了人了人了人的詭計的詭計的詭計的詭計，，，，
和欺騙的法術和欺騙的法術和欺騙的法術和欺騙的法術，，，，被被被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一切異教之風搖動一切異教之風搖動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飄飄飄來飄來飄來飄來飄去去去去，，，，就隨從各樣的異就隨從各樣的異就隨從各樣的異就隨從各樣的異端端端端
單純信心單純信心單純信心單純信心、、、、生根建造生根建造生根建造生根建造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同歸同歸同歸於一於一於一於一，，，，
認認認認識神的兒子識神的兒子識神的兒子識神的兒子，，，，得以得以得以得以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滿有基滿有基滿有基滿有基
督長督長督長督長成的成的成的成的身量身量身量身量。。。。
熟練仁義的道熟練仁義的道熟練仁義的道熟練仁義的道理理理理，，，，習練得通習練得通習練得通習練得通達達達達，，，，能分辨能分辨能分辨能分辨
好好好好歹歹歹歹

成熟成熟成熟成熟 天父的修剪天父的修剪天父的修剪天父的修剪、、、、按時多結好果子按時多結好果子按時多結好果子按時多結好果子
有一百倍的有一百倍的有一百倍的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有三有三有三十倍的十倍的十倍的十倍的。。。。



在生命的道路在生命的道路在生命的道路在生命的道路
上成上成上成上成長長長長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及提醒及提醒及提醒及提醒

成聖成聖成聖成聖 人若自潔人若自潔人若自潔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脫離卑賤的事脫離卑賤的事脫離卑賤的事，，，，就就就就必作貴必作貴必作貴必作貴
重的器皿重的器皿重的器皿重的器皿，，，，成為成為成為成為聖潔聖潔聖潔聖潔，，，，合合合合乎主乎主乎主乎主用用用用，，，，
豫豫豫豫備備備備行各行各行各行各樣的樣的樣的樣的善善善善事事事事

得得得得榮榮榮榮耀耀耀耀 你你你你们们们们多多多多结结结结果子果子果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我父就因此得我父就因此得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得得得得榮榮榮榮耀耀耀耀 你你你你们们们们多多多多结结结结果子果子果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我父就因此得我父就因此得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荣耀荣耀荣耀、、、、
你你你你们也们也们也们也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门门门门徒了徒了徒了徒了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和他一同和他一同和他一同和他一同受苦受苦受苦受苦、、、、
也也也也必和他一同得必和他一同得必和他一同得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荣耀荣耀荣耀

豐豐富富豐豐富富豐豐富富豐豐富富的的的的
進進進進入神的入神的入神的入神的國國國國

若若若若充充足足充充足足充充足足充充足足的有的有的有的有這幾這幾這幾這幾樣樣樣樣::::
((((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德德德德行行行行，，，，知知知知識識識識，，，，節制節制節制節制，，，，忍耐忍耐忍耐忍耐，，，，
虔虔虔虔敬敬敬敬，，，，愛愛愛愛弟兄弟兄弟兄弟兄的的的的，，，，心愛眾人的心心愛眾人的心心愛眾人的心心愛眾人的心))))



一一一一、、、、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
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我們

二二二二、、、、基督從死里復活了基督從死里復活了基督從死里復活了基督從死里復活了::::
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

三三三三、、、、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升天升天升天升天得了榮耀得了榮耀得了榮耀得了榮耀::::
賜賜賜賜下下下下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聖靈

四四四四、、、、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坐坐坐坐在在在在父父父父神右邊神右邊神右邊神右邊::::
為主為基督為主為基督為主為基督為主為基督、、、、勝過仇敵勝過仇敵勝過仇敵勝過仇敵



祂既祂既祂既祂既按著神的按著神的按著神的按著神的定旨先見定旨先見定旨先見定旨先見，，，，被被被被交交交交與人與人與人與人，，，，你們就藉著你們就藉著你們就藉著你們就藉著無無無無法之人法之人法之人法之人
的的的的手手手手，，，，把祂釘把祂釘把祂釘把祂釘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殺殺殺殺了了了了。。。。 ((((徒徒徒徒 2:23)2:23)2:23)2:23)

大大大大衛既衛既衛既衛既是是是是先知先知先知先知，，，，又又又又曉曉曉曉得神得神得神得神曾向曾向曾向曾向他他他他起誓起誓起誓起誓，，，，要從他的要從他的要從他的要從他的後裔後裔後裔後裔中中中中，，，，

立立立立一一一一位位位位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寶座寶座寶座寶座上上上上，，，，就就就就豫先豫先豫先豫先看明看明看明看明這這這這事事事事，，，，講論講論講論講論基督復活基督復活基督復活基督復活說說說說::::

一一一一、、、、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我們救贖了我們

二二二二、、、、基督從死里復活了基督從死里復活了基督從死里復活了基督從死里復活了:::: 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我們與祂一同復活

