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荣耀
提摩太后书 2:9-18

圣经经文
2:9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2:10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2:11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2:12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2:13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2:14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2:16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2:17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
2:18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信息大纲
一、为福音受苦难 (提后 2:9-12)
1. 神的道不能被捆绑
传福音为主作见证是基督徒的责任.虽然撒但迫害门徒,但福音却愈发广传.我们要乐意为福音受苦难,为义受苦
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彼前 3:14)
2. 得到基督里的救恩
患难生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不容罪作王,罪作王叫人死.(罗 5:21)要让主作王,让恩典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得永生.(罗 5:21)不可否认主.
3. 得享神永远的荣耀
(1) 为主遭到羞辱 (2) 然后被主升高 (3) 得享主的荣耀. (彼前 5:10)
二、神永是可信的 (提后 2:13-14)
1. 神的话是可信的,绝不更改(赛 55:8-11)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33:9)
2. 神是信实的,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
3. 神救赎我们的决心永不改变,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神的慈爱.(哀 3:22-25)

三、作无愧的工人 (提后 2:15-18)
1. 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神喜悦人尽心竭力地爱神也爱人.我们竭力了吗?
2. 谨慎: 主作无愧的工人就不可忽略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3. 警告: 不可偏离了真道,许米乃和腓理徒偏离了真道,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四、分组讨论与应用:
1. 请分享在生活中遇见苦难时我们如何忍耐结实,继续让福音广传.
2. 请分享我们对神的信实有何深入的认识,这与神赐的救恩永不改变有何关系?
3. 请分享生活中如何竭力研读圣经,竭力分解真道,分辨异端的领受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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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容
奥运金牌得主给国家带来无比的荣耀。2008 是中国无比荣耀的一年，中国曾勇夺得 51 金牌，居世界第
一，超越历年金牌居第一的美国，2008 美国得到 36 块金牌，居第二。中国是近年来唯一超越国美国的国
家。那年中国又得到 21 面银牌，28 个铜牌,总共 100 奖牌仅次于美国 38 银，36 铜，一共 110 面奖牌。2016
奥运会开始到今天美国得到最多的奖牌，已经得了 24 块金牌，18 面银牌，18 个铜牌。一共 60 枚奖牌。中国
得了第二多奖牌，已经得了 13 块金牌，11 面银牌，17 个铜牌。一共 41 枚奖牌。得到奥运奖牌不但运动员得
荣耀，全球的华人也分享他们和国家的荣耀。
我们今天从提摩太后书来看永远的荣耀。这荣耀是神的荣耀，是永不衰残，永不褪色，永不废去的荣耀。
神命定人可以在基督里荣耀神，也可以在教会中荣耀神。这是极大的奥祕，若非圣灵启示，没有人能参透，
明白神以百般智慧的精心安排。首先这永远的荣耀与为福音受苦难有关。

一、为福音受苦难
没有人喜欢苦难，苦难可能将一个人压垮，苦难让人丧志，苦难可能剥夺人享受自由与休息的机会。撒但
甚至可以藉著苦难，摧毁一个人，夺取他的性命。然而，苦难也是人必须经历的，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未受苦以先，走迷了道路，不肯遵守神的话。(诗 119:67)苦难能净化一个人的灵魂，使人愿意与罪断绝。(彼
前 4:1) 人必须从苦难才能学到顺服的功课。(来 5:8) 因此，苦难若是神的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让我们与
神的圣洁上有分。(来 12:10)苦难若是因行恶受到报应，那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若是为作基督徒受苦，却
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前 4:16)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欢喜，使我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
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前 4:13) 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
上。(彼前 4:14) 因此，凡为神所受的苦难都是化妆的祝福，因为神在这人身上得着荣耀。
1. 神的道不能被捆绑
(1) 传福音的责任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
前 3:15)
(2) 撒但迫害门徒
逼迫使福音愈发广传，初世纪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3) 为福音受苦难
我们要乐意为福音受苦难。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彼前 3:14)
2. 得到基督里的救恩
(1) 要忍耐到底
患难生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应当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 5:2)
(2) 必与主作王
不容罪作王，罪作王叫人死。(罗 5:21)要让主作王，让恩典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
5:21)
(3) 不可否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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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人前不认主的，主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太 10:33)
3. 得享神永远的荣耀
(1) 为主遭到羞辱
(2) 然后被主升高
升高以前必有降卑。「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
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彼前 5:5-6)
(3) 得享主的荣耀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彼前 5:10)

二、神永是可信的
1. 神的话是可信的，绝不更改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
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
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
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赛 55:8-11)
「因为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33:9)
2. 神是信实的，不能背乎自己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

3. 神救赎我们的决心永不改变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
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
他。」(哀 3:22-25)
神与人立约 (covenant)，不是合同或是契约 (contract)。 人间的合约是有期限的，神与人立的救赎之约是没有
限期的，是直到永远的。最近一个月主持了两个婚礼。7/16 同心团契的是而非与何天在本教会举行的婚礼，
8/6 八天前，多次来英文堂主日崇拜的 Sarah Kwon 与 Howard Chang 在 Los Gatos 长老会举行的婚礼，有五百
多人参加。本周六 8/20 将在 Stanford 教堂在同心团契王丹云和陈建群的婚礼中讲信息。这几对年轻人彼此立
下婚姻的盟约，其中对丈夫劝勉的经文是丈夫当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
是教会的救主，用水藉著道将教会洗净，成为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
疵的。

三、作无愧的工人
1. 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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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谨慎: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作无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3. 警告: 不可偏离了真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
和腓理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
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
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代下 7:14-16)
代表美国队的游泳健将 Michael Phelps 总共得到 23 面奥运金牌，创下了奥运金牌最高得主的记录，这是何
等的荣耀。他打破了 39 项世界记录，至今仍然是七项世界记录的保持人。他衷心地表达了他信基督的见证。
15 岁 2000 代表美国奥运游泳队是 68 年来最年轻的游泳队员。在 2008 年在他的巅峰期拿下八块金牌，打破
七项世界记录。然而，两年前 2014 牵涉到非法药物，他认定自己的事业与生命都即将结束，陷入忧郁症的深
渊，一度想要自杀。过去的荣耀无法持续，似乎全然失效。那时，有一位著名的 NFL 美式足球名将 Ray
Lewis 成为改变他命运的使者。Ray 是一位有见证的基督徒，劝他找 Phoenix 一个 behavior Rehab Center 寻求
帮助。并送给他一本华理克 Rick Warren 写的标竿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这本书改变了他。这本书使他相
信有一种能力是远远超越他的，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计划是为他而设立的。This book turned me into believing
there is a power greater than myself and there is a purpose for me on this planet. 他不但重新得力，并且与在他九岁
时就与他的母亲离婚，疏远他的父亲 Fred 和好。当他将生命交给主耶稣基督，这生命有了奇妙地翻转。他现
在是基督的使者，向人见证神的能力与恩典。这样的荣耀是不会褪色的，是超越时间的，是永恒的。你也愿
意将自己交给那位爱你，为你舍了自己性命的主吗?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四、分组讨论与应用
1. 请分享在生活中遇见苦难时我们如何忍耐结实,继续让福音广传.
2. 请分享我们对神的信实有何深入的认识,这与神赐的救恩永不改变有何关系?
3. 请分享生活中如何竭力研读圣经,竭力分解真道,分辨异端的领受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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