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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照著那給祖宗的應許繁殖復活的基督作長子 

讀經：徒十三 23，32～34，38～39，羅一 3～4，八 29 

  

【週一、週二】 

壹 『從這人的後裔中，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給以色列帶來

一位救主，就是耶穌。…我們也傳福音給你們，就是那給祖宗

的應許』—徒十三 23，32： 

  

一 撒下七章十二節所題到大衛的後裔，實際上就是基督作神

的長子，（14，來一 5～6，）兼有神性和人性，由所羅門豫

表。 

  

二 撒下七章十二節論到『你…的後裔』以及十四節論到『我

的子』的話，含示大衛的後裔要成為神的兒子，也就是說，人

的後裔要成為神聖的子： 

  

1 這符合保羅在羅馬一章三至四節的話，論到基督是大衛的後

裔，在復活裏，在祂的人性裏被標出為神的兒子。 

2 這些經節清楚揭示，人的後裔，就是人的兒子，能成為神的

兒子： 

ａ 神自己這位神聖者，成了屬人的後裔，一個人（大衛）的

後裔。 

ｂ 這後裔就是神人耶穌，單憑祂的神性，祂就是神的兒子—

路一 35。 

ｃ 藉著祂的復活，祂作為人的後裔，也在祂的人性裏成了神

的兒子。 

  

貳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完全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

如詩篇第二篇上所記：「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徒

十三 33： 

  

一 在三十二至三十三節我們看見，基督作神的長子，乃是神

向祖宗的應許，神藉著叫耶穌復活，應驗這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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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活對那人耶穌乃是出生： 

  

1 在復活裏，祂被神生為許多弟兄中的長子—羅八 29。 

2 祂從永遠就是神的獨生子—約一 18，三 16。 

3 成為肉體以後，祂藉著復活，在人性裏被神生為長子—來一

6。 

  

三 保羅能在詩篇二篇七節看見主的復活—『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了你』： 

  

1 保羅把『今日』一辭應用到主復活的日子。 

2 這就是說，基督的復活就是祂生為神的長子。 

3 人子耶穌藉著神使祂從死人中復活，生為神的兒子；所以，

神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乃是將祂生為神的長子—徒十三 33。 

  

【週 三】 

四 神的獨生子藉著成為肉體穿上人性，成了神人；（約一

14，18，路一 35；）然後這神人在復活裏由神而生，成為神的

長子（徒十三 33，來一 6，羅八 29）： 

  

1 神的獨生子在成為肉體以前，沒有人的性情，只有神聖的性

情。 

2 神的長子在復活裏，有神聖的性情，也有人的性情。 

  

五 基督藉著祂的復活，生為神的長子，同時祂所有的信徒也

生為神許多的兒子—彼前一 3，來二 10： 

  

1 在神許多兒子當中，只有長子是神的獨生子—約一 18，約

壹四 9。 

2 這位神的獨生子在祂復活的人性裏，也是神的長子—羅八

29。 

3 神的長子兼有神性和人性，我們這些作神許多兒子的信徒，

也兼具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彼後一 4。 

  



 6 

六 在行傳十三章，保羅不是傳講基督為神的獨生子，如約翰

福音所傳講的；（一 18，三 16；）保羅在行傳十三章乃是傳講

基督為神的長子，為著繁殖： 

  

1 以神的獨生子而言，主是神聖生命的具體化身；約翰福音強

調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作為神的兒子，祂乃是神聖生命的具

體化身—一 4。 

2 藉著復活，基督成為神的長子，就是生命的分賜者，為著生

命的繁殖—羅八 29。 

3 首先基督是獨生子，是生命的具體化身；現今祂也是長子，

是為著生命的繁殖。 

  

【週 四】 

4 藉著祂在復活裏成為神的長子，神聖的生命已經分賜到所有

相信祂的人裏面，使具體化身在祂裏面的生命得以繁殖。 

  

參 『論到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就這樣說：「我必將大衛那

聖的，那可靠的，賜給你們」』—徒十三 34： 

  

一 復活的基督是大衛那聖的並可靠的；『大衛那聖的，那可靠

的』是指復活的基督—33～34 節。 

  

二 『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指明基督是出於大衛的，因為

神從大衛的後裔中興起了這樣的一位—羅一 3～4。 

  

三 『那聖的，那可靠的』實際上是神聖的名稱，是基督的名

稱。 

  

