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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门徒、享
荣耀

https://www.pinterest.ca/pin/554927985333493574/

人类最终的目的为何？

人类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
并永远享受祂的同在。

《西敏寺教理问答》



做门徒、享
荣耀

没有门徒训练的基督教就跟基
督教没有基督一样。

潘霍华，
《做门徒的代价》

https://www.azquotes.com/quote/458873



做门徒、享荣耀

https://dailyverses.net/tc/馬太福音/28/19-20



做门徒、享
荣耀

https://dailyverses.net/tc/使徒行傳/1/8/cuvs

μάρτυς mártus
 作为门徒为耶稣作见证
 动词 μαρτυρέω （marturéō）为英文

Martyr（殉道）的由来

翻译自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做门徒、享荣耀

https://dailyverses.net/tc/哥林多后书/1/8/cuvs



做门徒、得荣耀

可八
八29，“你是基督”
八31，“弃绝 … 被杀 … 复
活”

八34～35，“为我和福音丧失
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可九
九1，“没尝到死味以前，

必见到 …”
九2～13，“变了形

象，…‘这是我的爱子’”



做门徒、得荣耀

做门徒
得荣耀

盼望得到荣耀
（九1）

神彰显的荣耀
（九2～8）

期待神的荣耀
（九9～13）



做门徒、得荣耀 – 盼望得到荣耀（九1）

九1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
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门徒不会死？但是 …

或是

“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 
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圣灵
降临，教会建立

www.Microsoft.com



做门徒、得荣耀 – 盼望得到荣耀（九1）

门 徒 的 道 路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
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
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
命的，必救了生命。（可八33～35）

https://stpandgdb.files.wordpress.com/2015/03/mark-8-31-38-
e1425186134102.jpg



做门徒、得荣耀 – 盼望得到
荣耀（九1）

http://www.kyhs.net/fyzd/24203.html

彼得自己向刽子手们要求的，他
说：“我不配和我主耶稣基督以
同样的方式殉道。”刽子手们答
应了彼得的要求，把他倒钉在了
十字架上。

据犹太人民间相传，在殉道之
前，雅各“喜乐盈溢，毫无畏
惧”，连执行死刑的刽子手都被
他感动。

多马的人生结局也是以殉道结束了，
因为他在印度的传教惹恼了婆罗门教，
他被杀害了。



做门徒、得荣耀 – 盼望得到荣耀（九1）

www.Microsoft.com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
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
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
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
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
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六1～4）



做门徒、得荣耀 – 盼望得到
荣耀（九1）

https://dailyverses.net/tc/2020/5/13/cuvs



做门徒、得荣耀 – 盼望得到荣耀（九1）

我是否
盼望得到荣耀？
天天学习过以主为中心的生
活？

“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
为大喜乐；”（雅一2）

www.Microsoft.com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荣耀（九2～8）

九2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
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九3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九4 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
九5 彼得对耶稣说：拉比（就是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
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九6 彼得不知道说甚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九7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
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九8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做门徒、得荣
耀 – 神彰显
的荣耀（九
2～8）

https://bibleportal.com/verse/exodus1321-22-CUNPTS-96008-0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
荣耀（九2～8）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
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
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
的耶稣。

（徒九3～5）

http://faogyo.org.hk/showchapter.php?xf=acts.xml&title=使徒行傳
&dateserial=20130822&chapter=使徒行傳第九章1-31節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荣耀（九2～8）

Šəḵīnā 神彰显的荣耀（英文 Shekinah Glory）   ְׁשִכינָ 
 神在地上的具体体现，其存在是通过自然事件描绘的。
 ša ָׁשַכן  的词源来自希伯来语单词 ְׁשִכיָנה   ̄kan，意思是“居住或

永久停留”（例如设立会幕），所强调的是亲近的概念 。
 旧约会幕 Shekinah 的荣耀以拿撒勒人耶稣道成肉身的形式回

到了以色列。（约一14）
翻译自

Theological Work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http://artlicursi.com/articles/part-3-3-“shekinah-glory”-god
https://www.christianity.com/wiki/christian-terms/what-is-the-meaning-of-

shekinah-glory.html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荣耀（九2～8）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
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
人耶稣。”

（约一45）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
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
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
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
地。”

（玛四5～6）

https://1.bp.blogspot.com/-
umLJTG5U_T4/XffoPsBZSzI/AAAAAAAAJMU/
niqEsNI0Q7YANeT7qCcCdZr4pToi6-
_lgCLcBGAsYHQ/s1600/Transfiguration.
jpg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荣耀（九
2～8）

https://dailyverses.net/tc/2022/11/14/cuvs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
荣耀（九2～8）

https://bibleportal.com/zh-Hans/topic/law+and+grace



做门徒、得荣
耀 – 神彰显
的荣耀（九
2～8）

https://www.facebook.com/ibc
barquisimeto/photos/a.105800
6967587324/15090569724823
19/?type=3&locale=zh_CN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荣耀（九2～8）

www.Microsoft.com

九5  拉比（就是夫子），我
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
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
西，一座为以利亚。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荣耀（九2～8）

https://kuyperian.com/why-is-wisdom-often-missing-from-our-idea-of-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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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门徒、享荣耀

https://dailyverses.net/tc/哥林多后书/1/8/cuvs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
荣耀（九2～8）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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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
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徒二1～4）

https://web.cclife.org/View/Article/9710



做门徒、得荣耀 – 神彰显的
荣耀（九2～8）

https://baike.sogou.com/m/fullLemma?lid=250044

“殉道者的血
是教会的种
子。”

特土良
150～230 A.D.



做门徒、得荣耀 – 彰显神的荣耀（九2～8）

我是否知道
我反映了神的荣耀？
我可以在动静起坐中选择不
犯罪，过荣耀神的生活？

应该每日过着圣灵充满的生
活？（弗五18～20）

www.Microsoft.com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耀（九9～13）

九9 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
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九10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甚么意
思。
九11 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甚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九12 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
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
九13 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
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做门徒、得荣
耀 – 期待神
的荣耀（九
9～13）

https://ya-mi.org/sc/wp-content/uploads/2021/03/传福音的迷思_SC_1.jpg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
耀（九9～13）

https://ya-mi.org/sc/wp-content/uploads/2021/03/传福音的迷思_SC_6.jpg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耀（九9～13）

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75&article=1387405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耀（九9～13）

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75&article=1387405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耀（九9～13）

“半真半假几乎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一样糟糕。”

“完整的福音传达了悔改的艰难信息（太四17）、背
起十字架（太十38），牺牲你的生命来找到它（太十
39）、爱你的敌人（路六27）、走过窄门（路加十三
24），计算代价（路十四25）。”

翻译自
https://www.whenwallstumble.net/blog-1/2019/3/4/the-danger-of-proclaiming-

half-the-gospel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耀（九9～13）

九9 …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
诉人。
九10 … 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
甚么意思。
九11 … 文士为甚么说以利亚必
须先来？
九12 …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



做门徒、得荣
耀 – 期待神
的荣耀（九
9～13）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533843116717014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
荣耀（九9～13）

https://www.pursuestar.com/resurrection-of-Jesus-verse.html



做门徒、得荣耀 – 期待神的荣耀（九
9～13）



做门徒、得荣耀 – 彰显神的荣耀（九2～8）

我是否
知道基督的受死、复活在我
生命中的意义？

认识什么是全备的福音？
一生活出神的荣耀，期待未
来与神同在的荣耀？

www.Microsof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