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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路加福音 24:44-49

使徒行傳 28:17-31

羅馬書 1:1-6



路加福音 24:44-49

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
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
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
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
他們能明白聖經。 46 又對他們說：「照經
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
， 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48 你們就是
這些事的見證。 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
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
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使徒行傳 28:17-31

17 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
來了，就對他們說：「弟兄們，我雖沒有做
什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
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裡。
… 20 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說話。我原為以
色列人所指望的，被這鏈子捆鎖。」 21 他
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從猶太來論你的信
，也沒有弟兄到這裡來報給我們說你有什麼
不好處。 22 但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
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的。」



使徒行傳 28:17-31

23 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就有許多人到他
的寓處來。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這事
，證明神國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
，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 24 他所說的話，
有信的，有不信的 。… 30 保羅在自己所租
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
全都接待， 31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
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羅馬書 1:1-6

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
傳神的福音。 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
聖經上所應許的， 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
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4 按聖
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
的兒子。 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
，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6 其中
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SERMON

信息

6/4/17



“The Gospel in the Bible”

“聖經中的福音”



基本问题:何来?何往?意义?选择?不安缺陷?...

“世界的故事 The story of our world”?

世俗化社会: “不可能不信神”       “信神窘态”

“世界故事”: 神本 人本exclusive humanism

新儒家: 今生 (物质/自然); 实际; 实用

Modernity现代:啟蒙;共产;极权;大战;屠杀

Post-modern 后现代: 相对主义;各立山头

“日光之下所行: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Lewis: desires….made for another world.

Augustine: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O 
Lor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



圣经:真实的世界故事 (the gospel project)

安身立命,存在目的:荣耀神 (Westminster)

诗19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出40 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荣光就充满帐幕

代下 5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赛6 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他荣光充满全地!

赛11那日,耶西根:万民..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约1道成肉身,住在..见过他荣光,…独生子荣光.

启21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地上君王必将自己荣耀
归于那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圣经: 神故事/世界故事 (创造,墮落救赎,荣耀)

66本/不同作者,年代:神(提后3:16) 主角?主题?

罗1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
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福音故事: “好消息…有福了” (诗1; 太5)

旧约(应许)使28以色列所指望…& 新约(实现)

主角:耶稣基督&主题:君王国度 (大卫/神儿子)

使28从早到晚,..证明神的国,引摩西律法,先知
书,以耶稣的事劝勉…放胆传讲神的国,将主
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The Return of the King)

启11第七天使吹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
督的国,他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神国的降临)



圣经福音故事:主角:耶稣主题:神国/结构:圣约

五经(创-申):创世-迦南边界
历史(书-斯): 攻占, 放逐, 归回
智慧(伯-歌): 智慧, 诗歌
先知(赛-玛): 审判, 救恩

类比福音(太;可; 路-徒): 神国
约翰福音,书信(约; 约1-3): 永生
保罗书信(罗-门): 末世
一般书信(来-犹): 生活
启示录:神国必降临

创1-2 旧天地, 伊甸, 婚礼

21-22新天地,伊甸,婚礼



福音故事:主角耶稣/主题神国/结构圣约/信息
五经 (创-申): 创世-迦南边界

创造:君王主宰;人类:神形象 (替神统治)
诗24地/其中充满,世界/住在其间,都属耶和华
堕落(亚当之约): 反叛/政变 & 女人后裔
洪水(挪亚之约): 巴别塔
新亚当(亚伯拉罕之约): 子孙, 土地, 万国
出埃及/子孙满堂(摩西之约): 金牛犊
倒毙旷野: 迦南边界反叛
林前10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
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律法之约(影子) 更美之约 (心割礼)



五经(创-申):亚伯拉罕之约: 子孙, 土地, 万国
历史 (书-斯): 攻占, 放逐, 归回

攻占: 圣战; 士师: 恶性循环; 国中无王!
王朝 (大卫之约) & 所罗门盛世: 万国蒙福?
列王:北国(坏王);南国(参半);被掳归回公义王?

先知 (赛-玛): 审判, 救恩
Covenant lawsuits: guilty verdict! Exiles!
新:拯救; 约; 圣灵;圣殿;大卫;天地;百姓(万国)

智慧 (伯-歌): 智慧, 诗歌
弥赛亚诗篇: 大卫王朝荣耀 (统治天下)
智慧生活: 神国降临 = 敬畏耶和华
义人受苦;小人得志? (信靠) & 哀歌: 喜笑



类比福音 (太;可; 路-徒): 神国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拯救应许要实现
新:拯救; 约; 圣灵;圣殿;大卫;天地;百姓(万国)
天国比喻: 两阶段!!!
神迹, 医病, 赶鬼, 复活: 新天地预告片
神国实现: 基督十架&复活 (赦罪)
进神国?: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约翰福音, 书信 (约; 约1-3): 永生
来世丰盛生命: 基督 & 得救确据

保罗书信 (罗-门): 末世 (已经-尚未救恩)
一般书信 (来-犹): 生活 (行为,圣洁,坚忍)

启示录:神国必降临(创造主,救赎主,粉碎蛇头)



圣经: 真实福音故事 The Gospel of Truth

Reformation五唯独:圣经,基督,恩典,信心,荣耀

圣经: “得救的智慧”

基督: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恩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信心: “义人必因信得生”

荣耀: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
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
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
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
于他.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阿门.”

“亏缺荣耀的罪人” “充满荣耀的圣徒”





Offering 奉獻

&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59 

“Victory in Jesus”

“靠主得勝”



#59 Victory in Jesus 1/3

我曾聽過, 一故事, 救主如何由,天降臨
祂曾捨命在, 加略山頂, 為救我這,罪人

我聽到祂, 在呻吟, 流出寶血贖,我罪刑

我即刻悔改歸向神祂使我大得勝!

靠主耶穌, 我救主, 能得勝, 到永遠

主慈愛, 尋找我, 賜我贖罪之恩

我深知道, 祂愛我, 我願全心, 愛我主

主寶血, 已潔淨我, 使我永遠得勝



#59 Victory in Jesus 2/3

祂曾在世, 行奇事, 顯出祂的醫,治大能
祂使瘸腿的,跳躍行走, 使瞎眼能,看見
我呼求祂: 主耶穌, 來醫治我破,碎心靈

主聽我祈求前來救我使我大得勝!

靠主耶穌, 我救主, 能得勝, 到永遠

主慈愛, 尋找我, 賜我贖罪之恩

我深知道, 祂愛我, 我願全心, 愛我主

主寶血, 已潔淨我, 使我永遠得勝



#59 Victory in Jesus 3/3

我深知主, 在天家, 為我預備榮,耀住處
遙遠望見那, 明亮彼岸, 黃金街碧,玉城
好像聽見, 眾天使, 仍舊高唱救,恩故事
到那日我必,在那邊同,唱得勝凱歌!

靠主耶穌, 我救主, 能得勝, 到永遠

主慈愛, 尋找我, 賜我贖罪之恩

我深知道, 祂愛我, 我願全心, 愛我主

主寶血, 已潔淨我, 使我永遠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