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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 

背景介紹 

這卷書是一封信，如經文第一節：寫給住在以弗所，也給在基督耶穌裡忠心的聖徒。這封

信的内容是一般性，是並沒有針對什麽特殊的難題，也不像保羅其他書信針對急迫的事，

或回應危機。 

原則上是爲了教導和造就廣汎地區的許多教會的基督徒而寫的。前半段陳明神宏偉拯救計

劃，接著後半封信是勸勉的内容。 

本書所强調的一個中心信息，在基督裏的和好並合

一，見 1:9-10; 2:11-18; 3:9-101，在那裏說神已經使

我們得知祂旨意的奧秘，「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

一」，「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有的 神

裡面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

慧」。並且在 2:15「一個新人」的勸勉，結合了

「合一」的教導，應用在這卷書的後半段第 4-6 章。 

以弗所在土耳其的西海岸，在使徒行傳第 18-21 章記載保羅到以弗所所做事工的記載。 

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有很多内容相近的地方，例如： 

 救贖、和好、身體、與肉體，參考弗 3:1-13，與西 1:24-29。 

 二卷書都提到脫去舊人與穿上新人的勸勉，參考弗 2:22-24，與西 3:8-12。 

 以及家庭法規，在弗 5:21-6:9，參考西 3:18-4:1。 

 分別都有繼續的勸勉，弗 6:18-20，西 4:2-4。 

二卷書當然分別有獨特的信息，不在另一卷書裏。平行的經文，的確不少。本課重點專注

在以弗所書，二卷書信的内容比較，不在本課程之内。 

                                                      
1 1:9-10 他照著自己在基督裡預先安排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

同歸於一。  2:11-18 你們應當記得，你們從前按肉體來說是外族人；那些所謂在肉體上受過人手所行的割禮的人，稱你們為未受割禮

的。 12 那時，你們是在基督以外，與以色列國無分，在帶有應許的約上是外人，在世上沒有盼望，沒有 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的

人，現今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可以親近了。 14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就是以自

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 15 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使兩者在他裡面成為一個新人，這樣就締造了和平。 16 基督既然藉著十字架

消滅了仇恨，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 神和好，成為一體， 17 並且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在遠處的人，也給在近處的人。 18 我

們雙方都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3:9-10 並且使眾人明白那奧祕的救世計劃是甚麼（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

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10 為了要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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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信頭致意 (1:1-2)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住在以弗所，在基督耶穌裡忠心的聖徒。 2 願

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臨到你們。 3 

 保羅，希臘 – 羅馬世界的名字，猶太名字是掃羅。 

 使徒，蒙耶穌基督呼召，與主耶穌在地上時，與主同在，見證祂的復活。保羅常常自

稱使徒(這幾卷書的第一節：林前、林後、西、提前、提後、多)。因爲主耶穌對保羅

的特別呼召及授權，保羅特別闡明：我們從他領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職分(羅 1:5)。因

此，有權威寫此信傳遞從神來的信息。 

 聖徒 [ἅγιος hágios] holy, saints，直譯是聖者。保羅對基督徒的一貫描述(林前 1:1,2，林

後 1:1，羅 1:7，腓 1:1)。舊約裏有先例，聖潔的國民(出 19:6)。基督徒被稱爲聖徒，

是與神的關係，爲了服事神的緣故被分別出來，他們的生命一敬虔的行爲為標記。 

 恩惠平安，是典型固定不變，在書信的問安(羅 1:7，林前 1:3，林後 1:2，腓 1:2，帖後

1:2，門 3)。從雙重的源頭，父神和主耶穌基督，在這卷書深入的認識和經歷這雙重的

祝福，也就是這卷書一再的談到主題。 

恩惠 [χάρις cháris] good will, loving-kindness 恩寵，親善，得喜愛 

貮、新人：神的創造 (1:3-3:21) 

一、頌讚的信頭：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 (1:3-14) 

1. 為各樣屬靈的福氣讚美神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在基督裡，曾經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

我們： 1:3 

 應當稱頌2的，1:3-14 長句子的主題。 

 讚美的對象，就是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讚美的原因： 

曾經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我們 

o 賜給我們的福分是天上各種屬靈，是在基督裏。賜給原來的選民，神的百

姓，也包括外邦信徒。 

獨行奇事的以色列的 神，就是耶和華 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 72:18) 

                                                      
2 稱頌 [εὐλογητός eulogētós] blessed, praised 可稱頌的，可讚美的。弗 1:3 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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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是滿有憐憫的父，賜各樣安慰的 神。 

