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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課】 

六、保羅的代求：爲了能力、愛、和靈命成熟 (3:14-21)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 16 求他按著他榮

耀的豐盛，藉著他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內在的人剛強起來， 17 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住

在你們心裡，使你們既然在愛中扎根建基， 18 就能和眾聖徒一同領悟基督的愛是多麼的

長闊高深， 19 並且知道他的愛是超過人所能理解的，使你們被充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

盛。 20 願榮耀歸給 神，就是歸給那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榮耀在教會中和基督耶穌裡歸給他，直到萬代，永世無

窮。阿們。 

 在這個代求的禱告，重複了一些 1:15-19 的重要主題。 

3:14-15 稱呼神為父，屈膝進入這禱告 

3:16-19 代求的内容，藉聖靈剛强 

3:20-21 榮耀頌讚結束 

1. 爲了能力、愛、和靈命成熟而禱告 (3:14-19) 

3:14 

 屈膝，猶太人和早期基督徒的禱告，普遍的姿勢是站立著7，屈膝表示深深的尊重和順

服，顯出敬拜者謙卑的態度。 

 在敬畏中屈膝的對象，被稱爲父。不但是表示親密，也有尊嚴和權柄的意義。對這位

權能又慈愛的天父。如：我們雙方都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2:18) 

3:15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天上地上，不論在各層面，都是神的創造，都是出於神。 

 由他命名的，神為祂所創造的活物起名，不只是一個標簽，而表示祂的創造和祂的統

治。你們向天舉目吧！看是誰創造了這些萬象？是誰按著數目把萬象領出來，一一指

名呼喚？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也不缺少 (賽 40:26)。因而强調了神在天上和地上

的至高能力和權柄。 

                                                      
7 https://www.skylinewebcams.com/en/webcam/israel/jerusalem-district/jerusalem/western-wall.html 

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 (可 11:25) 法利賽人站著，禱告給自己聽 (路 18:11)；於是耶穌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 (路

22:41) 我們跪在海灘上禱告 (徒 21:5) 

https://www.skylinewebcams.com/en/webcam/israel/jerusalem-district/jerusalem/western-w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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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求他…..使你們內在的人剛強起來，內在的人 (和：心裡的力量)，裡面的人，内心，即

人的靈性。 

 祈求可以支取的資源，是神的無限榮耀的豐盛。 

 用大能使你們內在的人剛強起來，呂：因大能而剛強，使人的内心因爲神的大能而剛

强起來。 

3:17 

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使你們既然在愛中，扎根建基 

 二個平行的字句， 

o 先因爲相信耶穌基督，神就住在信徒的裏面。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就住在你們裡面 (約 15:4) 

o 使我們因為信，根基建立在神的愛上 

 在聖靈裡的愛心 (和：聖靈所存的愛心) (西 1:8)。 

 並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呂：被建造在使徒和神言傳講師的根基

上) (2:20) 

3:18 

 上節已經提到的既然在愛中，現在形容這愛是基督的愛，是多麽的的豐盛，是多麼的

長闊高深。 

 這不再是奧秘，而是使讀信的人，和所有的基督徒，都明白豐盛基督的愛。 

3:19 

 雖然不再是奧秘，但因爲愛的長闊高深，超出了人的一般瞭解。 

 現在不但讓讀信的人瞭解，並且是可以親身的認知，被充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盛。 

 保羅禱告，使收信人或讀者得充滿，完完全全地得到上帝之豐滿 (呂)。 

2. 頌讚 (3:20-21) 

3:20 

 在禱告結束的句子，清楚的將榮耀歸給神。並且清楚的形容歸榮耀給神的原因。因爲

神已成就一切。 

o 成就一切的結果，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o 頌讚中形容成就，是照那運行在我們中間的大能力、格外充滿地成就一切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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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δύναμις dýnamis] strength power, ability 權柄，能力，力量；照他的

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3:21 

 願榮耀...歸給他，在：在教會中、在基督耶穌裏 

o 在教會中， 

 是得到救贖的人的群體，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 

 教會是神同在和掌權的地方(1:22-23,2:22)，在天上的敬拜現在在地

上，透過各地的基督徒集會表現出來。 

 在各地讀這信的地方教會裏，榮耀被給神。信徒現在就享受與在天上的

基督之間的交通，現在就在地上歸榮耀給神。 

o 神在教會中的榮耀，不能與祂在基督耶穌裏的榮耀分離。當神不斷藉著祂在基

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祂的無比豐富的恩典。現今和將來的世代，

成爲無窮讚美的場合。 

 直到直到萬代，永世無窮 (和：世世代代,，永永遠遠)，直到整個永恆，榮耀都歸給神。 

 最後以阿們結束，是誠心的而不是有口無心 (不能當作口語句尾的標點符號)。 

阿們 [ἀμήν amḗn] surely, truly, of a truth; so it is, so be it, may it be fulfilled 誠心所

願，實在的，阿們。 

 

 

思考： 
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 

求他：按著他榮耀的豐盛，藉著他的靈，用大能 

使你們內在的人剛強起來， 17 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使你們既然在愛中扎根建基， 18 就能和眾聖徒一同領悟基督的愛是多麼的長闊

高深， 19 並且知道他的愛是超過人所能理解的， 

使你們被充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盛。 20  

願榮耀：歸給 神，就是歸給那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榮耀在教會中和基督耶穌裡歸給他，直到萬代，永

世無窮。阿們。 

 以上的這段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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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哪些也是我常常禱告的？ 

o 哪些是我從來沒有這樣禱告的？ 

o 哪一項是我以後常常要如此禱告的？ 

 爲什麽？ 

 爲什麽要說阿們8？是標點符號的句點嗎？請參考注脚9 

o 我以後再說阿們時，會慎重的如同這段禱告的結束嗎？ 

 

