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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 Lordship 

讨论 

 耶稣承认主的身份, 而且要求跟随祂的人要这样行 

 有没有听过 主权 这个题目? 

 为甚么教会很少提及这个题目?  是甚么原因我们这世代特别

少提及这题目? 

 让耶稣作主是甚么意思? 

 现实中甚少人考究你有没有应用这份功课 

介定 

 主权不是得救关系, 而是门徒的关系.  决定一个人能否跟随

主, 作 disciple 是需要付代价的.  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 
disciple. 

 是否得救为神选择, 而是否门徒是互动的, 神并不强迫我们交

出主权.  只是最蠢的的决定, 是信主而不交出主权. 

引言 

 我们若同意神是全控的, 我们今天为甚么不会感到神控制我? 

o 我们遇到的一切事, 都由神来决定.  整个历史发展, 我

怎样生活, 都是神控制之下. 

o 但我不觉得自己被神控制, 是由于神没有控制我的意

志 – 自由意志.  由于这个自由意志部份, 我们才需要

面对主权这个问题. 

 

马太 6:24 CUV-T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

利的意思）。」 

马太 6:33 CUV-T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 

Mat 6:24 KJV  No man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else he will hol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e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Mat 6:33 KJV  But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相同的经文在 路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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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uk 16:13 CUV-T  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

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

奉神，又事奉玛门。」 
 主 就是 “Lord” 的意思 
 神 和 玛门(金钱) 都是可以成为 “主” 

o 神 和 玛门 这两位主是互相否定的关系 (mutually 

exclusive) 

 如果神是主, 玛门就不会是主 

 如果玛门是主, 神就不会是主 

 所以我们其中一种评估神是不是我们的主的

方法, 就是看玛门是不是我的主!  

o 为甚么玛门会是”主” ?  玛门影响两件事 

 V19‐21 反映我们内心真实价值观 

 V25‐34 反映我们的安全感 

 英文中”Lord”的定义 

 Lord is an appellation for a person or 

deity who has authority, control, or 

power over others acting like a master, 

a chief, or a ruler. 

 玛门是其中一样对人有以上三种影响

力的东西 

o 拜金主义 Mammonism, 金钱

可以成为崇拜的对像 

 所以, “主”有对我们最少有三样影响 

 对我们有权柄 

 我们由它来控制 

 它对我们有全影响力 

o 举例:  有些基督徒做决定, 是看神的意思, 而不是以金

钱来影响这个决定.  这并不是指不考虑金钱, 而是金

钱并没有参与决定, 而只是按照神的决定而行. 

 
 
路加 6:46 CUV-T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

的话行呢？ 
Luk 6:46 KJV  And why call ye me, Lord, Lord, and do not the 
things which I say? 
 

 讲论内容与登山宝训类似, 但 V6:17  地点为平地, 与登山宝

训地点不同.  所以应小心独立研读.  耶稣在不同场合会重复

部份教导, 但重点可能不同. 
 V17-19 听的群众包括门徒和百姓, 并且是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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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他们到来的目的不同 
 听祂的教导 
 希望得医治 – 包括 physical 病, spiritual 汅

鬼 
o 他们在听教训前看到或经历神迹及医治 

 这和大部份信徒相似吗?  我们都经历过神迹

奇事, 或主回应我们的祷告等. 
 耶稣教导甚么内容?  实践上困难吗? 
 V46 真理:  称呼耶稣为 主, 是没有意义的.  唯一确定你以耶

稣为主的理由是有没有按祂说话去做. 
o 如果耶稣是主, 我们就是祂的奴隶 
o 现代社会难接受奴隶, 因普遍人对此字感到负面 
o 教会也经常强调我们的神的儿女, 缺少提及奴隶这信

息.  两个身份都是事实, 在于从谁的角度. 
 从神的角度, 我们是儿女 
 从我们的角度, 神是主而我们是奴隶 
 比较 路15:21 

 主权 
o 主要求我们在可选择的时候, 是否要跟从祂的吩咐.  

