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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榮耀 
提摩太後書 2:9-18    

 

聖經經文 
 

2:9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2:10 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2:11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2:12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  

2:1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2:14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不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

見的人。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2:16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2:17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和腓理徒．  

2:18 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信息大綱 
 

一、為福音受苦難 (提後 2:9-12) 

 
1. 神的道不能被捆綁 

 

    傳福音為主作見證是基督徒的責任.雖然撒但迫害門徒,但福音卻愈發廣傳.我們要樂意為福音受苦難,為義受

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彼前 3:14) 

2. 得到基督裏的救恩 

    患難生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不容罪作王,罪作王叫人死.(羅 5:21)要讓主作王,讓恩典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得永生.(羅 5:21)不可否認主. 

3. 得享神永遠的榮耀 

    (1) 為主遭到羞辱 (2) 然後被主升高  (3) 得享主的榮耀. (彼前 5:10) 

 

二、神永是可信的 (提後 2:13-14) 

 

1. 神的話是可信的,絕不更改(賽 55:8-11)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 33:9) 

2. 神是信實的,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2:13) 

3. 神救贖我們的決心永不改變,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神的慈愛.(哀 3:22-25)  

 

三、作無愧的工人 (提後 2:15-18) 

 

1. 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悅,神喜悅人盡心竭力地愛神也愛人.我們竭力了嗎?  

2. 謹慎: 主作無愧的工人就不可忽略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3. 警告: 不可偏離了真道,許米乃和腓理徒偏離了真道,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四、分組討論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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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分享在生活中遇見苦難時我們如何忍耐結實,繼續讓福音廣傳. 

2. 請分享我們對神的信實有何深入的認識,這與神賜的救恩永不改變有何關係? 

3. 請分享生活中如何竭力研讀聖經,竭力分解真道,分辨異端的領受與經歷. 

 

信息內容 
 

奧運金牌得主給國家帶來無比的榮耀。2008 是中國無比榮耀的一年，中國曾勇奪得 51 金牌，居世界第

一，超越歷年金牌居第一的美國，2008 美國得到 36 塊金牌，居第二。中國是近年來唯一超越國美國的國

家。那年中國又得到 21面銀牌，28個銅牌,總共 100獎牌僅次於美國 38銀，36銅，一共 110面獎牌。。2016 

奧運會開始到今天美國得到最多的獎牌，已經得了 24塊金牌，18面銀牌，18個銅牌。一 

共 60 枚獎牌。中國得了第二多獎牌，已經得了 13 塊金牌，11 面銀牌，17 個銅牌。一共 41 枚獎牌。得到奧

運獎牌不但運動員得榮耀，全球的華人也分享他們和國家的榮耀。 

 

我們今天從提摩太後書來看永遠的榮耀。這榮耀是神的榮耀，是永不衰殘，永不褪色，永不廢去的榮耀。

神命定人可以在基督裏榮耀神，也可以在教會中榮耀神。這是極大的奧祕，若非聖靈啟示，沒有人能參透，

明白神以百般智慧的精心安排。首先這永遠的榮耀與為福音受苦難有關。 

 

一、為福音受苦難 

   

沒有人喜歡苦難，苦難可能將一個人壓垮，苦難讓人喪志，苦難可能剝奪人享受自由與休息的機會。撒

但甚至可以藉著苦難，摧毀一個人，奪取他的性命。然而，苦難也是人必須經歷的，因為我們生來就是罪

人，未受苦以先，走迷了道路，不肯遵守神的話。(詩 119:67)苦難能淨化一個人的靈魂，使人願意與罪斷

絕。(彼前 4:1) 人必須從苦難才能學到順服的功課。(來 5:8) 因此，苦難若是神的管教，是與我們有益的，

讓我們與神的聖潔上有分。(來 12:10)苦難若是因行惡受到報應，那是自討苦吃，罪有應得。若是為作基督

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彼前 4:16)若是與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歡喜，使我們在祂

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彼前 4:13) 若是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

常住在我們身上。(彼前 4:14) 因此，凡為神所受的苦難都是化妝的祝福，因為神在這人身上得著榮耀。 

 