【週 五】 

四 這些聖的、可靠的事物乃是基督所是的各方面，就如生

命、亮光、恩典、公義、聖別、生命的糧、活水、能力、智

慧、榮耀、神的深奧、頭、身體、初熟的果子、以及第二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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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切聖的、可靠的事物，都是基督自己作為那給我們的憐

憫—賽五五 3，代下六 42，詩八九 1。 

  

六 我們需要看見，復活的基督是那一切聖的、可靠的事物，

成為神給我們包羅萬有的恩賜；這就是保羅在行傳十三章所傳

講的基督。 

  

【週 六】 

肆 『赦罪是藉這人傳給你們的』，並且『靠這人，凡信的就都

得稱義了』—38～39 節： 

  

一 罪得赦免是消極的，使我們從定罪得釋放—38 節。 

  

二 得稱義是積極的，使我們與神和好，蒙神悅納—39 節，加

二 16，羅三 24～25。 

  

三 保羅在行傳十三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兩次說到『這人』： 

  

1 祂就是那已經復活成為神長子的一位，是我們的救主，也是

那許多聖的、可靠的事物。 

2 藉著這位長子，救主，那聖的並可靠的，赦罪已經傳給我

們，並且藉著這一位，我們都得稱義了。 

3 我們靠著得赦免並得稱義的那一位，祂自己就是我們的赦免

和稱義： 

ａ 赦免和稱義都是從神給我們的憐憫，這些憐憫是復活基督

的各方面—33～34，38～39 節。 

ｂ 基督在祂的復活裏，就是我們的赦免和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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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週一 

晨興餧養 

徒十三３２～３３ 『我們也傳福音給你們，就是那給祖宗的

應許，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完全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

如詩篇第二篇上所記：「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撒下七章十二節『你…的後裔』就字面說，是指大衛的兒子所

羅門，他在舊約裏建造殿作神的居所。（王上五 5，八 15～20，

代上二二 9～10，二八 6。）然而，按希伯來一章五節下半（那

裏引用了撒下七章十四節上半），大衛的後裔實際上就是基督作

神的長子，（來一 5 上，6，）兼有神性和人性，在這裏由所羅

門豫表。（見太一 1 註 3。）神的兒子藉著構成（建造）到大衛

家裏，就是到大衛的所是裏，成了大衛的後裔。這裏神實際上

是告訴大衛，他不需要為神建造甚麼，反而需要神把祂的兒子

建造到大衛裏面。神不要大衛為祂建造香柏木的殿，（撒下七 5

～7，）神也不滿意於大衛僅僅作合乎神心的人。（撒上十三

14。）神的願望是要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到大衛的人性裏面，

作他的生命、性情和構成。這樣，神的兒子基督就能成為大衛

的一切，包括他的家（住處）和他的後裔。（聖經恢復本，撒下

七 12 註 1。） 

信息選讀 

撒下七章十二節論到『你…的後裔』以及十四節論到『我的

子』的話，含示大衛的後裔要成為神的兒子，也就是說，人的

後裔要成為神聖的子。這符合保羅在羅馬一章三至四節的話，

論到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在復活裏，在祂的人性裏被標出為神

的兒子；…也關聯到主在馬太二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五節所問

的問題，論到基督如何既是大衛的子孫，又是神的兒子作大衛

的主—一個奇妙的人，一個兼有神、人二性的神人。這些經節

清楚揭示，人的後裔，就是人的兒子，能成為神的兒子。神自

己這位神聖者，成了屬人的後裔，一個人（大衛）的後裔。這

後裔就是神人耶穌，耶和華救主，（太一 18～21，提後二 8，）

單憑祂的神性，祂就是神的兒子。（路一 35。）藉著祂的復

活，祂作為人的後裔，也在祂的人性裏成了神的兒子。因此，

在基督裏，神構成到人裏面，人也構成到神裏面，神與人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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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成為一個實體，就是這位神人。這含示神在祂經綸裏的

目的，是要使祂自己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

神。（聖經恢復本，撒下七 14 註 1。） 

在行傳十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保羅說，『我們也傳福音給你

們，就是那給祖宗的應許，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完全應

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所記：「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了你。」』我們在這裏看見，基督作神的長子，乃是神

