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 Ephesians 1:15-23 

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 

16 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 神、禱告的
時候、常提到你們．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
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
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
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
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以弗所 Ephesians 1:15-23 

19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
能力、是何等浩大、 

20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
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
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
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
過了． 



以弗所 Ephesians 1:15-23 

22 又將萬有服在
祂的腳下、使
祂為教會作萬
有之首． 

23 教會是祂的身
體、是那充滿
萬有者所充滿
的。 



1. 七個天上的屬靈祝福 The seven blessings,  

引言：領受七個祝福的教會 

一.得蒙揀選 Chose us (1:4) 

二.得兒子的名份 Adopted us as sons (1:5) 

三.得救贖與赦免 Redeemed and forgave us (1:7) 

四.得知神的奧秘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1:8-10) 

五.得基業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1:11) 

六.得印記 Sealed (1:13) 

七.得憑據 Guarante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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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 Church Receiving the Seven Blessings 

以弗所 Ephesians 1:3-14 



2.因為有這七個天上的屬靈祝福 
引言：領受七個祝福的教會 

Because of the seven blessings, 以弗所 Ephesians 1:15-16 

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 

16 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 神、禱告的
時候、常提到你們． 



引言：領受七個祝福的教會 
2.因為有這七個天上的屬靈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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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恩惠行動 Grace Action 
 

約翰  John 13:34-35 

引言：領受七個祝福的教會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
令、乃是叫你們彼此
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引言：領受七個祝福的教會 

3.恩惠行動 Grace Action 

1) 想一想，教會裡，那一位弟兄姐妹是你
平常不常有機會關懷，交通的 
Think about a church member you don’t often talk to. 

2）邀請他/她到你家（弟兄邀請弟兄，姐妹
邀請姐妹） Invite him/her to your home (Brother 
invites brother. Sister invites sister.) 

3）準備佳餚，一起共享 
Prepare some meal to eat  

together. 



引言：領受七個祝福的教會 
3.恩惠行動 Grace Action 

4）彼此了解 

5）互相代禱 Pray each other. 

6）分享本週 的讀經和 

思考問題 Discuss the 

weekly Bible study and questions 

Learn each other. 

7）作一些有趣，健康的活動 Have some  

fun healthy activities. 



一.求啟示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Prayer for Revelation 

以弗所 Ephesians 1:17-18a 

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 

18 並且照明你們
心中的眼睛 



一.求啟示的目的 
1.我們需要真認識祂 

We need the true knowledge of Him 

a.完全，完滿的認識 
Complete, perfect knowledge 

b.深刻地，個人地，親密地理解 
Deep and personal and intimate insight 

c.藉著耶穌認識父神 
Know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d.聖靈帶領我們進入真理 

The Holy Spirit leads us into the Truth 



箴言  Proverb 2:1-5  

一.求啟示的目的 
1.我們需要真認識祂 

1 我兒、你若領受我的 
言語、存記我的命令、 

2 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 
3 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 
4 尋找他如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
隱藏的珍寶、 

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 



約翰·衛斯理生命的轉化 
John Wesley’s Life Transformation 





一.求啟示的目的 
2.照明心中的眼睛 

The eyes of our heart are enlightened 

1）生命的核心 

2）充滿了聖靈的光 
Flooded with light of the Holy Spirit 

The very center and core of our being 

3）“從頭到心”的歷程 
Experience of “from head to heart” 

4）明白擺在我們前面的極大指望 

Know the great hope before us 



以弗所 Ephesians 1:18b-19 

二.求啟示的內容 
The Content of the Prayer for Revelation 

18 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
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9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二.求啟示的內容 
1.我們需要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We need to know the hope to which He called us 

a.呼召我們出黑暗入光明 Called us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His marvelous light (彼前  

b.被呼召出來的我們就是教會；我們 

每一位都是教會的一員 Each of us is part 

of the church, which is a group of people called 

out (林前 1 Corinthians 1:2) 

1 Peter 2:9) 



二.求啟示的內容 
1.我們需要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c.預備好，教會成為基督的新婦 
The church is the bride prepared for Jesus (Rev. 19:7-9) 

d.當耶穌再來時， 
我們一起得榮耀 

We will enter into the 

glory when Jesus comes 

back (彼前 1 Peter 5:4, 

提後 2 Timothy 4:8,  

羅馬 Romans 8:30) 



 

 

二.求啟示的內容 
2.我們必須知道，祂在聖徒中所得的基 
  業是何等豐盛的榮耀 We need to know the  

riches of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us 
a.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 We obtain the inheritance   

 in Jesus (弗 Eph. 1:14, 申 Deu. 11:11-12,  西 Col. 2:9-10) 



二.求啟示的內容 
2.我們必須知道，祂在聖徒中所得的基 
  業是何等豐盛的榮耀 

b.我們成為祂的基業 
We are His inheritance (詩篇 Psalm 2:7-8)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 
    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二.求啟示的內容 
3.我們需要知道對相信祂的人，祂的能 
  力是何等的浩大 We need to know the  

       exceeding greatness of His power towards us who    

       believe 



 以弗所 Ephesians 1:20  

二.求啟示的內容 
3.我們需要知道對相信祂的人，祂的能 
  力是何等的浩大 

a.復活的能力—勝過死亡的權勢 
The power of resurrection – overcome the power of death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祂從死裡復活、叫
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
右邊、 



以弗所 Ephesians 1:21  

3.我們需要知道對相信祂的人，祂的能 
  力是何等的浩大 

二.求啟示的內容 

b.超越（升天）的能力—遠超一切其他 
  的權柄與能力 The power of surpassing  

     (ascension) – far above all principality and dominion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
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
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二.求啟示的內容 
3.我們需要知道對相信祂的人，祂的能 
  力是何等的浩大 



以弗所 Ephesians 1:22a  

二.求啟示的內容 
3.我們需要知道對相信祂的人，祂的能 
  力是何等的浩大 

c.得勝的能力—使萬有歸服於耶穌 
The power of victory – put all things in subjection  

又將萬有服
在祂的腳下、 

under Christ 



三.求啟示的中心 
The Center of the Prayer for Revelation 

1.基督是元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Christ is the head – the head of  all things for the church 

 以弗所 Ephesians 1:22b  
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 
  的豐滿 The church is His body –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in all 
 以弗所 Ephesians 1:23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 
有者所充滿的。 



三.求啟示的中心 
The Center of the Prayer for Revelation 

Ω神的旨意是基督  God’s will is Christ. 

Ω基督的旨意是教會 

Ω神永遠的旨意是 
基督與教會 

God’s eternal will is  

Christ and the church. 

Christ’s will is the church. 



結語：神對教會的計劃 
Conclusion: God’s Plan for the Church 

Ω神要教會傳揚福音，見證耶穌，搶救 
  靈魂 God counts on the church to spread the  

      gospel, be Jesus’s witnesses and save the lost souls. 

Ω沒有第二個計劃   

       There is no plan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