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妙的拯救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

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

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

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

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2:5-11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

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奇妙的拯救 

苦难 

  死亡 

罪恶 

灵界 



为什么会有苦难？Why Suffering? 

 

  罪    苦难 

 Sin    Suffering 



原罪Original Sin 

因此，正如罪藉着一人进入了世界，

死又是藉着罪来的。这样，死就

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

罪。罗马书5:12 

状态的继承State 

本性的继承Nature 





APPLE 

BLOSSOM 





苦难是 

因果性的 

审判性的 

 耶和华啊！ 

 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 

 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诗篇 119:75 

犯罪之后 



苦难是 
因果性的 

审判性的 

拯救性的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 119:71;67 

犯罪之后 



苦难是 

因果性的—为人受苦—必然的—奥秘 

审判性的—为罪受苦—必须的—公义 

拯救性的—为义受苦—必要的—祝福 

犯罪之后 



 

 撒旦    罪  苦难 

 Satan   Sin  Suffering 

为什么会有苦难？Why Suffering? 



撒旦：希伯来文：仇敌，作对 

魔鬼：希腊文：作假见证的，控诉的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

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 John 8:44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约一1 John 3:8 

撒旦是谁?Who is Satan? 



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是那

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

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

察出不义。…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

的山驱逐你。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

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

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 

 以西结书Ezekiel 28:12-19 

13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

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

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14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

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以赛亚书Isaiah 14:12-15 

14 

撒旦是谁?Who is Satan? 



天使被造 

部分天使堕落成为魔鬼：启Revelation 12:4 

骄傲、说谎、犯罪 

欺骗人、激动人犯罪 

控告人 

伤害人 

与人为敌、与神为敌 

凶恶、伪装、隐藏 

撒旦是谁?Who is Satan? 



撒旦的结局：启示录Revelation 20:7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

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

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创世纪Genesis 15:16 

神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 

  实现对魔鬼的审判 
16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纪Genesis 2:16-17 

 自由意志Free Will： 

选择  choices available 

责任  choices responsible 

善恶树： define God & Man神人的界限 

外界因素 choices possible/Test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一定不

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

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创世纪 Genesis 3:1-5 

如神   √ 

知道善恶  √ 

如神能知道善恶 × 

试炼Test ：神人关系的升华与确立 

 我的最爱是我自己还是神？ 18 



 

 

                           基督 再来 

 基督 十字架          新天新地  

                    

   创造                

                    复活   

      堕落    

               

   信主 得胜     

            

       

                           永死地狱 
     

有可能犯罪 

有可能不犯罪 

不可能犯罪 

不可能不犯罪 



神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实现对魔鬼的审判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
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Gen 15:16 

神通过魔鬼/苦难/救恩使人类更加完全 

 伊甸  现在   新天新地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

比、永远的荣耀。林后2 Cor 4:17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品格Chracter, 老练生

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

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Rom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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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拯救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腓Philippians 2:5-11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
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
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来Hebrews5:7-9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
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
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
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彼得前书1 Peter1:10-11 

奇妙的拯救 



神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实现对魔鬼的审判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

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Genesis15:16 

神通过魔鬼/苦难/救恩使人类更加完全 

 伊甸  现在   新天新地 

神通过魔鬼/人类/苦难使他的独生子更加完全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彼前 1:11 

神通过他的创造、拯救、审判彰显他的荣耀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

创造而有的。 启Revelation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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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拯救 



基督 

拣选 

生命册 

天使
堕落 

创造
天使 

创造
人类 

人类
堕落 

重生 

悔改
信主 

救恩的顺序Salvation Order 

外在
呼召
福音 

内在
呼召
圣灵 

成长 

主再来
生命册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6:23 

所以，如果神让众人灭亡，因为罪而定众人的

罪，神也没有什么不公义。多特信经1:1 

但是在此神彰显了他的爱，他差派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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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拯救 



奇妙的拯救：耶稣基督 

苦难/幸福 

  死亡/永生 

罪恶/良善、被爱、爱 

灵界/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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