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一件事 

20171008 广州 (选 506 只有一事) 

一、认识基督(约 9:24-25) 

约 9:24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 

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25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

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二、亲近基督 (诗 27:4) 

诗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三、享受基督 (路 10:41-42) 

路 10:41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42 但是不可少的只

有一件．马里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四、事奉基督 (徒 24:14) 

徒 24:14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

祖宗的 神． 

 

五、追求基督 (腓 3:13-14) 

腓 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

前的、14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六、等候基督 (彼后 3:8-9) 

彼后 3:8 亲爱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不可轻忽)、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主的作为不受时间因素的限制)。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

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七、迎见基督 (帖前 4:15-17)  

帖前 4:15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

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16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

音、又有 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17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

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林前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52 就

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

们也要改变。 

  



02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20171008 广州中大 

约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一、旧约预言的证明 

(一) 论基督藉童女降生 

创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

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赛 7:14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

利。〔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二) 论基督受死与复活 

赛 53:3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

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4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

罚、被 神击打苦待了。5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

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诗 16:8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9 因此我的心欢

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10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

你的圣者见朽坏。 

 

二、天使报信的证明 

一、证明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 

路 1:26 到了第六个月(伊利沙伯怀施洗约翰)、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差遣、往加利利

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27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

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28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

同在了。29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甚么意思。30 天使对他说、

马利亚、不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经蒙恩了。31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32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33 他要作雅各家的

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二) 证明耶稣是救主，就是主基督 

路 2: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12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

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 神说、14 在至

高之处荣耀归与 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有古卷作喜悦归与人〕 

 

三、圣徒启示的证明 

(一) 西面证明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 

路 2:25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意思是神听见)．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

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6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



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27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

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路 2:28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31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豫备的．32 是照

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路 2:33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 

 

(二) 施洗约翰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路 3: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

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17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

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约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33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

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四、耶稣所行事的见证 

约 5:36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

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 

约 14:11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

我。 

(一) 主所作的事见证祂是基督 

太 11:2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作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3 问他说、那将要来的

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太 11:4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5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

行走、长大痲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6 凡不因我跌倒

的、就有福了。  

约 10:24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

诉我们。25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

我作见证。 

 

(二) 主所作的事见证祂是神的儿子 

约 10:36 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 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

说僭妄的话么。37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38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

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五、耶稣所说话的见证 

约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 

(一) 只要主说一句话 



路 7:2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 . . (主阿、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

下、我不敢当．)7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 . 10

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约 4:50 耶稣对他(大臣)说、回去罢．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

了。51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太 8:26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甚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

海就大大的平静了。27 众人希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25 耶稣上了

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 

约 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么。41 他们就把

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 . 43 说了这话、就大

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4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

说、解开、叫他走。 

 

(二) 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路 24:5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甚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6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7 说、人子必

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8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路 22:61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

次不认我。62 他就出去痛哭。 

约 14:25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

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

一切话。 

 

六、父神为子作见证 (约 5:31-32,37; 约 8:18) 

约 5:31 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32 另有一位给我作见证．我也知道

他给我作的见证是真的。. . . 37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 

约 8:18 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 

1. 在受浸的时候 (路 3:21-22) 

路 3:21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22 圣灵降临

在他身上、形状彷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2. 在登山变像的时候 (彼后 1:16-18) 

彼后 1:16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

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17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

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18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3. 在预备受死的时候 (约 12:27-30) 

约 12:27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甚么纔好呢．父阿、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

来的。28 父阿、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



要再荣耀。29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30 耶

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 

 

4. 在复活的时候 (徒 13:33)  

徒 13:33  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

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七、圣灵为主作见证 (约 15:26) 

约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

作见证。 

1. 在主的受浸 (约 1:32-34) 

约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33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

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34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 神的儿子。 

 

2. 在主的服事 (徒 10:38) 

徒 10: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

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 神与他同在。 

 

3. 在我们里面 (约 16:13-14; 来 10:15-16) 