 (林後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照著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

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永活的盼望  (彼前 1:3) 

 這段頌讚鳥瞰神的救贖計劃，祂的作爲： 

o 從亙古到永遠，神都是單單在基督裏，賜福給人。 

2.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 (1:4-6) 

就如創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因著愛，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

疵。 5 他又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好使他恩典

的榮耀得著頌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賜給我們的。 

1:4 

 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是發生在永恆中，在創立世界之前就揀選。 

o 出自於神自己的自由抉擇和愛，不因時間中的情況或人的優點。是基於神的

恩典，以及神的主權。 

 神在基督裏揀選祂的百姓的目的，是要我們在祂的面前，在愛中 

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 

與歌羅西書 1:22 但現今 神在愛子的肉身上，藉著他的死，使你們與 神和好

了，為了要把你們這些聖潔、無瑕疵、無可指摘的人，呈獻在他面前，相呼應。 

1.5 

 是要我們以兒女的身份與祂自己建立個人的關係。 

 預定[προορίζω proorízō] to predetermine, decide beforehand 預先決定，預先。 

 得兒子的名分，在羅馬的法律，是將那些非親生的人，領養為兒子，進入一個享受

特權的地位。 

o 如此被用在信徒與神的特殊關係上。保羅形容，兒子的名分是以色列擁有的

特權之一， 

他們是以色列人：嗣子的名分、榮耀、眾約、律法、敬拜的禮儀和各樣的應

許，都是他們的。(羅 9:4)； 

o 現今屬於基督徒，「我要作你們的父親，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

說的。」(林後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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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自己旨意的成就，就是在最終得兒子的名分，是那些 

不但這樣，連我們這些有聖靈作為初熟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內心歎息，熱切期待成

為嗣子，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3) 。 

1.6 

 好使他恩典…這恩典，恩典是以弗所書的一個重要主題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 神所賜的 (2:8)， 

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過犯得到赦免，都是按著他豐盛的恩典。 

(1:7) 

 使他恩典的榮耀得著頌讚，重複在 1:12,14。 

頌讚 [ἔπαινος épainos] approbation, commendation, praise 稱讚，贊同，讚賞 

弗 1:6 使他恩典的榮耀得著頌讚 (和3: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弗 1:12 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和: 叫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弗 1:14 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和: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愛子，傳統上以色列是蒙愛者，現在被應用在信徒身上， 

神所愛的弟兄們，我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帖前 1:4)， 

我們應該常常為你們感謝 神，因為他從起初就揀選了你們 (帖後 2:13)。 

o 在基督裏被揀選為祂的兒女，被吸引進入那存在於父神與子神之間的愛。 

3. 為救贖和赦罪而讚美 (1:7-8) 

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過犯得到赦免，都是按著他豐盛的恩典。 8 這恩

典是他用各樣的智慧和聰明，充充足足地賜給我們的 

 救贖，已經蒙了救贖，是在愛子裡，才有的。救贖的概念是描述百姓脫離埃及的奴

役(申 7:8)，或奴隸被釋放(出 21:8)。 

o 信徒被所付的代價贖回，基督救贖我們脫離了律法的咒詛(加 3:13)。我們在

愛子裏得蒙救贖，是藉著祂的血而得到的。 

 用各樣的智慧和聰明，充充足足地賜給我們，(呂4：這恩典充盈滿溢地流給我們，

使我們有全備的智慧和明達)。是神恩典的賞賜 

                                                      
3 和合本 

4 呂振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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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σοφία sophía] wisdom；聰明 [φρόνησις phrónēsis] understanding 

o 平行的經文：願你們藉著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 神的旨

意。 (西 1:9) 

悟性 [σύνεσις sýnesis]knowledge, understanding 洞察，理解 

o 都是神豐富的恩典澆灌在我們身上，不僅是救贖，也伴隨著所需要的一切智

慧和悟性，我們得以有智慧的生活，見 5:15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

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和：智慧人) 

聰明 [σοφός sophós] wise 聰明的，智慧的 

4. 為奧秘---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而讚美 (1:9-10) 

