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rem Ipsum Dolor 神的应许  

什么是可靠的呢？ 



Lorem Ipsum Dolor 

Quisque et orci vel lorem pulvinar elementum. Morbi et nulla euismod sapien ultrices 
pretium. 

在世界上有太多的坏消息. 人们都渴望听到一些好

消息. 

 

毕竟，无论我们往哪里看，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庭

都有问题，国家之间征战，还有一些人遭受病痛

之苦.  

 

人们感受到很担心，忧虑，和孤独。他们不知道

可以信任谁. 哪怕他们最亲密的亲戚朋友也会违背

他们的承诺. 

 

世界分裂了. 
 

圣经帮我们明白在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罪恶和

痛苦. 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理由让我们盼望未来

会更美好. 

你想要 

好消息吗？ 

 

 

 
 

起初, 创世之神创造世人成为一个大家庭. 人

类有和谐，并不感到羞耻。而且，神也爱祂

的被造物. 

 

神设计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成为圣洁的国

度。祂的子民本应给神他们的天父争光. 他

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借着统管世界来反应祂的

荣耀。这就是他们的天职。 

 

哪里出了问题呢？ 

 和谐 



关键问题 
1. 世人怎么分裂了？人们做了什么可耻的和不

尊荣的事？ 

 

 
2. 因为神是个父亲，祂赔得尊崇。人们不尊崇

神天父如何导致人类大家庭的分裂？ 

 

 
3. 为什么我象神效忠就是尊崇神？ 

  

 
4. 人们因为羞辱神的名字和祂家庭而应该遭受

什么后果？ 

我们祖先不尊崇我们的父王. 这被称为

“罪.”实际上，人类借着侵占神的世界而背

叛创世之王. 神的儿女宁愿独立自主也不要

仰赖和孝敬生养他们的天父. 

 

历来如此. 目前, 如果您问,“你信什么?”许

多人会说,“我信自己.” 

 

因为人们不在效忠于父王，人类大家庭开

始分帮结派. 他们感到害怕，嫉妒和疏离. 人

们彼此责备，甚至开始争面子.  

 

贯穿历史的全部，离婚和战争给家庭和国家

带来损害. 人们试着用各种方式来寻找安全

感，平安，和幸福。例如，我们偏向于依靠

种族，性别，和学问等等来建立自己的群体. 

可是，这种社会合一过眼云烟. 真正的和谐

只源于我们与天父及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关系. 

 

 

害怕 

神允许世界落在咒诅之下; 人类变成了罪和

死亡的奴隶. 既然世人尊崇自己过于尊崇

神，罪的咒诅就辖治他们. 



 
 
 
 
 
 
 
 
 
 
 
 
神是个好父王。祂不会允许被造物永远堕落下

去。然而神已经有了一个拯救计划. 

 

很久以前，神与一个名叫“亚伯兰”的人立

约。祂要借着亚伯兰的后裔来永远改天换地。

万民都会蒙福，而不是受咒诅!! 祂会拯救人类

脱离我们的羞辱. 

 

亚伯兰和他妻子年事已高且没有孩子，但是这

并不能拦阻创世之神，祂是从无中创造生命的

神。亚伯兰信神会实现祂的应许。他效忠于唯

一真神，而不是偶像. 

应许 

创世之王也要使亚伯兰的名伟大. 其实，神给亚

伯兰起了新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神说，“从此

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

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创世记 17:5). 他的尊荣

并不取决于他的家事和财富，而是神赐给他的. 

 

后来，立约之神给他一个儿子，叫“以撒”.借

着这个儿子，神会成就看似不可能的计划. 祂要

让亚伯拉罕的家庭遍满全地来在万民中带来平安

正义. 

1. 神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呢 
 

 

2. 神是如何赐给亚伯拉罕尊荣的呢？你的尊荣

（就是“面子”）取决于什么？ 
 

 

 

3.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荣耀神的？ 
 

 

4. 想一下，神可能如何涂抹人类的耻辱呢？ 

 

关键问题 
 



 

 

 

 

 

 

 

 

 

 

 

 
 

 

祂保护他们脱离仇敌又供应他们的需要. 神也颁

布公正的律法来展现祂的圣洁和仁慈. 他们所建

造的圣殿象征了祂的同在.  

 

自然而然, 以色列被呼召成为圣洁的子民. 神赐给

奇妙的律法；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尽心尽意尽力爱

神. 

 

 

几个世纪以后，亚伯拉罕的家增长为较大的民

族，叫“以色列.”然而，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

了。由于饥荒，他们不得不逃到邻国埃及。他

们最终奴役以色列好多年。看似神沉默了. 

 

神的应许在哪里哪？ 
 

神再次用特别的方式来向祂的子民揭示祂自

己。祂借着战胜那些压迫以色列的君王和众神

灵而抢救他们. 立约之神从没忘记祂给亚伯拉罕

的应许。事实上，祂 借着和一个名叫摩西的人

立约来重申祂的承诺。神一定会用以色列来彰

显唯独祂是唯一真神和统治全地的王。 

 

祂要怎样做呢？ 

 

以色列本应将神分别为圣，看祂配得独一无二

的尊崇. 如此，神就应许与他们同住. 如果他们

效忠于神，他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

度，为圣洁的国”(出 19:6). 



