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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課】 

4:16 

新 和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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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靠他 

聯絡得合式， 

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本着他， 

全身藉着所供應的各關

節、 

照每一部分、依其分量、 

所運用的效力、 

互相聯接，彼此結聯， 

使身體漸漸長大， 

在愛中建立自己 

 基礎是依靠神，一切的源頭，身體的元首，供應一切需要，包括合一、養分、和進

展，目的是使身體慢慢的成長。 

 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支持，個別肢體對整個生命發展，對整體的成長的特殊貢獻。 

 持續的成長，必須是功能互相配合的合一，是每部分、每一個關節 (和：百節 )，合適

的連接起來。 

藉著 

每一個關節的支持， 

照著每部分的功用， 

配合聯繫起來 

o 關節 [ἁφή haphḗ] probably a ligament (as fastening):—joint 韌帶； 聯結，連接。 

 每一個肢體、關節和韌帶，都對合一有重要的貢獻。 

 同樣的意義，靠元首以及關節和筋絡，使身體聯絡為一個整體。 

其實全身都是藉著關節和筋絡從頭得著供應和聯繫，就照著 神所要求的，

生長起來。 (西 2:19) 

o 也呼應著 4:11-12 所提到神所賜有恩賜的人，服事傳講神話語的人，照著他們

的功能供應給教會。 

 這段的結尾，在愛中的增長，是神屬性的標志。 

 這增長的動詞建立，是建築的名詞，是呼應 2:21-22 的意義， 



以弗所書 

  [49] Rev. Liu 2021 

你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2:22) 

思考： 

這段「合一…引致成熟」4:7-1615，藉著神賜給我們不同的恩賜，建立教會。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藉著個肢體長進，互相的配合，使教會被建立並且長大。 

 神賜給教會不同恩賜，為的是裝備我們，擔任聖工。我意識到神的這個目的嗎？ 

o 我擔任了教會的聖工嗎？爲了所擔任的聖工，受了什麽些的裝備？ 

 我在眾聖徒中，像小孩子容易中人的詭計，被騙而飄來飄去嗎？ 

o 我如何確定，我過的是誠實的生活？ 

o 我如何確定，我在各方面長進，目標在達到基督的身量？ 

 

二、生活：照著新人，而不是舊人 (4:17-24) 

所以，我要這樣說，並且要在主裡肯定地說： 

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存著虛妄的意念。 18  

他們的心思昏昧，因為自己無知，心裡剛硬，就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 19  

他們既然麻木不仁，就任憑自己放縱情慾，貪行各樣污穢的事。 20  

但是你們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 21  

如果你們聽了他，在他裡面受過教導，（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的，） 22  

就要除去你們那照著從前生活方式而活的舊人。 

這舊人是隨著迷惑人的私慾漸漸敗壞的。 23  

你們要把心靈更換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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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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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大段，詳細的説明行事為人(4:17)是根據前面的原則：行事為人要配得上呼召(4:1)

用愛心持守合一(4:2-3)，接著是二個重點： 

o 不可像外邦人那樣的生活形態(4:17-19) 

o 學了基督的人，當有的生活形態(4:20-24) 

4:17 

 我要這樣說…在主裡肯定地說，强調他的莊重和重要性，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帶著

主的權柄勸勉他們，參考： 

我們在主耶穌裡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接受了我們的教訓，知道應該怎樣行事

為人，並且怎樣討 神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進一步。 (帖前 4:1) 

 不要再像教外人，不要像不信神的人，沒有接受救恩的外邦人。 

 存著虛妄的意念，虛妄 [ματαιότης mataiótēs] devoid of 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perverseness, depravity 虛空, 徒勞, 無目的, 短暫。 

4:18 

 心裡剛硬，心地變爲愚蠢，以致看不見真理，因爲無知，與神隔絕，失去神所賜的生

命。 

4:19 

 麻木不仁 [ἀπαλγέω apalgéō] to cease to feel pain or grief; to become callous, insensible to 

pain, apathetic 麻木, 沒有感受； 無情，冷淡； 絕望。心裏失去所有的感覺(和：良心..