主权体现在我们与主有 “利益冲突” 的时候 
o 主权是主想我做甚么? 
o 主权问题只出现在有些东西我想做而神有不同意见

之时, 而到永恒时, 神也没有拿去我们意志, 所以很大

可能我们在永恒时会继续面对这样的争扎 
 
 
路加9:23 CUV-T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Luk 9:23 KJV  And he said to them all,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上下文 
o 9:20 认出基督 
o 9:21-22 耶稣告诉门徒祂的使命, 这也是祂是基督的

原因 
o 9:23-26 耶稣对跟从祂的人的要求 

 跟从主的要求 
o 舍己 

 Php 2:6 CUV-T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夺的；(Not consider who he is) 
 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腓2:3) 

o 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平衡经文: 

o Mat 16:24 CUV-T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

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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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ar 8:34 CU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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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观察:  只有路加福音加上 “天天” 这个字 

 由此我们没办法以物理性如耶稣一样背十字

架来解释此段经文, 这里指背十字架和每天生

活有关系. 
 十字架代表甚么? 

o 舍已 
o 顺服接受神的主权 

 我们所不愿意的, 与我们意愿相背离的. 
 如果与我的兴趣一致, 怎可能是十字架? 
 天天的十字架代表门徒的十字架是生活性的. 

 为甚么是每天的十字架 
o 我们每天面对主权的挑战也不一样 
o 神创造我们, 让我们对今生事物有盼望.  但同时神让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信徒的挑战, 在于我们有今生和

来生的盼望, 当两件事有冲突时, 我们要选择放弃今

生的盼望来取得永恒的盼望, 这才能显出我们对永恒

盼望的重视与牺牲. 
 

路加14:26-35 CUV-T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爱我胜

过爱：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

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28)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

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29)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

都笑话他，说：  (30)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31)  或
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

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32)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33)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

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34)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

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  (35)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

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Luk 14:26-35 KJV  If any man come to me, and hate not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ethren, and sisters, yea, 
and his own life also,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27)  And 
whosoever doth not bear his cross, and come after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  (28)  For which of you, intending to build a tower, 
sitteth not down first, and counteth the cost, whether he have 
sufficient to finish it?  (29)  Lest haply, after he hath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is not able to finish it, all that behold it begin to 
mock him,  (30)  Saying, This man began to build, and was not 
able to finish.  (31)  Or what king, going to make war against 
another king, sitteth not down first, and consulteth whether he be 
able with ten thousand to meet him that cometh against him with 
twenty thousand?  (32)  Or else, while the other is yet a grea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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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he sendeth an ambassage, and desireth conditions of peace.  
(33)  So likewise, whosoever he be of you that forsaketh not all that 
he hath,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34)  Salt is good: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vou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easoned?  (35)  It is 
neither fit for the land, nor yet for the dunghill; but men cast it out. 
He that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V25 耶稣关心这大群跟随祂的人, 所以耶稣作出 v26-27 的呼

召.  因为只有能回应这个呼召, 耶稣才能帮助他们 (参 v34) 
 V26 优先的问题, 主权超越了所有关系 

o 为甚么圣经教导丈夫爱妻子, 而耶稣又教导恨妻子? 
o 唯有把主权交予基督, 才能够按主的吩咐与妻子相处

而至以圣经教导的爱来爱妻子和保护妻子 
 如果你丈夫爱你多于爱基督, 其实对你作为妻

子反而是存在风险的. 
 V27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问题, 所以会有不同的十字架 
 V28-33 两个比喻 

