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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福份-得蒙救贖赦免 (1)
Redemption and Forgiveness (1)

以弗所書 1: 7 - 8 



神所賜的屬靈福份
Spiritual Blessings That God Gives

1)  得成為聖潔無瑕 Holiness (vv. 3-4)

2)  得兒子名份 Adoption to Sonship  (vv. 5-6) 

3)  得蒙救贖赦免 Redemption & Forgiveness (vv. 7-8) 

4)  得知神旨意 Knowledge of His Will (vv. 9-10)

5)  得成為基業 Inheritance of God (vv. 11-12)

6)  得聖靈為印記 Holy Spirit as Seal (vv.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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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願頌讚 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裡、

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以弗所書 1: 3-4

1)  得成為聖潔無瑕 Holiness (v. 4)



5 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2)  得兒子名份 Adoption  (vv. 5-6) 



3)  得蒙救贖赦免
Redemption and Forgiveness (vv. 7-8)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參馬太20:28)

馬可福音 10:45



『救贖』在舊約



47 住在你那裡的外人、…、
若漸漸富足、你的弟兄卻漸漸窮乏、

將自己賣給那外人、…、
48賣了以後、可以將他贖回．

無論是他的弟兄、
49或伯叔、…、都可以贖他．

他自己若漸漸富足、也可以自贖。

利末記 25:47-48 

贖身得自由



28牛若觸死男人、… 
總要用石頭打死那牛、…．
牛的主人可算無罪。

29倘若那牛素來是觸人的、… 
就要用石頭打死那牛、牛主也必治死。

30若罰他贖命的價銀、
他必照所罰的、贖他的命。

出埃及記 21:28-30

贖命免死亡



以賽亞書

43:1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
以色列阿、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47:4 我們救贖主的名是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

救贖而從屬



以賽亞書 51:11

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
歌唱來到錫安．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救贖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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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7: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
但我是屬乎肉體的、
是已經賣給罪了。

1) 從罪中被救贖出來



約翰福音 8:23
耶穌對他們 (眾人和猶太人) 說、

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
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2) 從世界中贖出來 (1/5)



約翰福音 15:19
你們 (眾門徒) 若屬世界、
世界必愛屬自己的．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2) 從世界中贖出來 (2/5)



林前 15:47-49
47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

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48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
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49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
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2) 從世界中贖出來 (3/5)



馬太福音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甚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 可 8:36; 路 9:25 )

2) 從世界中贖出來 (4/5)



約翰壹書 2:15-17 
15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6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17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2) 從世界中贖出來 (5/5)



約翰壹書 5: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彼前 5:8) 

3) 從魔鬼手中贖出來 (1/3)



約翰福音 8:44【新譯本】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喜歡按著你們的父的私慾行事。
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兇手，不守真理，
因為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本性，

因為他本來就是說謊者，
也是說謊的人的父。

3) 從魔鬼手中贖出來 (2/3)



約翰福音 13:27
他(猶大)喫了以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
耶穌便對他說、你所作的快作罷。

3) 從魔鬼手中贖出來 (3/3)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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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罪中被救贖出來



4 他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充分認識真理。
5因為神只有一位，

在神和人中間也只有一位中保，
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6 他捨了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到了適當的時候，這事就證實了。

提摩太前書 2:4-6
【新譯本】



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
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

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18 知道你們得贖、

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
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19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
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得前書 1:17-19



1你們以往在過犯罪惡中，原是死的；
2 那時，你們行在其中，
隨從現今世界的潮流，
以及那在空中掌權的首領，

就是如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3 我們從前也生活在悖逆的人當中，

放縱肉體的私慾，

以弗所書 2:1-5 
【新漢語】 (1/2)



隨著肉體和心中的意欲行事；
和別人一樣，我們生來就是惹神憤怒的人。

4 可是，神滿有憐憫，
以他的大愛來愛我們，

5 竟在我們在過犯中死了的時候，
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是靠著恩典得救啊！

以弗所書 2:1-5 
【新漢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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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為朋友捨命、
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14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約翰福音 15: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