向祖宗的應許，神藉著叫耶穌復活，向他們的兒女應驗這應

許。復活對那人耶穌乃是出生。在復活裏，祂被神生為許多弟

兄中的長子。（羅八 29。）祂從永遠就是神的獨生子。（約一

18，三 16。）成為肉體以後，祂藉著復活，在人性裏被神生為

長子。 

保羅能在詩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7）這

話中，看見主的復活。保羅把『今日』一辭應用到主復活的日

子。這就是說，基督的復活就是祂生為神的長子。人子耶穌藉

著神使祂從死人中復活，生為神的兒子。所以，神使耶穌從死

人中復活，乃是將祂生為神的長子。我們需要看見，主的復活

乃是祂的出生。（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至二八一頁。） 

參讀：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三、二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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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週二 

晨興餧養 

來一５～６ 『神曾對那一個天使說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

日生了你」？又說，「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兒子」？再

者，神再帶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眾使者都要拜

祂。」』 

  

主耶穌有兩次出生。首先，祂由馬利亞生為人子。然後，在三

十三年半以後，祂被釘十字架、埋葬、並從死人中復活。藉著

復活，祂有了第二次的出生。作為人，祂在復活裏生為神的兒

子。因此，在祂的第一次出生裏，祂是由馬利亞生為人的兒

子；在祂的第二次出生裏，祂是在復活裏由神生為神的兒子。

（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一頁。） 

信息選讀 

在主耶穌的第二次出生裏，祂生為神的長子。按照新約，祂在

兩方面是神的兒子。第一，祂是神的獨生子；第二，祂如今是

神的長子。『獨生』一辭指明神只有一個兒子。約翰一章十八節

和三章十六節說到神的獨生子。就永遠來說，基督是神的獨生

子，這是祂永遠的身分。但是藉著復活，祂乃是人而生為神的

長子。『長子』一辭指明神如今有許多兒子。（來二 10。）羅馬

八章二十九節和希伯來一章六節都說到基督是長子。我們這些

相信基督的人，是神許多的兒子，是主許多的弟兄，神長子的

許多弟兄。（羅八 29。）（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一頁。） 

當然，基督的成為肉體也是出生，但那個出生使祂成為人子。

基督並不是藉著成為肉體而成為神的兒子。在已過的永遠裏，

在基督成為肉體與復活之前，祂已經是神的兒子。聖經啟示，

這位神子基督乃是永遠的。神是三一的—父、子、靈，而三者

都是永遠的。父神是永遠的，（賽九 6，）子神是永遠的，（來

七 3，）靈神也是永遠的。（九 14。） 

永遠的意思是無始無終。有的時候，聖經學者常用一個圓來表

徵永遠。圓無始也無終，很難說圓上的一點是在另一點之前或

之後。同樣，父、子、靈都是永遠的，無始也無終。希伯來七

章三節告訴我們，神的兒子是永遠的，既無時日之始，也無生

命之終。聖經的啟示不是說父存在於子之前，子出現在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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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或是靈在子之後來到。聖經乃是說這三者都是永遠的。 

神的兒子是永遠的，而這位永遠的神子卻在大約二千年前生為

人子。在祂的成為肉體裏，祂由馬利亞所生，藉著那個出生，

祂成為人子。所以，祂的成為肉體是祂第一次出生。但是聖經

也告訴我們，基督有第二次出生。基督第一次出生是生為人

子，而祂第二次出生是生為神的長子。一面，約翰三章十六節

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這節指明基督

是神獨一的兒子。另一面，羅馬八章二十九節說，『…使祂兒子

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你曾否想過，基督在兩方面作神的兒

子？第一面，祂是神的獨生子；第二面，祂乃是眾子中的長

子。二十九節說，信徒乃是要模成神長子的形像，而不是要模

成獨生子的形像。（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年第二冊，六三九至六

四○頁。） 

參讀：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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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週三 