喪盡)，意思是失去感到羞愧或心裏不安的能力，以致失去自制和分辨的能力。 

 沒有任何約束可使他們不致陷入敗壞的行爲中，就放縱情慾(和：私慾)，在貪婪和污

穢中。 

 神給他們的懲罰，是任憑他們，行他們自己的欲望(羅 1:24,26,28)，沉淪在放縱情

慾、貪婪、污穢中。 

4:20-21 

但是你們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聽了他，在他裡面受過教導，（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的，） 

 從基督所學的 (和：學了基督)，學習基督的教導。基督的教導，就是使徒傳道和教導

的主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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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卻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 (林前 1:23)；我們既然傳基督從死人中復活了，你們

中間怎麼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呢？ (林前 15:12)； 因為我、西拉和提摩太，在你

們中間所宣揚的耶穌基督， 神的兒子 (林後 1:19)，等等。 

 聼了，也受了教，因爲真理是在耶穌裡，(和：學了他的真理)。 

o 在前面已經提到同樣的意思，4:15 

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呂：總要以愛心持守眞理；和：用愛心說誠實話)。 

o 都是强調著耶穌基督的真理，要持守真理，要說真理，要過真理的生活，就是

誠實的生活。 

4:22 

就要除去你們那照著從前生活方式而活的舊人。這舊人是隨著迷惑人的私慾漸漸敗

壞的。 

 要除去，在下二節，繼續提到更換一新，穿上。繼續更詳細的説明從基督所學的，從

這三個層面説明：除去、更換、穿上。 

 除去 (和 呂：脫去) [ἀποτίθημι apotíthēmi] to put off or aside or away 脫去； 革

除，丟棄。 

 從前的行爲，被形容為肉體的私欲，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放縱肉體的私慾 

(2:3)，必須要拆毀，否則就是繼續在愚昧中，是腐化和毀壞的過程，最後的終結是死

亡。 

思考： 

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虛妄的意念…心思昏昧…心裡剛硬。 

 在別人身上，常常看到所形容的。 

o 我有時候也像所形容的嗎？ 

 哪一點？或哪幾點？ 

 

4:23-24 

你們要把心靈更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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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的平行經文在 西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他的創造者的形象漸漸更新，能

夠充分認識主。 

 

 更換一新，這是一個過程，是一個被更新的過程(kjv: be renewed)。是神所作成持續

更新祂的百姓的工作。 

 當降服在神面前，讓神在我們裏面心靈 (和：心志)，作祂奇妙更新的工作。羅 12:2 倒

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 (kjv: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心意 (呂：心思)。 

 

 穿上新人，聖靈更新的工作，是使人的内在被更新，成爲新的人。也就是在前面形容

的內在的人被更新，成爲新的人 (3:16，呂：內心的人，kjv: inner man)，是一個針

對個人性的信息。對群體的信息，已經在 2:15 敘述過。 

 穿上，是隱含命令語氣，是喻意，要應當照著神已成就的大能，改變過來。 

穿上能力吧！(賽 51:9)，披上公義 (詩 132:9)，耶和華以威嚴為衣，以能力束腰 (詩

93:1) 
 

 照著神的形象…創造的，“創造”是被動語態，是神的作爲，是神的工作。後面“公義和

真實的聖潔” 是解釋 “照著神的形象”，對比於漸漸毀壞的 “舊人”。 

 神不僅是創造者，祂也是這新創造的模式和典範。特質是公義和聖潔，是在舊約和新

約中，常常用來描寫神。 

o 新人的行爲舉止，必須符合在基督裏的新地位和身份：公義、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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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神預先所安排的。 (2:10) 

o 創造的新人，應當是公義，就如神是公義的；應當是聖潔的，因爲神是聖潔

的。 

把我們從仇敵手中救拔出來，叫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用聖潔公義，在他面前一

生一世敬拜他。 (路 1:75) 

 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和：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這些出於神的特質，與祂

的屬性一致，是真正的，是實際的，是真實的，就是真理。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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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從前的行爲和肉體的私欲，降服在神面前，讓神在我們的心靈，作祂奇妙更新的工

作，使我們的内在被更新，成爲新的人。 

 完全是我與神之間的一個親密關係，我要跟神承諾放棄從前不討祂喜悅的行

爲和肉體私欲嗎？ 

 我要邀請神在我的心靈裏，作不斷的更新的工作嗎？ 

 我怎麽成爲一個身心靈，像一個神所創造的新的人？ 

 

 

三、特殊的勸勉：舊生活與新生活 (4:25-5:2) 

