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1. 主日信息大綱

享受"使徒信經"的功效
開始的話
今日經文: 太 12:28, 可 16:15-20, 林前 2:7-10, 來 1:1-3, 11:1-3, 6, 12:1-2, 26-29, 13:8, 使徒信經
1. 信心使我們享受以馬內利所賜一切的福分!
1) 神造無形(靈界)和有形兩個世界, 並爲愛祂的子民將重要的福分都隱藏在看不見的世界裏了<林前 2:9, 弗
1:3>, 唯有得了聖靈所賜的信心的人才能享受<太 12:28, 可 16:15-20>!
2)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 11:1>! 信心並不是些"知識或觀念", 也不是"信而等候所
信的將來得成全", 乃是"信而看見所信的, 看見而跟從`依靠`享受現在所看見的": 因信神所賜以瑪內利的應
許, 我們會看見神與我們同在`保護`引導`供應`得勝`成全; 因信神賜給我們四大福音化的應許, 我們會知道神
將必成全的事, 也會察驗現在神正在作什麽; 因信神的敎訓, 我們會掌握神在凡事上的帶領, 也能享受祂的權
柄和能力的彰顯. → 試試: 當我恢復信心的時候所看見的, 與失去信心的時候所看見的有很大的差異
3)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來 11:2>! 我們要得的信心不是哪一些新的內容, 乃是古人(先知`使徒)所
信而享受應驗的: 從互古到如今, 神的榮耀`計劃`能力`作爲從未改變過, 正在與我們同在; 今日神仍然在我們
中間行出那些出埃及`過紅海`過曠野`征服迦南地等的神蹟異能. 我們與古時代的聖民, 都是同一位神所生的
所帶領的, 他們所經歷的神蹟異能就是今日的以色列我們的歷史和故事, 今日我們所經歷的也是他們的歷史
和故事.
4) "我們因着信, 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來 11:3>! 信心並不是些"經過練功而得着的功力", 乃是信事
實(眞理)而跟從事實的! 如同功力不能開門, 鑰匙才能開門; 眞理(事實)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和難處.
5) 我們在基督裏才能得着開天門的鑰匙<太 16:16-19>, 能得着"恢復神和天國的那道路`眞理`生命"<約 14:6>!
2. 我信"使徒信經"所講基要信心的內容
整本聖經的內容是見證耶穌基督的<約 5:39, 路 24:44-49>→ 信十個事實= 使徒信經→ 信有神, 信神必賞賜那
尋找祂的人= 信以瑪內利神, 信神必成全四大福音化的應許
1) "使徒信經"是聖徒要掌握最基要的信心; 就講到"聖父`聖子耶穌基督`聖靈`敎會`我永遠的未來"! 唯有藉着
耶穌基督, 我們才能認識`遇見父神, 才能得着聖靈, 才能得着永遠的家庭和家人, 才能明白我永遠的未來和今
日神在凡事裏的美意. 所以, 有關耶穌基督的內容就是其主要的內容了.
2) 解釋使徒信經的精意: ① 天父與我 ② 聖子耶穌基督與我 ③ 聖靈與我 ④ 敎會與我 ⑤ 我永遠的未來
3) 在使徒信經的基礎上, 再一次確認十個事實! ① 聖父<代上 29:10-14, 撒上 2:1-10,傳 3:1-10> ② 聖子<約 1:118,創 3:15,徒 4:12,約 14:6> ③ 聖靈<弗 1:13-14,約 14:16-27,林前 2:10-12,約壹 2:27,徒 1:8> ④ 聖經<提后 3:14-16,
來 4:12,賽 40:8,太 5:17-18,啓 1:3> ⑤ 公義的天使`天軍<來 1:14,太 18:10,啓 8:3-5> ↔三分之一墮落的天使(撒但`
魔鬼`邪靈`古蛇`大龍`空中掌權者`管轄幽暗世界的)<啓 12:1-12,創 3:1-6,弗 2:1-3, 6:10-18,啓 20:10> ⑥ 國度<弗
2:6, 彼前 2:9,太 6:33,太 24:31-34,太 24:14,啓 21:1-3> ⑦ 我(神的子民)<弗 1:4,弗 1:13-14,林前 3:16,弗 4:11-12,彼
前 2:9> ⑧ 敎會和肢體關係<弗 4:1-6,徒 2:41-47> ⑨ 生命的目標(四大福音化)<羅 12:1, 徒 1:8,太 28:18-20,可
16:15-20,約 21:15-19> ⑩ 有限的日子, 永遠的審判和冠冕<來 9:27,啓 14:9-11,啓 22:12,可 10:28-30>
4) 我們必要在這使徒信經和十個事實的基礎上恢復神在我們凡事上的美意. 當我們信神的話恢復以馬內利
事實的時候, 會發現一來我們是活在何等嚴重的虛假裏思想`說話`作事. 我們應當要除去一切虛假的思想,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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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恢復一切的事實, 叫我們的生命生活進行在事實裏!