參、新人：在地上的生活 (4:1-6:20) 

一、在基督身體裏的合一、多犧牲、和成熟 (4:1-16)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禁的勸你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蒙的呼召， 2 凡事謙虛、溫

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 3 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4 身體只有一

個，聖靈只有一位，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一個盼望。 5 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個，洗

禮只有一種； 6  神只有一位，就是萬有的父。他超越萬有，貫徹萬有，並且在萬有之

中。 7 我們各人蒙恩，是照著基督量給我們的恩賜。 8 所以他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了許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 9 （「他升上」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

地上嗎？ 10 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 11 他所賜的，

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 12 為的是要裝備聖

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到我們眾人對 神的兒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

識，可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長成的身量；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

和騙人的手段，給異教之風搖撼，飄來飄去， 15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

進，達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會的頭， 16 全身靠著他，藉著每一個關節的支持，照著每

部分的功用，配合聯繫起來，使身體漸漸長大，在愛中建立自己。 

1. 教會的合一 (4:1-6) 

主題 

因此，我這為主被囚禁的勸你們：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蒙的呼召， 2  

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 3 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

賜的合一。 4  

                                                      
8 阿們 [ָאֵמן ʼâmên] verily, truly, amen, so be it 實在的、阿們、誠然的。阿們 [ἀμήν amḗn] firm; verily, amen 誠心所願，實在的，阿們 

9 例子：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1/ta2040584.htm。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1/ta20405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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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告白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位，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一個盼望。 5 主只有

一位，信仰只有一個，洗禮只有一種； 6  神只有一位，就是萬有的父。他

超越萬有，貫徹萬有，並且在萬有之中。 

4:1 

 因此，以這封信前面所説的，到此為基礎，現在轉到這封信下一半的重點。(和合本省

略了因此 [οὖν oûn] therefore) 

 我這為主被囚禁，保羅很清楚表明是”為主”，更不是怪罪于，而是爲了他所相信的主

耶穌，爲了他所受到的托付，即使遭遇監禁，仍然執著的服事主。 

 主題 

行事為人，要配得上，勸勉收信人或讀者的生活型態，要配得上 (和：與...相稱；呂：

對得起)：所蒙的呼召。 

o 呼召： 

神是信實的，他呼召了你們，是要你們與他的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連合在一

起。 (林前 1:9) 

o 配得上，對得起所得到的恩典： 

我們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

事 (2:10)。 

 對得起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印記 

既然聽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就在他裡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作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

的憑據  (1:13-14) 

o 這生活形態的原則(4:1-3)，是 4:17- 之後，論到生活勸勉架構的基礎。 

4:2-3 

 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  

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這二個命令的句子，指向一個目標：持守…合一。 

 從美德開始：謙虛、溫柔、忍耐 (呂，謙卑 柔和 恆忍)，以愛 互相寬容，和睦 相處達

成勸勉的目標：合一。(參考：西 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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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謙卑/謙虛、保羅服事的態度，凡事謙卑(徒 20:19)；只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

強 (腓 2:3)。 

o 加上柔和/溫柔，主耶穌是我們行事爲人和服事的榜樣：我心裡柔和謙卑...向我

學習 (太 11:29) 

 溫柔是聖靈的果子(加 5:23)，在其他多處經文，也强調：要追求公義、

敬虔、信心、愛心、忍耐和溫柔。 (提前 6:11)；要在裡面存著溫柔安靜

的心靈 (彼前 3:4) 

o 忍耐，因爲神忍耐，也賜忍耐，人應當要忍耐。 

 賜忍耐和安慰的 神 (羅 15:5)；也要容忍所有的人 (帖前 5:14，和：要向

眾人忍耐) 

 用愛心 彼此寬容 (呂：在愛中彼此容忍) 

o 彼此寬容，是忍耐的實際表現，從内心發出的是愛，而不是無謂的忍著不發脾

氣，是神所賜的愛，表現出來的忍耐。 

o 愛心 [ἀγάπη agápē] affection, good will, love 真理之愛；向彼此及眾人的愛；對

神的愛 

o 寬容 [ἀνέχομαι anéchomai] to sustain, to bear, to endure 忍受，忍耐；在愛中互

相寬容；在逼迫和患難中，仍舊存忍耐。   

o 無論在什麽環境或被對待，以愛相待。即使沒有被善待，在愛中寬容。 

 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o 以和睦聯繫，直譯在和平的連結裡， 

 和睦 [εἰρήνη eirḗnē] peace between individuals, i.e. harmony, 

concord 和平； 和平，和諧； 秩序 

o 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竭力 [σπουδάζω spoudázō] to hasten, endeavour, give diligence 

加速，迅速；急切的，竭力，努力 

 持守 [τηρέω tēréō] to attend to carefully, take care of 謹防，看守； 存留，

保持，保留，保存 

 合一 [ἑνότης henótēs] unity 合一，在信心上同歸於一。合一，是這一

整句的目標，是聖靈所賜的。不但要努力保存，而且是急切的謹防保

留。所用的方法，是和平、和諧，和睦。 

 聖靈賜下的合一，是教會的記號，是基督身體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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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彼此寬容；  

以和睦聯繫， 

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在這三節經文中，提到了基督徒的德行。形容德行用了五個基本重要的字：謙虛、溫

柔、忍耐、愛、和睦。 

 哪一個德行，最使我在人前虛假？ 

 與人相處，在哪一個德行，我最需要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