约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

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4 他要荣耀

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来 10:15 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16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

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4. 在我们身上 (路 24:49; 徒 1:8) 

路 24:49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

头来的能力。 

徒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

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03 全备的救恩 

20171009 广州 (选 150 与祢合一) 

 

(与神隔绝)                        (神差爱子)                        (赐保惠师)                         (与神联合)           

  

永活真神                                                   慈憐天父 

    神是靈(約 4:24)     無所不知(結 11:5)      聖潔的(利 19:2)  保護(詩 121: 4) 

    神是愛(約一 4:16)     無所不在(詩 139:7-10)     公義的(約一 1:9)  供應(雅 1: 17) 

    神是光(約一 1:5)     無所不能(太 19:26)     慈愛的(耶 31:3)  管教(來 12:7) 

人的受造 

(赛 43:7) 

 

罪(不中的) 

(罗 3:23) 

 

罪性 

(罗 5:12) 

 

罪行 

(雅 4:17) 

 

基督                    神子 

(太 16:7)       (约 20:31) 

 

   羔羊                 升天 

(约 1:29)           (弗 4:8)    

 

  十架                  复活 

(彼前 2:24)      (罗 1:4) 

 

  宝血                  得胜 

(弗 1:7)            (诗 8:2) 

 

圣灵 

(约 7:39; 徒 2:33) 

 

基督的灵 

(彼前 1:11) 

 

真理的灵 

(约 15:26) 

 

生命的灵 

(罗 8:1-2) 

 

 

 

 

 

 

 

 

 

 

 

教会 

(弗 1:23) 

 

活石灵宫 

（彼前二 4-5） 

 

新造的人 

(林后 5:17) 

 

神的儿女 

(约 1:12) 

 

审判与死亡                                              悔改与相信(接受)                                  赦免与永生 

(罗 6:23; 来 9:27)                 (可 1:15; 约 1:12)         (弗 1:7; 约 3:16)  



一、神 

约 4:24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一 4:16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

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一 1:5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结 11:5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阿、你们口

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 

诗 139:7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

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9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10就是在

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太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利 19:2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约一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切的不义。 

耶 31:3 古时〔或作从远方〕耶和华向以色列〔原文作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

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诗 121:4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雅 1:17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

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来 12:7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

呢。 

二、人 

赛 43:7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罗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 5: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雅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三、基督 

太 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约 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

世人罪孽的。 

彼前 2: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

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弗 1:7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诗 8:2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

无言。 

罗 1:4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弗 4:8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约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

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四、圣灵 

约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

尚未得着荣耀。 

徒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彼前 1:11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豫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甚

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约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

见证。 

罗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五、蒙赎 

罗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来 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可 1:15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约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弗 1:7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 

六、教会 

约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林后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彼前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彼前 2:5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

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弗 1:23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04 圣灵的火 

20171010 广州 (选 144 复兴你工作) 

路 12: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 

 

一、 旧约中圣火的降下 

利 9:23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24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 

代下 7:1 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

了殿； 

王上 18:31 伊莱贾照雅各布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

各布、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32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

沟、可容谷种二细亚、33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34 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

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35 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王上 18:36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伊莱贾近前来、说、亚伯拉罕、艾萨克、以色列的 

神、耶和华阿、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 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

命行这一切事。37 耶和华阿、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神、又知

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38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

干沟里的水。39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 神、耶和华是 神。 

 

二、 主已来把火丢在地上 

路 3: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

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17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

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徒 2: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三、 让火焰持续且烧旺 

1. 祭坛的生活 

罗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利 6:12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

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13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2. 身体的生活 

徒 4:23 二人(彼得约翰)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

告诉他们。. . . 31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 神的

道。 



徒 12:11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

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12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马里亚家去．在那

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太 18:20 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来 10: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

临近、就更当如此。 

 

3. 火炼的生活 

玛 3:2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

火，如漂布之人的碱。3 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林前 3: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2 若

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

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

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15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

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