他照著自己在基督裡預先安排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到了所計劃的時機

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1:9 

 奧祕，[μυστήριον mystḗrion] hidden thing, secret, mystery。使徒用這字指啓示，就

是從前被隱藏，現今已經被神揭露的事。羅 16:25-26 神能依照我所傳的福音和耶

穌基督所傳的信息，照著他奧祕的啟示，堅定你們。這奧祕自古以來祕而不宣，但

現在藉著眾先知所寫的，照著永恆的 神的諭旨，已經向萬國顯明出來，使他們相

信而順服。 

 使我們知道，領受這被神揭露的人，能夠因爲明白神所賜的慈愛，而讚美祂。是在

福音被傳揚和教導的時候，就知道這奧秘的啓示。絕對不是只保留給秘密的群體，

在某種方式中透露。 

1.10 

 同歸於一，在末時，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使萬有歸入基督裏，在基督裏聯

合。 

 天上地上的萬有，包括了那些破碎、疏離了的，都得到完全。 

o 天上：1:3 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1:20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2:6 一同坐

在天上；3:10 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6:12 天上的邪靈。 

o 地上：3:15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4:9 他不是也曾降到地

上嗎？ 6:3 在世長壽 (呂：在地上長壽)。 

 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宇宙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o 為神計劃的極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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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這目標尚未實現，而這奧秘的内容已經被揭示出來。 

5.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 (1:11-14) 

那憑著自己旨意所計劃而行萬事的，按著他預先所安排的，預定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

（「得基業」或譯：「成為 神的產業」）， 12 藉著我們這在基督裡首先有盼望的人，

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13 你們既然聽了真理的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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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到 神

的產業得贖，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預定我們在基督裡…..我們這在基督裡…..我們得基業的憑據，指所有的基督徒。 

 使你們得救的福音，是指外邦人。 

1:11-12 

 我們在基督裡，都是神的選民，被神宣告為自己的產業。 

產業 [κληρόω klēróō] as a possession 擁有。是神的寶貝。 

 首先有盼望的人，在頌讚中强化了在神的計劃中，有特殊地位的觀念，及被選爲神

產業的目的。 

1:13 

 你們既然聽了真理的道，外邦信徒也被納入神的百姓中，他們在神的產業裏的份，

與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一樣的完全。 

 聽了真理的道，福音的真理(加 2:5,14)，主的道(帖前 1:8；帖後 3:1)，神的道(帖前

2:13)，基督的道理(西 3:16)，生命的道(腓 2:16)。在以弗所書，真理的道啓示神的

真理，特別因爲是關乎神的救恩的目的，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 

 信了…就在他裡面，外邦人相信時，就在祂裏面同樣的領受了應許的聖靈的印記。 

o 使徒行傳 19:2，保羅到了以弗所，問當地的門徒，「你們信的時候，受了

聖靈沒有？」。 

o 印記 是保護的記號或保證。神在祂的選民身上設立記號，標示為祂自己的

產業，保守他們免於被毀滅(結 9:4-6)。 

o 藉著聖靈給外邦信徒，神爲他們打上印記，證明他們為神所有，神將保護他

們行過今生的考驗和試探(參考 6:10-18)，直到得贖的日子(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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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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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基業的憑據，原是一個商業用語，訂金或頭期款。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林後

1:22)。神不僅是應許我們最終的產業，更是讓我們預先嚐它的滋味。 

 產業得贖，預示猶太信徒的最終目標，預定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得基業」或

譯：「成為 神的產業」），如今也被分派給外邦基督徒。 

 因此，為感恩就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思考： 

1:3-14 頌讚的信頭：以神為中心，以基督為焦點，一連串的讚美，讚美在主耶穌基督

裏，所澆灌在百姓身上的各樣屬靈福氣。 

 我曾經為什麽原因？什麽事讚美神？ 

o 在過去的五年中，我最要讚美神的事，是什麽？ 

o 我今天應該為什麽讚美神？ 

 我讚美神，可以不用音樂，只用言語讚美嗎？ 

 我用言語，也用音樂詩歌讚美，都習慣閉上眼睛嗎？爲什麽？ 

o 開車的時候，可以讚美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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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課】 

二、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15-23) 

因此，我聽到你們在主耶穌裡的信心，和對眾聖徒的愛心， 16 就不住地為你們獻上感

謝。我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

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 18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

呼召有怎樣的盼望；他基業的榮耀，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

量，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20 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

人中復活，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

的，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 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並且賜他給

教會作萬有的元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1. 為收信人的信心和愛心感謝 (1:15-16a) 