1. 神的道不能被捆綁 

 

(1) 傳福音的責任 

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道，若有人問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

前 3:15) 

 

(2) 撒但迫害門徒 

 

  逼迫使福音愈發廣傳，初世紀如此，現在仍是如此。 

 

(3) 為福音受苦難 

 

   我們要樂意為福音受苦難。為義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彼前 3:14) 

 

2. 得到基督裏的救恩 

 

(1) 要忍耐到底 

 

   患難生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們應當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羅 5:2) 

 

(2) 必與主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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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罪作王，罪作王叫人死。(羅 5:21)要讓主作王，讓恩典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羅
5:21) 

 

(3) 不可否認主 

 

  凡在人前不認主的，主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太 10:33) 

 

3. 得享神永遠的榮耀 

 

(1) 為主遭到羞辱 

 

(2) 然後被主升高 

   

    升高以前必有降卑。「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

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彼前 5:5-6) 

 

(3) 得享主的榮耀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

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彼前 5:10) 

 

二、神永是可信的 

 

1. 神的話是可信的，絕不更改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

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喫的有糧．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

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賽 55:8-11) 

 

  「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 33:9) 

 

2. 神是信實的，不能背乎自己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2:13) 

 

 

3. 神救贖我們的決心永不改變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

極其廣大。我心裏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

給他。」(哀 3:22-25)  

 

神與人立約 (covenant)，不是合同或是契約 (contract)。 人間的合約是有期限的，神與人立的救贖之約是沒

有限期的，是直到永遠的。最近一個月主持了兩個婚禮。7/16 同心團契的是而非與何天在本教會舉行的婚

禮，8/6八天前，多次來英文堂主日崇拜的 Sarah Kwon 與 Howard Chang 在 Los Gatos 長老會舉行的婚禮，有

五百多人參加。本週六 8/20將在 Stanford 教堂在同心團契王丹雲和陳建群的婚禮中講信息。這幾對年輕人彼

此立下婚姻的盟約，其中對丈夫勸勉的經文是丈夫當愛妻子，為妻子捨命。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基督是教會的救主，用水藉著道將教會洗淨，成為榮耀的教會，獻給自己，沒有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

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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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無愧的工人 

 

1. 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2. 謹慎: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3. 警告: 不可偏離了真道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

和腓理徒．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

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現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在

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代下 7:14-16)  

    代表美國隊的游泳健將Michael Phelps總共得到 23面奧運金牌，創下了奧運金牌最高得主的記錄，這是何

等的榮耀。他打破了 39項世界記錄，至今仍然是七項世界記錄的保持人。他衷心地表達了他信基督的見證。

15歲 2000代表美國奧運游泳隊是 68年來最年輕的游泳隊員。在 2008年在他的巔峰期拿下八塊金牌，打破

七項世界記錄。然而，兩年前 2014牽涉到非法藥物，他認定自己的事業與生命都即將結束，陷入憂鬱症的深

淵，一度想要自殺。過去的榮耀無法持續，似乎全然失效。那時，有一位著名的 NFL美式足球名將 Ray 

Lewis 成為改變他命運的使者。Ray是一位有見證的基督徒，勸他找 Phoenix一個 behavior Rehab Center 尋求

幫助。並送給他一本華理克 Rick Warren寫的標竿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這本書改變了他。這本書使他相

信有一種能力是遠遠超越他的，在這個世界中有一個計劃是為他而設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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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與在他九歲

時就與他的母親離婚，疏遠他的父親 Fred和好。當他將生命交給主耶穌基督，這生命有了奇妙地翻轉。他現

在是基督的使者，向人見證神的能力與恩典。這樣的榮耀是不會褪色的，是超越時間的，是永恆的。你也願

意將自己交給那位愛你，為你捨了自己性命的主嗎? 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四、分組討論與應用: 

 

1. 請分享在生活中遇見苦難時我們如何忍耐結實,繼續讓福音廣傳. 

2. 請分享我們對神的信實有何深入的認識,這與神賜的救恩永不改變有何關係? 

3. 請分享生活中如何竭力研讀聖經,竭力分解真道,分辨異端的領受與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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