 

 

 

可悲的是，尽管以色列享有丰盛的祝福，他们仍

然缺乏清洁的心。神奇妙的律法给他们文化带来

传统和仪式，但是这无力改变以色列人刚硬的

心。他们给神献上动物却不放下自己的骄傲。 

总之，以色列并不忠信于立约之神. 

 

同时，摩西之约也提出很多警告。神发誓审判所

有不忠于祂的人.  

 

 

 

 

 

 

神怎么能同时审判以色列 

却又实现祂的应许,  

就是使用他们来祝福万民？ 

关键问题 
1. 一开始，神为什么似乎没有成就祂的应许

呢？ 

 

 

 

2. 神如何祝福亚伯拉罕的家？ 

 

 

 

3. 以色列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 

 

 

 

4.“圣殿”有什么象征？ 

 

 

 

5. 以色列当时还缺什么？ 

 

 



虽然以色列远离他们祖先的神，但是祂仍是信实

的。以色列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王国，享有和平和安

全。他们最卓越的王叫“大卫”。 

 

神与大卫王立约。神的应许涉及到大卫的后裔,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撒下 7:13–14). 这个“神的儿

子” 不但会统治以色列, 也会统管万族万民 (诗 2; 

72:8; 89:27; 撒下 7:19).  

 

这样，这个人也将会实现神与亚伯拉罕和摩西所立

的约. 大卫的后裔会展开神的拯救计划. 

 

可悲的是，大卫的后代变的腐败又偏离他们的立约

之神。王国因内战分裂了。以色列诸王变得狂妄又

崇拜偶像和假神。他们贪恋财富，权位和称赞。他

们想要和列国一样. 

 

他们并不信靠神的应许。相反，他们信任假先知又

依靠他们和列国的关系网。最终，神就任凭以色列

被列王掳到外邦. 他们将神的荣耀换成奴役之辱. 

神会做什么？ 

 

 

 
 

神的应许在哪里呢？祂难道不是应许大卫的后裔要统

治直到永远吗？神怎么能用软弱和污秽的人来祝福

万民呢？ 
 

关键问题 
1. 神给大卫什么应许？ 

2. 大卫之约与神给亚伯拉罕的和摩西的应许有什

么关系？ 

3. 以色列和它的诸王有什么问题？ 

4.我们一般如何寻找别人的称赞而不是神的荣耀？ 

5. 以色列可耻的悖逆有什么后果？ 

 



  

贯穿他的一生，耶稣推翻社会的预期。他治好病

人，瞎眼及被鬼附的人. 他也欢迎穷人，罪人，和

其他被排斥的人，甚至外邦人。耶稣的事工令好

多人称颂神的能力和恩典，可是社会领袖以为祂

的表现让他们出丑。的确，耶稣揭露他们的真面

目。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太爱面子，渴

求别人的称赞，也不要神的悦纳。 

 

耶稣所做的和他所说的彰显神国的本质。他传播

了这个好消息。他解放被压迫的人又喂饱饥饿的

人。神派耶稣来作王，就是祂向大卫所应许的王. 

耶稣做为世界的唯一真王战胜仇敌来拯救祂的子

民. 

 

不出所料，社会领袖并不欢迎耶稣的信息。 

 

耶稣王 

几个世代以后，祂带领以色列民回归故土. 他们开

始被称为“犹太人”. 然而，他们依然遭受帝国的

压迫。犹太人越来越排斥和敌对外来者,就是所谓

的“外邦人”. 民族主义开始兴起. 为抓住神的祝

福，许多犹太领袖督促人火热地持守祖训. 他们误

用神的律法将他们从外邦中分离出来. 

 

在这种处境下，一个叫“耶稣”的人出生了.虽然

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许多人庆祝他的到来。  

 

为什么呢? 

  

耶稣出于大卫王的祖系。天使甚至宣告这个孩子

是“基督”，就是会实现神古老应许的那个王.  



他们一起密谋处死耶稣基督，尽管他的整个生活完美地尊崇亚伯拉罕，摩西及大卫王的神. 虽然他从没

有犯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领袖却鞭打耶稣基督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对唯一真神的忠诚导致他在同

胞手中受苦并死亡.  
 

在他被埋葬以后，他的门徒再次怀疑，“神的应许在哪里？”如果这是神所应许的君王，他怎么

能受如此奇耻大辱? 
 

但是，他们忘记了立约之神的工作方式是没有人想到的. 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很多次

向人显现他自己，甚至有一次超过 500 人见过. 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他能够战胜死亡!  
 

虽然社会领袖羞辱他，但是神却借着使耶稣复活来荣耀他! 复活一劳永逸地宣告耶稣做基督，是神的儿

子，并且是神应许给大卫的王. 