o V28-30 计算是否交出主权 
o V31-33 若计算后发现有困难(某些主权可能特别不愿

意交出), 可祷告主 “求和”. 
 意志上是否愿意交出.  其实力量都需要由主

而来.  
 V34 盐失味 

o 耶稣在此清楚告诉信徒, 相信祂但若不按祂要求跟随

祂, 耶稣并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这种生命就是盐失了

味的生命   
 主权是在正确决定下的冒险, 需要计算 

o 计算的参数 – 是否希望跟随主耶稣, 作主门徒 
 计算怎样见证祂, 叫人作祂门徒, 怎样奉献, 为

朋友舍命, 神的话是否常在我身上等? 
 每一个属灵的功课都是需要时间及付出的, 并

不会自然发生. 
 只有交出主权, 人生的测试 (test) 才能够有意

义的.  每个人无论是否交出主权都会面对测

试, 没有交出主权的测试, 是毫无意义的. 
o 计算的信徒的误区 

 以错误的计算参数.  计算交主权对我现世有

何好处? 
 例如奉献让我有更多收入, 工作或生

意稳定. 
o 完全不计算的信徒 

 心态1:  由主完全负责 
 主耶稣拒绝 Blind Faith – 盲目的信心, 

所以祂要求跟从祂的人要计算, 清楚

列明祂的要求. 
 心态2:  听神的话就不用计算, 计算是市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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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动机的行善是否存在呢? 
 追求 reward 是信心的功课之一, 不计

算, 不接受 reward, 便缺少了学习信

心的机会. 
 计算才能把主看为 “出粮者”, 所以才

需要完全按祂说话去做.  否则就不需

要有这限制. 
 计算顺服和不顺服的代价 

o 计算不顺服会招至的永恒的后果. 
 我们纵然有足够才智不服从现世掌权者而毋

须付上代价, 但却永不能逃避承受永恒后果 
 
 
约翰 13:13-15 CUV-T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14)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15)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

们所做的去做。 
Joh 13:13-15 KJV  Ye call me Master and Lord: and ye say well; for 
so I am.  (14)  If I then, your Lord and Master, have washed your 
feet; ye also ought to wash one another's feet.  (15)  For I have 
given you an example, that ye should do as I have done to you. 
 
 

约翰12:24-26 CUV-T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

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25)  爱惜

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

命到永生。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

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Joh 12:24-26 KJV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Except a cor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ground and die, it abideth alone: but if it die, it 
bringeth forth much fruit.  (25)  He that loveth his life shall lose it; 
and he that hateth his life in this world shall keep it unto life 
eternal.  (26)  If any man serve me, let him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shall also my servant be: if any man serve me, him will 
my Father hon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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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12:1-2 CUV-T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当然的。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

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Rom 12:1-2 KJV  I beseech you therefore, bre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that ye present your bodie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cceptable unto God, which is your reasonable service.  (2)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e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林后 6:17-18 CUV-T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18)  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

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2Co 6:17-18 KJV  Wherefore come out from among them, and be 
ye separate, saith the Lord, and touch not the unclean thing; and I 
will receive you,  (18)  And will be a Father unto you, and ye shall 
be my sons and daughters, saith the Lord Almighty. 
 
 
加拉太书 2:20 CUV-T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

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Gal 2:20 KJV  I am crucified with Christ: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 but Christ liveth in me: and the life which I now live in the 
flesh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我们是基督的代表 
 
 
腓立比书 2:10 CUV-T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

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Php 2:10 KJV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of 
things in heaven, and things in earth, and things under the earth; 

 在圣经中, 基督上十字架这事件对于祂的权柄有甚么重要性? 
 十字架与基督的权柄关系 

o v8 由于基督的十字架, V9-11 神把祂升为至高并万有

向祂屈膝. 
o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两项重要特质 v7-v8 

 卑微 
 顺服 

 主权的题目 
o 我们的讨论都是 人把主权交给基督 
o 十字架所表现:  主耶稣把主权交给神 

 关于圣子的荣耀与十字架 
o 参约17:1-5 

 V5 基督在创世以先, 和父同享同等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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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向人显现(道成肉身), 是由于祂收起那荣

