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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榮耀的重要性

以賽亞書 42 章 8 節 -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將我的榮耀 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讚
歸給雕刻的偶像。

林前 10 章 31 節-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
麼、都要為榮耀 神 而行。



甚麼是神的榮耀?

• 神的榮耀就是祂的本性, 位格 或屬性 (聖潔﹐
公義﹐憐憫﹐愛,等等) 的顯現。

• 神的榮耀和祂的屬性是分不開的 、 像冰的冷, 
火的熱﹐太陽的光 。



神要將祂的榮耀顯示我們

哈巴谷先知告訴我們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
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哈 2:14)。

以賽亞先知說,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
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 
我們很幸福﹐神要讓我們看見祂的榮耀 (賽 40:5)。



神榮耀 - 間接的啟示

詩篇 19 篇 1 節 說 諸天 述說神的榮耀．穹蒼 傳
揚他的手段。

羅 1 章 19-22 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
明在人心裏．因為 神已經 給他們顯明。 自從造天
地 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雖是
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 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
無可推諉． 因為 他們 雖然知道 神、卻 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 感謝他．他們 的思念變 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稱為聰明、 反成了愚拙

神的創造使我們看見祂的榮耀﹔但不知祂是誰



神榮耀 - 直接的啟示 (智慧書)

箴言 25 章 2 節說, “將事 隱祕 、乃神的榮
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伯 38 章 - 神對約伯說, “我立大地根基的 時
候、 你在哪裏呢?”。

賽 5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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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智慧的榮耀是隱祕的



神榮耀 - 直接的啟示 (歷史書)

耶和華的榮耀時刻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出現。 (出
24:16, 出 33:18, 出 40:34﹐列王記上 8:11, 歷
代志下 7:2)。很可惜﹐祂的榮耀最後因為以色列
人的罪而離開了聖殿﹐離開了耶路撒冷。 (以西結
10:18) 

神在以色列人歷史上的榮耀已離開了



神榮耀 - 直接的啟示 (律法書)

論到律法﹐保羅在林後書 3:7-10 說, “那用字
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 尚且 有榮光、甚至以
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臉．
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何況那屬靈的職事、 豈
不更有榮光麼。 若是 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
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大了。”

律法不能救贖﹐只能定人的罪。從來沒有人因守
律法, 在 神面前稱義 (加 3:11; 3:21) 。

神律法的榮耀已遭退去的結局



神榮耀 - 直接的啟示 (預言書)
論到預言, 但以理先知在 但以理書 12 章 8 節說,“我聽見這
話、 卻不 明白、 就說、 我主 阿、 這些事的結局是 怎樣呢
”。但以理是舊約中 最偉大先知的之一﹐但也不能明白。

彼得前書 1 章 10-12 節, 彼得說, “論到這 救恩, 眾先知詳
細的尋求 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 靈、預先證明
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傳講原文作服事
〕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
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
這些事。

神預言的榮耀不容易明白



神道成肉身啟示的需要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
多次多方的曉諭 列祖、 就在這末世、 藉著他
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 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
曾 藉著他創造諸世界。耶穌基督是 神榮耀的顯
現。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 神 本體的真
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 萬有、他洗淨了人
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 的右邊 (來 1:1-3)。



神榮耀 - 道成肉身的啟示 (1)

間接的啟示 –創造:

我們知道有神;但不知道是那位神 → 透過道成肉身

的基督、 我們知道 萬有都是靠耶穌基督造的….又
是為他造的 (西 1:16)。

直接的啟示 - 神的話語, 道 (舊約聖經)﹕

預言書- 舊約先知不明白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
是指著甚麼時候、並 怎樣的時候 (彼前 1:10-12) 
→ 透過道成肉身的基督, 出生在伯利恆 (彌 5:1-
2)﹐為我們的罪受苦 (賽 52, 53章)﹐被釘十架 (詩
22 篇)﹐後復活 (詩16:10)﹐成全了舊約的預言。



神榮耀 - 道成肉身的啟示 (2)

歷史書-歷史書中神的榮耀﹐最後因以色列人的罪而
離開了聖殿、離開了 耶路撒冷 → 道成肉身的耶穌

基督又回到耶路撒冷 (太 21:10-11), 又回 到聖
殿 (太 21:12-13)

智慧書-神的智慧或榮耀是隱蔽的 → 救恩透過耶穌
基督是公開的﹐是神的 智慧 (林前 1:18-31) 。

律法書-定罪的職事(舊約的律法) 有榮光原是漸漸
退去 → 那稱義的職事、藉著耶穌基督救恩的職事
、 榮光就越發大了

耶穌基督是 神榮耀的顯現。
他是神榮耀 所發的光輝、是 神 本體的真像



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 而行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
在你們 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 的身子上榮耀 神。(林前 6:19-20)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一心一口、 榮耀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 15:5-6)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作眷顧〕歸
榮耀給 神。(彼前 2:12)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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