晨興餧養 

約一１８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

祂表明出來。』 

羅八２９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

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在已過永遠裏神的獨生子，與在復活裏神的長子，二者之間的

不同乃是：在已過的永遠裏，在祂成為肉體之前，祂只有神

性，沒有人性。然而藉著成為肉體的過程，祂穿上了人性。祂

經過人性生活，進入死，又在復活裏出來。在復活裏，照著祂

的神性，祂仍然是神的兒子；但不僅如此，祂也具有藉著成為

肉體而得著的人性。祂成為肉體時所穿上的人性，也被帶進復

活裏，有分於兒子的名分。這就是為甚麼行傳十三章三十三節

說，在復活那日，基督由神生為神的兒子。這意思是說，復活

『子化』祂的人性，使祂的人性也成為神的兒子。根據行傳十

三章三十三節，基督的復活乃是一個出生，使祂不僅是神的獨

生子，具有神性，也是神的長子，兼有神性和人性。（李常受文

集一九八○年第二冊，六四○至六四一頁。） 

信息選讀 

今天基督在兩方面是神的兒子：祂是神的獨生子，也是神的長

子。然而，祂若僅僅是神的獨生子，就不會有任何弟兄。要得

著我們作祂的弟兄，祂必須具有人性；然而，身為在已過永遠

裏神的獨生子，祂只有神性，而無人性。但基督在成為肉體時

穿上了人性；藉著復活，祂又將這人性帶進兒子的名分裏。這

樣，祂成了神的長子，具有神性和人性。之後，祂作為賜生命

的靈，進到我們裏面，使我們也成為神的兒子。如今我們是神

許多的兒子，要模成神長子的形像，而不是要模成神獨生子的

形像。因此，基督身為神的長子，就有許多弟兄。 

基督復活那日，在祂的人性裏為神所生。祂成為神的長子，為

要產生神許多的兒子。我們要領悟，我們重生的日子就是基督

復活那日。當基督從死人中復活時，我們所有的信徒也與祂一

同復活。（彼前一 3。）藉著祂的復活，祂生為神的長子，同時

祂所有的信徒也生為神許多的兒子。基督復活那日，所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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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都復活了，而且生為神許多的兒子。如今神有許多具有神

性和人性的兒子。然而在這許多兒子當中，只有長子是神的獨

生子。這位神的獨生子在祂復活的人性裏，也是神的長子。祂

是神的長子，兼有神性和人性，而我們這些作神許多兒子的信

徒，也兼具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彼後一 4。）如今一天過一

天，我們正被模成神長子的形像。（羅八 29。）（李常受文集一

九八○年第二冊，六四一至六四二頁。） 

就神的獨生子而言，主是神聖生命的具體化身。約翰福音強調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作為神的兒子，祂乃是神聖生命的具體

化身。（一 4。）藉著復活，基督成為神的長子，就是生命的分

賜者，來為著生命的繁殖。首先祂是獨生子，是生命的具體化

身；現今祂是長子，是為著生命的繁殖。（新約總論第九冊，二

八一至二八二頁。） 

參讀：經歷基督的祕訣，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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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週四 

晨興餧養 

徒十三３４ 『論到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不再歸於朽壞，就

這樣說：「我必將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賜給你們。」』 

羅一３～４ 『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

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

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我們需要問自己，獨生子和長子究竟有何不同？我們頭一個反

應也許是說：獨生子沒有弟兄，而長子有許多弟兄。…我們都

需要看見，生為神的長子是基督藉著祂的復活所成就的偉大工

作。聖經雖然清楚的教導這事，但許多基督徒卻從未看見。（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年第二冊，六四○至六四一頁。） 

藉著基督在復活裏成為神的長子，神聖的生命已經分賜到所有

相信祂的人裏面，使具體化身在祂裏面的生命得以繁殖。…在

行傳十三章，保羅不是傳講基督為神的獨生子，如約翰福音所

傳講的；保羅在行傳十三章乃是傳講基督為神的長子，為著繁

殖。為這緣故，他傳講主耶穌的復活是祂第二次的出生。藉著

祂第二次的出生，祂在復活裏的出生，基督成了神的長子，為

著神聖生命的繁殖。（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二頁。） 

信息選讀 

行傳十三章三十三至三十四節論到復活的基督。三十三節指

明，基督的復活是祂第二次的出生，將祂生為神的長子。…

〔三十四節說到〕那聖的，原文是複數；同字在三十五節指

『聖者』，卻是單數。但這不是聖別的常用字，乃是相當於希伯

來文的 chesed，克沙得；在以賽亞五十五章三節，以及七十士

希臘文譯本和欽定英文譯本在代下六章四十二節，詩篇八十九

篇一節，都譯為憐憫。詩篇八十九篇一節的憐憫（複數），與十

九節的聖者（單數）同字。這位聖者就是大衛的後裔基督，神

的憐憫都集中在祂身上，並藉祂輸送出去。因此，大衛那聖

的，那可靠的，就是指復活的基督。這由上下文，特別是行傳

十三章三十五節『你的聖者』和以賽亞五十五章三節以下的經

文，完全得到證實。 

保羅在行傳十三章三十三至三十四節的思想非常深。復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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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藉著祂第二次的出生，就是祂的復活，生為神的長子；祂