耀 
 由于十字架, 神把所有的荣耀与权柄给予这位

有肉身的基督 
 十字架的其中两个作用 

o 主  Salvation 救赎  我们 
 十字架是主向我们施行救赎 

o 主  Lordship 主权  我们 
 十字架是我们向主交出主权 

 参希12:1-2, 主耶稣是甚么原因能轻看羞辱? 
o 摆在前面的喜乐:  看见前面正面的东西, 而不是负面

的东西.  我们若非如耶稣这样看, 是不会愿意交出主

权的. 
o 主并不会主动拿去我们的东西, 只是看我们是否愿意

放手 
 主权最重要的挑战是谁来判定善恶? 

o 我们交出主权, 相信神对我们是善.  但如果发生的事

不是按我们善的定义, 我们能否接受神是决定善恶, 
这些事都是对我们善的呢? 

 

腓立比书 3:8 CUV-T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

得着基督； 
Php 3:8 KJV  Yea doubtless, and I count all things but loss for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do count them but dung, 
that I may win Christ, 
 

 保罗 count (计算) 后得出的结论, 对他一切重要的东西, 与基

督相比, 都有如粪土. 
o V3:4-6 这清单每一样都原是非常有价值的 

 宗教上的纯正: 第八天受割礼 
 种族上的纯正: 以色列, 便雅悯支派 
 血统上的纯正: 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 
 律法上的优越: 法利赛人 
 忠心上的优越: 逼迫教会的 
 道德上的优越: 律法上无可指摘 

o 保罗的计算公式 – 认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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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 1:18 CUV-T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

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Col 1:18 KJV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who is 
the beginning,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that in all things he 
might have the preeminence. 
 

 V1:15 
o 透过祂做 
o 为祂做 – 我们的出现是为了祂, 而不是祂为我们 
o 万有靠祂维持 

 如果祂不 hold 住万有, 就如我现在能听, 能看, 
只要祂不维持, 我就失去听和看的能力了 

 无论是否信主或是否交出主权, 都是由基督维

持着的 
 意志 will 

o 所有都是主控制的, 但唯一祂不控制的地方就是我们

的意志 will.  因此才有主权问题. 
 但神可以煽动我们的 will 来测试我们 

 煽动大卫数点人数 (撒下 24:1) 
 煽动犹大出卖主 (John 13:27) 
 透过彼得煽动耶稣 (Mark 8:32) 

o 神要求我们是否愿意 (Will), 而能力 (Power) 是由祂

所赐的. 
 我们是以 will 来支取力量的, 无论我们的 will 

是去做还是不去做. 
 
彼得前书 3:22 CUV-T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

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1Pe 3:22 KJV  Who is gone into heaven, and is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angels and authorities and powers being made subject unto 
him. 

 比较经文 
o Heb 2:8 CUV-T  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

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o Php 2:10 CUV-T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

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o 万物最终都是膺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 我们可以选择

的只有两条路 
 趁还活在世上选择膺服于祂 (对我们有利) 
 在死后才屈服 (对我们不利) 

 掌管 
o 人并没有对自己生命的掌管权 

 Heb 4:3 CUV-T  … 其实造物之工，从创世以

来已经成全了。 
 神在创造的时候已完成祂所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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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 1:5 CUV-T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

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

的名分， 
 神预定了我们的命运 

 我们并不能决定自己是否出现在世上, 何时出

生, 父母, 种族, 国藉, 才干, 能力, 智商, 何时离

开世界…. 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是对已发生的事

的回应态度 
o 无论顺服神与否, 我们对自己生命都不能掌管自己生

命 
 我们拒绝交出主权的原因 

o 不愿意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 
 例如我们的祷告是希望神为我们完成梦想, 还

是我们愿意按祂命令和吩咐来生活? 
 拜偶像的目的是创造神祗让自己来操纵和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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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 Lordship (学员部份) 

马太 6:24 CUV-T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

利的意思）。」 

马太 6:33 CUV-T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 

Mat 6:24 KJV  No man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else he will hol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e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Mat 6:33 KJV  But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路加 6:46 CUV-T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

的话行呢？ 
Luk 6:46 KJV  And why call ye me, Lord, Lord, and do not the 
things which I say? 
 