因此，我聽到你們在主耶穌裡的信心，和對眾聖徒的愛心， 16 就不住地為你們獻上感

謝。 

 接著前面的頌讚，為所聽到收信人的忠心，所行出來的，不但是在主耶穌裡，也是

向所有眾聖徒，而感謝。 

 感謝的理由，是一般所熟悉的信望愛三元中的二項：信心、盼望、愛心，在這信

中，為二項感恩 (參考帖前 1:3，帖後 1:3)5。 

 為收信人的信心感謝，因爲信從在基督裏，是他們生活行動的範疇。 

 收信人的愛心，已經向眾聖徒，包括向猶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向所有的基督徒表

現出來，而感謝。 

 不住地，是在禱告時，經常的為他們感謝。並不是無間斷，不停的感謝。 

 

思考： 

 人常為病得醫治感謝神，我最常為別人的什麽些事感謝神？ 

 我為我親近的人，感謝些什麽？ 

 

 

                                                      
5 在我們的父 神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和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而有的堅忍。 (帖前 1:3)；弟兄們，我們應

該常常為你們感謝 神，這是合適的。因為你們的信心格外長進，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在增加。 (帖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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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 (1:16b-19) 

我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 18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 

他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他基業的榮耀，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1:16b 

 為所收信人禱告，是一個榜樣。保羅為他帶領信主的人禱告，為他所牧養的教會，

及教會裏負責的同工禱告常常代求，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

(6:18) 

1:17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帶著信心的確據，回顧前面的頌讚。榮耀的父，是榮耀的

源頭。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向所提到三位一體每一位， 

o 求智慧、知識、盼望、榮耀、和能力。 

 神已經用各樣的(諸般)智慧聰明(1:8)， 

 將祂的恩典澆灌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1:8,9)。 

o 再次的求神將智慧和啓示的(聖)靈，賜給收信人。 

o 目的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是使收信人真知道祂就是神，更全然的瞭解神的

救恩計劃。 

1:18 

 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 

o 引用詩篇 13:3 求你使我的眼睛明亮。 

o 為收信人禱告，求神給他們有屬靈的悟性，如同眼睛得以看見，明瞭神旨意

中的真理。 

 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這盼望是神呼召的根源，在於祂從創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

裡揀選了我們 (1:4)，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1:7)，是所盼望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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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業的榮耀，這基業如前所說：預定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成為 神的產業）

(1:11)，產業得贖，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1:14)。 

 在聖徒中，在這片語中，是指信徒群體。 

1: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神所賜的是祂的能力、恩典、榮耀，給領受的人。 

 從給收信人轉爲第一人稱：向我們信他的人，包括了保羅他自己。神的能力對所有

相信的人，都有功效。 

 前面二個祈求：收信人要體驗神的恩召的指望；和祂的基業之榮耀的豐盛。加上第

三個祈求，神浩大能力為所有信徒們運行。 

思考： 

 保羅禱告祈求，我也向神，為我自己祈求。 

o 我求些什麽？ 

 爲什麽？ 

 請參考弗 1:17-19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 

他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o 我也如此的，向神祈求這些嗎？ 

3. 神的大能彰顯在基督復活被高舉 (1:20-23) 

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的，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

名銜。 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 

並且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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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這力量，接著 19 節的強大的力量及顯出的能力，這力量就是神的大能，在基督裏

運行。首先在耶穌的復活上，這能力也確保了信徒未來的復活： 

神不但使主復活了，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們復活。 (林前 6:14)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擁有父的所有權柄，地位超過所有的權勢。引用：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詩 110:1) 

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萬物都放在他的腳下  (詩 8:6) 

(見 1: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 

1:21 

 遠超過一切，基督已經在神的右邊。 

 超過這些權勢，已臣服於基督 

o 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的 

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 

 包括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 (西 1:16) 

 有能的、作主的 (和：主治的)，指掌權的天使，指天上萬象  

o 並且敬拜天上的萬象和服事巴力 (王下 17:16) 

o 又恐怕你抬頭望天，看見日、月、星，就是天上萬象的時候，就被勾引，去

敬拜和事奉它們  (申 4:19) 

 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在以弗所書裏提到已實現的末世，在主耶穌第一次

降臨，新的世代已經進入現今的世代，新的世代已經開始，卻尚未完滿的實現。 

現在基督已經被升到天上，已經為信徒贏得救恩，還要再來。 

既然已經遠超過一切，擁有父的所有權柄，地位超過所有的權勢，所有的名銜

(和：有名的)，都已被勝過。 

1: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引用：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萬物都放在他的

