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基督裡的豐盛



引言 : 

認識你在基督裡豐盛的生命



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8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
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9 我就是門，凡
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 10:7-10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地禱告， 18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一> 從身份與關係認識自己



<一> 從身份與關係認識自己: 

1.轄管世界者



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
象，造男造女。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
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
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
活物。」

創世記 1:27-28



<一> 從身份與關係認識自己: 

1.轄管世界者

2.神國的國民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

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申命記 7:6



19 這樣，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與聖
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
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
為房角石，

以弗所書 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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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身份與關係認識自己: 

1.轄管世界者

2.神國的國民

3.上帝的兒女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



<一> 從身份與關係認識自己: 

1.轄管世界者

2.神國的國民

3.上帝的兒女

4.君尊的祭司



你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

為聖潔的國民。

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出埃及記 19:6



9 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
卻做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
卻蒙了憐恤。

彼得前書 2:9-10



<一> 從身份與關係認識自己: 

1.轄管世界者

2.神國的國民

3.上帝的兒女

4.君尊的祭司

5.基督的門徒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
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18-20



<二>從本質與比喻認識自己



<二> 從本質與比喻認識自己

1.愛的生命



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
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
而生，並且認識神。 8 沒有愛心的，就不
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翰一書 4:7-8



<二> 從本質與比喻認識自己

1.愛的生命

2.世上的鹽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
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
人踐踏了。

馬太福音 5:13



<二> 從本質與比喻認識自己

1.愛的生命

2.世上的鹽

3.世上的光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
隱藏的。 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
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 你們的光
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4-16



<二> 從本質與比喻認識自己

1.愛的生命

2.世上的鹽

3.世上的光

4.葡萄樹的枝子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2 凡屬我不結果
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
已經乾淨了。 4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
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
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6 人若不
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
火裡燒了。 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
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你
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
徒了。

約翰福音 15：1－8



<二> 從本質與比喻認識自己

1.愛的生命

2.世上的鹽

3.世上的光

4.葡萄樹的枝子

5.基督的肢体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
，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
，飲於一位聖靈。 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 15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
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16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
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17 若全身是眼，
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呢？ 18 但如今，
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19 若都是一個
肢體，身子在哪裡呢？ 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
個。 21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
：「我用不著你。」 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
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哥林多前書 12:12-23



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
，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25 免得身上分門
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
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
一同快樂。 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做肢體
。28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
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29 豈都是使徒嗎？
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行異能的嗎？
30 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
是翻方言的嗎？ 31 你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賜。我
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哥林多前書 12:24-31



結論:

生命任何方面在基督裡都會更好。





New life in Christ! Abundant and free!

What glories shine, what joys are mine,

What wondrous blessings I see!

My past with its sin, the searching and strife,

For-ever gone, there’s a bright new dawn!

For in Christ I have found new life!

新的生命 自由又豐盛
榮光照耀 歡欣喜樂 無比祝福我得蒙

過去陷罪中 迷失滿愁煩
今已消除 黎明光輝燦爛

在基督有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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