乃是那聖的，那可靠的。三十四節『可靠的』意即『值得信任

的』。 

復活的基督乃是神所賜給我們那聖的，那可靠的。這裏保羅指

明，復活的基督不僅是我們的救主，將神的救恩帶給我們，祂

也不僅是神的長子；這復活的一位也是那聖的，那可靠的，是

神給我們的恩賜。 

我們很容易領會基督是我們的救主；要明白基督是神的長子較

為困難；但要明白復活的基督是神所賜給我們那聖的，那可靠

的，就非常困難了。『那聖的，那可靠的，』所涵括的範圍，比

『救主』和『長子』這些名稱所涵括的寬廣多了。『那聖的，那

可靠的，』實際上是神聖的名稱，是基督的名稱。在這幾節經

文裏，基督稱為那聖的，那可靠的。神從大衛的後裔中所興起

的救主，已經成了那聖的，那可靠的。（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

二至二八四頁。） 

參讀：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三十七篇。 

 

 

  



 16 

第一週．週五 

晨興餧養 

賽五五３  『…我必與你們立永遠的約，就是向大衛所顯確

定的憐憫。』 

代下六４２ 『耶和華神阿，求你不要厭棄你的受膏者，記念

向你僕人大衛所施的慈愛。』 

詩八九１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或，憐憫〕，直到永

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萬代。』 

  

復活的基督是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這對我們是憐憫或祝

福。復活的基督是神在今世賜給我們的憐憫與祝福。這些是大

衛那聖的，那可靠的，豫言在以賽亞五十五章三節，應驗在行

傳十三章三十四節。（新約總論第二冊，二○七頁。） 

信息選讀 

行傳十三章三十四節說，『論到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不再歸於

朽壞，就這樣說：「我必將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賜給你

們。」』…三十三節說，『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完全應驗，

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所記：「你是我的兒子，我今

日生了你。」』我們看過基督的復活是祂第二次的出生，使祂生

為神的長子。神應許將祂賜給祂的子民，而這復活的一位就是

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這話指明

基督是屬於大衛的，因神從大衛的後裔中興起這樣的一位。復

活的基督對神是長子，對我們卻是救主。不僅如此，祂是神賜

給祂選民的一大恩賜，這恩賜稱為『那聖的，那可靠的』。（新

約總論第二冊，二○七頁。） 

那聖的、可靠的乃是基督所是的各方面。按照新約，基督是生

命、亮光、恩典、公義、聖別、成聖、稱義。祂也是生命的糧

和活水。不僅如此，那聖的、可靠的包括哥林多前書所揭示基

督的各方面：能力、智慧、公義、聖別、救贖、榮耀、神的深

奧、神建造的惟一根基、逾越節、無酵餅、靈食、靈水、靈磐

石、頭、身體、初熟的果子、第二個人、末後的亞當。我們在

約翰福音看見基督更多的方面，就如牧人和草場。哦，基督那

聖的，那可靠的，對我們是何等豐富！祂這復活的一位乃是長

子、救主、以及一切聖的、可靠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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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裏，那聖的、可靠的被視為憐憫。以賽亞五十五章三節

說到『向大衛所顯確定的憐憫』。代下六章四十二節題到『向你

僕人大衛所施的慈愛〔或，憐憫〕』。詩篇八十九篇一節說，『我

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或，憐憫〕，直到永遠。』憐憫含示愛與

恩典，但憐憫比愛搆得更遠。愛與恩典無法搆到的，憐憫能搆

得到。一切聖的、可靠的事物，都是對我們作憐憫的基督自

己。生命是憐憫，亮光也是憐憫。同樣的，公義、聖別、稱

義、成聖，都是憐憫。約翰十章裏有門、草場、牧人，這些也

都是憐憫。我們若花時間數算憐憫的這一切方面，會有很長一

列的憐憫。丈夫對妻子的愛，以及妻子對丈夫的服從，都是對

我們作憐憫的基督。一個丈夫若在基督裏愛他的妻子，這必然

是憐憫。他對妻子的愛，就是對他作憐憫的基督自己。同樣

的，如果一位姊妹在基督裏服從她的丈夫，那也是憐憫。她的

服從也是那對她作憐憫的基督自己。（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四

至二八五頁。） 

參讀：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三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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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週六 