立立立立一一一一位位位位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寶座寶座寶座寶座上上上上，，，，就就就就豫先豫先豫先豫先看明看明看明看明這這這這事事事事，，，，講論講論講論講論基督復活基督復活基督復活基督復活說說說說::::

祂祂祂祂的靈的靈的靈的靈魂魂魂魂，，，，不不不不撇撇撇撇在在在在陰陰陰陰間間間間，，，，祂祂祂祂肉身肉身肉身肉身，，，，也也也也不不不不見朽壞見朽壞見朽壞見朽壞。。。。

((((徒徒徒徒 2:30)2:30)2:30)2:30)

這這這這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神已經叫神已經叫神已經叫神已經叫祂祂祂祂復活了復活了復活了復活了，，，，我們都為我們都為我們都為我們都為這這這這事作事作事作事作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他他他他既既既既被神的被神的被神的被神的右手高舉右手高舉右手高舉右手高舉《《《《或或或或作他作他作他作他既高舉既高舉既高舉既高舉在神的在神的在神的在神的右邊右邊右邊右邊》》》》，，，，

又從父又從父又從父又從父受受受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了所應許的聖靈了所應許的聖靈了所應許的聖靈，，，，就就就就把把把把你們所看你們所看你們所看你們所看見見見見所所所所聽見聽見聽見聽見的的的的，，，，

澆灌下澆灌下澆灌下澆灌下來來來來。。。。 ((((徒徒徒徒 2:33)2:33)2:33)2:33)

三三三三、、、、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升天升天升天升天得了榮耀得了榮耀得了榮耀得了榮耀:::: 賜賜賜賜下下下下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聖靈所應許的聖靈



大衛並沒有大衛並沒有大衛並沒有大衛並沒有升升升升到天上到天上到天上到天上，，，，但自己說但自己說但自己說但自己說，，，，

『『『『主主主主對對對對我我我我說說說說，，，，你坐在我的右邊你坐在我的右邊你坐在我的右邊你坐在我的右邊，，，，

四四四四、、、、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基督已經坐坐坐坐在在在在父父父父神右邊神右邊神右邊神右邊::::
神神神神立立立立祂為主為基督祂為主為基督祂為主為基督祂為主為基督、、、、勝過仇敵勝過仇敵勝過仇敵勝過仇敵

『『『『主主主主對對對對我我我我說說說說，，，，你坐在我的右邊你坐在我的右邊你坐在我的右邊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等等等我我我我使使使使你你你你仇敵作仇敵作仇敵作仇敵作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腳凳腳凳腳凳腳凳。。。。

((((徒徒徒徒 2:342:342:342:34----36)36)36)36)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其路之中其路之中其路之中、、、、并无死亡并无死亡并无死亡并无死亡
((((箴箴箴箴 12:2812:2812:2812:28))))



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產業產業產業產業、、、、滿足滿足滿足滿足、、、、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產業產業產業產業、、、、滿足滿足滿足滿足、、、、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一一一一、、、、基督是我們的救贖基督是我們的救贖基督是我們的救贖基督是我們的救贖::::

但但但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是是是本乎本乎本乎本乎神神神神，，，，
神神神神又使又使又使又使他成為我們的他成為我們的他成為我們的他成為我們的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公義公義公義公義，，，，聖聖聖聖潔潔潔潔，，，，救贖救贖救贖救贖。。。。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30)1:30)1:30)1:30)((((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30)1:30)1:30)1:30)

二二二二、、、、基督是我們的基督是我們的基督是我們的基督是我們的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他在基督裡他在基督裡他在基督裡他在基督裡，，，，曾曾曾曾賜賜賜賜給給給給我們天上我們天上我們天上我們天上各樣各樣各樣各樣屬靈的福屬靈的福屬靈的福屬靈的福氣氣氣氣
((((弗弗弗弗 1:3)1:3)1:3)1:3)



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產業產業產業產業、、、、滿足滿足滿足滿足、、、、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基督要成為我們的救贖、、、、產業產業產業產業、、、、滿足滿足滿足滿足、、、、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三三三三、、、、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因為神因為神因為神因為神本性本性本性本性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的的的豐盛豐盛豐盛豐盛，，，，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形形形形有有有有體體體體的居住在基督的居住在基督的居住在基督的居住在基督
裡面裡面裡面裡面。。。。((((西西西西 2:9)2:9)2:9)2:9)

向來向來向來向來你們沒有你們沒有你們沒有你們沒有奉奉奉奉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名名名名求甚麼求甚麼求甚麼求甚麼，，，，如如如如今今今今你們求就必得你們求就必得你們求就必得你們求就必得
著著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約約約 16:24)16:24)16:24)16:24)著著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約約約 16:24)16:24)16:24)16:24)

四四四四、、、、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對對對對他他他他說說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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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信信信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雖雖雖雖然死了然死了然死了然死了，，，，也必復活也必復活也必復活也必復活。。。。
凡凡凡凡活著活著活著活著信信信信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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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約約約 11114:4:4:4:6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