所以，你們要除掉謊言，各人要與鄰舍說真話，因為我們彼此是肢體。 26 生氣卻不要犯

罪；含怒不可到日落。 27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8 偷竊的，不要再偷，卻要作工，親手作

正當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給缺乏的人。 29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卻要適當

地說造就人的好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 30 不可讓 神的聖靈憂傷，因為你們受了他的

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 31 一切苛刻、惱怒、暴戾、嚷鬧、毀謗，連同一切惡毒，都應

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32 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就像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

你們一樣。 

因此，你們既然是蒙愛的兒女，就應當效法 神。 2 要憑著愛心行事，好像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己，當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獻給 神。 

 在 4:25-31，將上面所提到新人和舊人，應用在生活裏面。列出幾件收信人或讀者應當

避免的事，每一件要避免的事，都有相對的正面勉勵，除了 26-27 提到生氣的事。 

 在 4:32-5:2，是純粹是正面的勉勵。 

 這樣的勸勉是書道德訓勉格式，列出惡行和美德。在新約聖經裏有很多，例如：羅馬

1:24-32；林前 5:10-11；加 5:19-23，等等。 

4:25 

所以，你們要除掉謊言， 

 各人要與鄰舍說真話，因為我們彼此是肢體。 

 以所以開始，就是連接到前面所敘述的勸勉(4:22)，除去舊人的生活方式。不再說謊

言，不符合事實的話。也不傳遞欺諞，不合事實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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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真話(和：實話)，既然已經穿上新人，有神的形象，真理就是基督的特殊標誌。

經文引自亞 8:16 要與鄰舍說真話。 

 因爲，彼此之間的關係是肢體，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也就是教會裏的一部分，是必

須要有的和諧關係。彼此相屬，彼此合一。 

4:26-27 

生氣卻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不論是從身體内或社會之間的和諧，都是成長或興旺的障礙。 

o 引自詩 4:8 你們生氣，卻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時候，你們要在心裡思想，並且

要安靜。 

o 當受到冤屈時，我們向神呼求，神必定垂聼。(詩 4:3) 我向耶和華呼求的時

候，他就垂聽。 

o 並且給我們喜樂和平安的心， (詩 4:7-8)你使我心裡喜樂，勝過人在豐收五穀

新酒時的喜樂。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覺，因為只有你耶和華能使我安然居住。 

 當情緒轉爲憤怒時，若是因爲自己的驕傲受挫，若是產生惡意或報復的心，就已經惡

化為罪了。 

o (呂：各 1:19-20) 各人要敏於聽，不要急於說，不要急於發怒。因爲人的忿怒

並不能生出上帝所要求的正義來。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就是必須要立即處理怒氣的動機。如果拖延，撒旦就乘這機會，

達到他的目的，發揮他的影響力，撒旦要奪取在我們裏面的空間。要按著聖經的指

示：不要為自己伸冤，寧可等候主的忿怒 (羅 12:19)。  

4:28 

偷竊的，不要再偷， 

卻要作工，親手作正當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給缺乏的人。 

 偷竊，在神的規則中，一直是被重複的嚴重强調不可的犯的罪。 

o 十誡中：不可偷盜  (出 20:15；申 5:19) 

o 你們怎可偷盜  (耶 7:9) 

o 誡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偷盜...  (可 10:19) 

o 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心」等等的誡命，都包括在「愛

人如己」這一句話裡面了。  (羅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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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信徒在悔改歸正以前，有偷竊的行爲，就不要再偷。歸正之後，是新人，生活的

形態特徵，是仁義和聖潔。 

 現在要努力工作代替偷竊，作正當的事 (和：作正經事)。正當 [ἀγαθός agathós] good, 

pleasant, agreeable, excellent, distinguished 完美，正直的，仁慈、慷慨。也應該對眾人

行善 (加 6:10)。 

 把作正當事所得到的報酬，分給有缺欠的人。任何的人可能都做得到分給缺乏的人，

但是如今是新人，有神的形象，所作出的正當事，應當讓人看到在我們身上，有神的

形象。 

思考： 

 神告訴我們不要説謊，撒旦常安慰我們，說一點點白謊，對人有益處。難道我任

何時候，都要說真話嗎？爲什麽？ 

 我生氣時，犯過罪嗎？記得是怎麽犯了罪嗎？以後怎麽避免？ 

 我從來沒有做過偷竊的事，我偷過神的時間嗎？怎麽算偷神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