晨興餧養 

加二１６     『且知道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乃

是藉著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入了基督耶穌，使我們本於信

基督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 

徒十三３８～３９ 『…赦罪是藉這人傳給你們的。在一切你

們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稱義的事上，靠這人，凡信的就都得稱義

了。』 

  

一年過一年，我們能無窮盡的說神的話，這實在是對我們作憐

憫的基督。這不是我們的能力或恩賜，這全是憐憫。不僅說神

的話是憐憫，甚至親愛的救主就是我們的說話。我們的說話就

是基督；對我們而言，這說話的基督乃是憐憫。雖然我們說話

的口才也許不好，但這說話滿了基督。這完全是由於我們說神

的話時，基督對我們乃是憐憫。（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五

頁。） 

信息選讀 

我們都需要看見，復活的基督是那一切聖的、可靠的事物，成

為神給我們的憐憫，作為包羅萬有的恩賜。這是保羅在行傳十

三章所傳講的基督。保羅在他的福音信息裏，不僅根據舊約傳

講基督，也傳講復活的基督是那聖的，那可靠的。實際上，保

羅在這裏傳福音時所宣揚的，需要他寫的一切書信來解釋。所

以，我們若要更多看見基督是那聖的，那可靠的，就需要研讀

保羅的十四封書信。保羅在他的傳講裏立了一個絕佳的榜樣，

給我們今天傳福音時有所跟從。我們需要像保羅一樣豐富且拔

高的傳講基督。 

保羅在行傳十三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接著說，『所以諸位，弟兄

們，你們當曉得，赦罪是藉這人傳給你們的。在一切你們靠摩

西的律法不得稱義的事上，靠這人，凡信的就都得稱義了。』

罪得赦免（38）是消極的，使我們從定罪得釋放；得稱義

（39）是積極的，使我們與神和好，蒙神悅納。 

保羅在三十八至三十九節都說到『這人』。這人是誰？祂就是那

已經復活成為神長子的一位，是我們的救主，也是那許多聖

的、可靠的事物。所以，藉著這一位，就是那聖的並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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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作神的憐憫，我們就蒙赦免並得稱義。藉著這位長子，

救主，那聖的並可靠的，赦罪已經傳給我們。藉著這一位，我

們在一切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稱義的事上，就都得稱義了。 

我們靠著得赦免並稱義的那一位，不僅是我們的救主，祂自己

就是我們的赦免和稱義。赦免和稱義都是從神給我們的憐憫，

這些憐憫是復活基督的各方面。…絕不要認為赦免和稱義與基

督是分開的。赦免和稱義都是基督自己，作神給我們之憐憫的

各方面，這些憐憫就是那聖的、可靠的。赦免和稱義必定是神

的恩賜，也必然是那聖的、可靠的。我們若有這種領會，就會

看見赦免和稱義不是凡俗的，乃是聖別的。不僅如此，這些乃

是信實、確定、可靠的。這是保羅在十三章對基督是神長子的

傳講；藉著他的傳講，許多人得救了。 

我們在三十二至三十九節看見，基督是神的長子，祂是神給祖

宗的應許，並且神在復活裏將祂生為祂的長子。祂是神的長

子，是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赦罪是藉這一位傳給人的，凡

信祂的，就在一切事上得了稱義。（新約總論第九冊，二八五至

二八七、二八○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三十八、二百九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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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詩歌 

讚美主－祂的萬有包羅性 154 

8787 雙（英 203） 

降 A 大調 3/4 

１ 

遠在時間尚未起首， 

萬有尚都未開始， 

在父懷中並榮耀裡， 

你是神的獨生子。 

當父將你賜給我們， 

你的身位仍一樣， 

為將父的所有豐滿， 

藉著聖靈來表揚。 

２ 

藉著你死並你復活， 

你就成為神長子； 

藉著重生分賜生命， 

我們成為神眾子。 

我們是你生命繁殖， 

是你許多的弟兄， 

我們是你榮耀複本， 

是你神聖的擴充。 

３ 

你曾是那惟一麥粒， 

落到地裡而死了； 

藉著死亡，並藉復活， 

顯出繁殖的榮耀。 

你使我們由你得生， 

變成許多的子粒； 

眾人調和成為一餅， 

作你豐滿的身體。 

４ 

我們是你的複製品、 

是你身體並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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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表現、是你豐滿， 

永遠讓你來居住。 

我們是你普及、繼續、 

是你生命的開展、 

是你長成、是你富餘， 

與你合一永無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