关键问题 
 

 

 

 

1.  以色列面临哪些新的问题？ 

 

2. 人们为何庆祝耶稣的出生？“基督”这个头衔有什么意思？ 

 

3. 耶稣怎么令人惊讶？ 

 

4. 社会带领人对耶稣如何回应？ 

 

5. 神如何表明耶稣就是祂所应许的君王？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无人能行的。他的生死完美地

尊崇神。因此，神将耶稣基督的死当作赎罪祭。 

因为他做世上的唯一真王，所以他既代表以色列又

代表外邦人. 于是，他接纳万民进入他的国度. 神

并不偏待人. 无论社会阶层，性别，学问和其他特

征，祂诏告天下万民效忠耶稣为王. 

 

神透过耶稣基督翻转世上典型的荣辱观. 耶稣基督

将他自己的荣耀赐给跟随者. 在社会中被歧视的

“局外人”在神的家里被尊荣为“局内人.”自然

而然, 神的儿女必须为羞耻的事悔改而且他们要为

天父挣脸. 

1. 由于耶稣的复活，他的跟随者得到哪些祝福？ 

 

2. 神的灵做什么？ 

 

3. 神为何接受耶稣的死亡为献计？ 

 

4. 神接纳谁？ 

 

5. 神给世人什么命令？ 

 

这些事件永恒地翻转了世界。  

 

 

 

 

 

 

 

 

 

 

 

你是否还记得摩西之约呢？神应许祂的同在. 祂启

示祂要建立圣洁子民的渴望. 神古老的律法预示了

祂借着耶耶稣基督督所完成终极计划.  

 

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重申一个新的和最终的盟

约. 从而，神应许将圣灵赐给那些跟随耶稣基督而

不是其他所谓的权柄和偶像的人. 圣灵改变人的心
以致他们追求过圣洁和尊荣的生活. 神建造新的

“圣殿”, 这是由所有敬拜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的. 

神的灵与他的子民同住. 他们被称为“教会.” 
 

神如何做呢? 
 

 

关键问题 
 



神终究会拯救万民.祂的教会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

的那一天. 在那日，他会除净世界的罪恶和堕落，

而且最终会羞辱审判他的仇敌. 他会将世界拨乱反

正. 

 

神终究会拯救万民。祂的教会盼望耶稣基督的再

来的那一天。 在那日，他会除净世界的罪恶和堕

落，而且最终会羞辱审判他的仇敌。他会将世界

拨乱反正.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

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 2:14) .  

 

神与祂的子民同住, 万民就会蒙福！ 

1. 神如何使用基督的子民，就是教会？ 

 

 

 

2.  神在基督再临的时候会做什么？ 

 

 

 

3.  神最终怎么实现祂的应许呢？ 

 

 

 

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他给门徒一个特别的使命，就

是在世上做他的大使. 

 

 

 

 

 

 

 

 

 

 

 

 

 

 

神会用基督的教会来实现祂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通过宣告基督的国度和使万民做门徒，他的子民

会祝福世界. 神的儿女要见证祂的计划，就是人

类大家庭与祂和好并且彼此和好. 
 

这样以来, 教会为了敬拜和事工的目的而聚集在一

起. 他们群体的生活方式要见证神会重造新天

新地. 

关键问题 
 



你往四周看一看， 

你会看到什么？ 
 

领袖不知廉耻地使用恐惧和权势来争权夺利。

亲戚朋友们想彼此要证明自己的面子。看来，

世界崩溃，堕落，受咒诅，已经四分五裂了. 

 

相形之下，耶稣是以服侍子民为乐的王。他想

要尊荣我们为神的家人。他回来的时候，会使

我们的身体复活。他不但要看顾我们，也会恢

复被造物，使之成为祝福之地。 

 

神是公义的；因此，从未忘记祂的应许。创世

之神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祂给亚伯拉罕，摩西和

大卫王的应许。即使其他人让我们失望，但神

确实是信实的.  

 

神透过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祝福万民成

为一个大家庭. 

 

这的确是好消息！ 

 

耶稣基督应许所有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

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在来世

必得永生.”(马可福音 10:29–30) 



 

由于这个好消息, 我们需要问自己几个至关重要

的问题. 
 

你愿意效忠耶稣为王吗？ 

你是否相信神会信守祂的应许呢? 

你愿意悔改, 就是改变生活方式

来尊崇神而不是丢祂的脸吗？ 
 

如果你真心认同的话，那么神欢迎你进入祂的

国度!如果神天父现在这样改变了你的心，那么

你就回到祂的大家庭! 那些属于基督教会的人都

成为你真正的兄弟姐妹 

 

你有新的身份. 因此，神也给了你一个新的使命. 

祂呼召祂的子民在全地彰显祂的荣耀. 我们必须

向世人传讲这个好消息. 不但如此，作为他的教

会，我们的生活要展现出神国的样子 

你们如何回应神的王? 

如果您还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 
 

切莫忘记唯有创世之王才能信守真么奇妙的

应许. 所有其他的希望都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

身边的人无法给我们持久的尊荣，面子，归

属，爱，平安满足和安全感. 
 

愿这个好消息永远改变你的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