 
路加9:23 CUV-T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Luk 9:23 KJV  And he said to them all,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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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14:26-35 CUV-T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爱我胜

过爱：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

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28)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

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29)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

都笑话他，说：  (30)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31)  或
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

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32)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33)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

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34)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

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  (35)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

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Luk 14:26-35 KJV  If any man come to me, and hate not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wife, and children, and brethren, and sisters, yea, 
and his own life also,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27)  And 
whosoever doth not bear his cross, and come after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  (28)  For which of you, intending to build a tower, 
sitteth not down first, and counteth the cost, whether he have 
sufficient to finish it?  (29)  Lest haply, after he hath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is not able to finish it, all that behold it begin to 
mock him,  (30)  Saying, This man began to build, and was not 
able to finish.  (31)  Or what king, going to make war against 
another king, sitteth not down first, and consulteth whether he be 
able with ten thousand to meet him that cometh against him with 
twenty thousand?  (32)  Or else, while the other is yet a great way 
off, he sendeth an ambassage, and desireth conditions of peace.  
(33)  So likewise, whosoever he be of you that forsaketh not all that 
he hath, he cannot be my disciple.  (34)  Salt is good: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vou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easoned?  (35)  It is 
neither fit for the land, nor yet for the dunghill; but men cast it out. 
He that hath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约翰 13:13-15 CUV-T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14)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15)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

们所做的去做。 
Joh 13:13-15 KJV  Ye call me Master and Lord: and ye say well; for 
so I am.  (14)  If I then, your Lord and Master, have washed your 
feet; ye also ought to wash one another's feet.  (15)  For I have 
given you an example, that ye should do as I have done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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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12:24-26 CUV-T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

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25)  爱惜

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

命到永生。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

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Joh 12:24-26 KJV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Except a corn of 
wheat fall into the ground and die, it abideth alone: but if it die, it 
bringeth forth much fruit.  (25)  He that loveth his life shall lose it; 
and he that hateth his life in this world shall keep it unto life 
eternal.  (26)  If any man serve me, let him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shall also my servant be: if any man serve me, him will 
my Father honour. 
 
罗马书 12:1-2 CUV-T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当然的。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

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Rom 12:1-2 KJV  I beseech you therefore, bre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that ye present your bodie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cceptable unto God, which is your reasonable service.  (2)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e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林后 6:17-18 CUV-T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18)  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

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2Co 6:17-18 KJV  Wherefore come out from among them, and be 
ye separate, saith the Lord, and touch not the unclean thing; and I 
will receive you,  (18)  And will be a Father unto you, and ye shall 
be my sons and daughters, saith the Lord Almighty. 
 
加拉太书 2:20 CUV-T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

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Gal 2:20 KJV  I am crucified with Christ: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 but Christ liveth in me: and the life which I now live in the 
flesh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腓立比书 2:10 CUV-T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

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Php 2:10 KJV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of 
things in heaven, and things in earth, and things under the earth; 
 
 
  



爱深查经小组  15 June 2016  主权 Lordship 

Page 14 of 14 
 

腓立比书 3:8 CUV-T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

得着基督； 
Php 3:8 KJV  Yea doubtless, and I count all things but loss for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do count them but dung, 
that I may win Christ, 
 
 
歌罗西书 1:18 CUV-T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

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Col 1:18 KJV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who is 
the beginning,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that in all things he 
might have the preeminence. 
 
 
彼得前书 3:22 CUV-T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

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1Pe 3:22 KJV  Who is gone into heaven, and is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angels and authorities and powers being made subject unto 
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