3. 我能靠信心(聖靈), 趕逐汚鬼, 享受天國!
1) 如同信心不是"功力", 禱告也不是用力而禱告的(<王上 18:28-29>假先知的禱告), 而是要按着事實來禱告的;
也如同信心不是信後只等應允, 而能恢復今日與神同行, 禱告也必爲要"察驗神的美意而順從, 得着所需要的
智慧`力量, 靠聖靈趕鬼享受天國"而作.
2) 所以, 恢復實際信心之後, 必要安靜而要確認所信的事實在心靈裏帶來的能力和功效(實驗). 然後, 一生要
以"靠聖靈, 趕鬼, 享受天國, 擴張天國"爲中心生活! 主耶穌道成肉身`死而復活`寶座掌權之後, 留下給我們最
容易`輕省且有能力和功效的生活方法. 主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使 們得安息... 你們當
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 因爲我的軛是容易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 11:28-29>. 聖徒在地上的日子裏, 無法
沒有每天當要面對的有些難處, 我們應當要用主基督賜給我們的鑰匙而開起神所豫備的出路. 個人`夫妻`兒
女`財政`人際`事奉`事業... 等, 任何的問題都要在眞理(事實)上面尋找聖靈所指敎的美意.
3) 好好的善用"使徒信經"! ① 個人禱告不通的時候, 或因有些難處需要集中禱告的時候, 靠聖靈背讀使徒信
經, 而確認自己所信的-- 會看到很快聖靈充滿 ② 兩三個人一同作崇拜的時候(家庭崇拜) ③ 敎會主日崇拜的
時候, 靠聖靈背誦使徒信經而得着聖靈充滿, 然後進入崇拜⇒ 越來越看見自己的信心得着堅固, 享受正確的
信心所帶來的能力和功效, 在事實上面建造又踏實又有功效的人生...
結束的話
禱告
親愛的主啊，你爲愛你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朶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唯有蒙你大愛
而得着信心的聖民才能看見， 聽見，想到而能享受那屬天隱藏的福份。感謝你，使我們聽見你的話，得着
聖靈所賜的信心和感動。因信基督福音我們脫離了黑暗，進了永遠光明的國度；因信我們 得了新造的生
命，成爲你的兒女；因信我們能享受從天而來各樣美善的恩慈和賞賜；因信我們能趕鬼，拯救人，醫治
人；因信我們在凡事上能聽見你的聲音，得着你 的美意，看見你的引導，享受你所賜一切的能力；因信我
們凡事都能作。主啊，我們因你過去藉着你所賜給我們的信心所成就的大事，感謝你；因你將在我們剩 下
的日子和永恒的時光裏要成就極美的事，讚美你；也因現在與我們同在的國度`權柄`榮耀而喜樂歡呼。主
啊，我們知道：信心的恩賜，是透過聽道`察驗`行道`看見成就而得的。願主繼續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堅
固我們的信心，增添有根有基的信心，因而每當我們呼求主名的時候，好叫我們迅速看見信心所帶來的功
效，趕逐汚鬼，在人間恢復`建立`擴張主的國度。阿們！
禱告題目(2012.03.11)
1)信心使我們享受以馬內利所賜一切的福份! 當我恢復信心的時候, 在我的心靈裏會看見哪些功效? 我能看
見: 從認識主到如今, 信心所成就奇妙偉大的事麽? 我的信心, 是能使我看見神在今日凡事上的引導, 享受以
瑪內利福分的信心麽?
2)我信"使徒信經", 我願意恢復正確`實際的信心! 再一次確認使徒信經所講: ① 天父與我的關係 ② 聖子耶穌
基督與我的關係 ③ 聖靈與我的關係 ④ 敎會與我的關係 ⑤ 我永遠的未來。我在使徒信經的信心上，已建
立了"叫我凡事上能享受以馬內利福份"的信心內容麽? 我的信心, 是透過聽道`察驗`成就的證據, 繼續有根有
基的發展的麽?
3)我隨時都能"靠信心(聖靈), 趕逐汚鬼, 享受天國"! 靠信心, 我能趕逐邪靈的暗示`欺騙`試探`控告麽? 能得着
平安`喜樂麽? 我的每天, 是從恢復信心, 趕逐汚鬼, 恢復神的帶領和能力開始的麽? 當我遇到矛盾`困難的時
候, 我就靠立刻信心(事實`聖靈)解決問題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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