腳下 (詩篇 8:6)，進一步强調基督那無所不包的統治，眾掌權者不僅是低於基督，

也臣服于祂。詩篇裏的萬物，現在指臣服于基督的靈界勢力。 

 並且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這一句從隱喻的角度理解，指在天上圍繞著基督的

聚集，眾聖徒已經參與在其中，來 12:22-24： 

你們卻是來到錫安山和永活的 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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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有千萬的天使聚集， 23  

有名字登記在天上眾長子的教會， 

有審判眾人的 神， 

有被成全的義人的靈魂， 24  

有新約的中保耶穌， 

還有他所灑的血。 

這血所傳的信息比亞伯的血所傳的更美。 

o 神已經使眾聖徒與祂一同復活，並使他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在我們因過

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6 又使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2:5-6) 

 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 

o 發生在天上的聚集，信徒已經在那裏，聚集在基督的周圍，享受與祂的團契。 

o 在地上的聚集，不論是在教堂，或任何基督徒聚會的地點，就是信徒和主耶穌

新關係具體而可見的彰顯。 

o 不論是在地上哪裏聚會，都是拿圍繞復活基督的天上聚集，在地上的彰顯。 

1:23 

 以頭與身體的關係，很清楚容易瞭解教會是身體，基督是頭之間的關係。 

他是教會的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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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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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萬有者…完全充滿..，充滿萬有者是基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保羅禱告求

神，使教會被基督所充滿的。 

充滿 [πληρόω plēróō]to make full, to fill up, i.e. to fill to the full 總合，豐滿，

盈溢，例如基督豐盛的恩典，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完完全全地得到神之豐

滿。 

 教會因此已經有神賜給豐盛的恩典，在這信中間的地方 3:19，保羅再次禱告被充

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盛，被豐豐富富的充滿。 

 



以弗所書 

  [14] Rev. Liu 2021 

思考： 

前面這一段内容，認識充滿萬的基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如何充分認識這位充滿萬有的基督？ 

 怎麽得到智慧和啟示的靈，才能充分認識基督？ 

o 沒有智慧，沒有辦法認識任何的事。怎麽得到智慧？ 

o 雖然有聰明智慧，不一定能看清事務。怎麽得到啓示的靈？ 

 怎麽讓我們心靈的眼睛明亮，才能充分認識基督？ 

o 日常生活中，需要心靈的眼睛明亮嗎？ 

o 能想到什麽例子嗎？ 

 

三、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 (2:1-10) 

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2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隨著時代

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和

他們在一起，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們與別人一樣，生來都

是可怒的兒女。 4 然而 神滿有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5 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

候，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6 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

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 為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

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 8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 神

所賜的； 9 這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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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過犯罪惡中 (2:1-3) 

2:1 

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你們，是接續前段，也連結到下一段的 2:11 你們應當記得…。 

 原是死的，這一句原文的直譯：(你們在你們的過犯和罪惡 ) 是死的，和：(你們 ) 

死在 (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 

o 這死是描述失喪，處於死亡權勢下的境況，也表示與神疏遠或隔離的景況，是

人的過犯和罪惡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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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隨著時代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就是

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在那時，過去的光景，受到强大的影響，而被

掌控。 

 隨著時代的潮流， 

o 時代 [αἰών aiṓn] the worlds, universe; period of time, age 時代/世代；

和：今世。 

o 潮流 [κόσμος kósmos] the world 世界。 

o 這世界的王(約 12:31)；世代的神(林後 4:4，和：世界) 

 空中掌權， 

o 按照 6:12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 

o 所敵對居住在天上領域的邪靈，見 3:10 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 

 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以悖逆為生活特徵的人，拒絕福音，忽視神的旨意。 

2:3 

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們與別

人一樣，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在悔改之前，我們也是在類似的絕望光景中，包括在

悖逆之子們當中。 

 放縱肉體…隨著肉體…，肉體，不是指肉身的生命，而是處在罪惡和悖逆神之中的

人。[σάρξ sárx] the flesh, denotes mere human nature, the earthly nature 

of man apart from divine influence 「肉體」樂意為罪行的器具。 

 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直譯：照天性是憤怒之子。 

o 可怒 [ὀργή orgḗ] anger,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temper, character 生

氣，憤慨，憤怒。憤怒之子，就是悖逆之子，將受神的審判。 

o 在指神的憤怒時，是神對邪惡的一種反應。更常為未來，而指神對邪惡的最

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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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這一段的 3 節經文，"原是...那時...從前..."形容我們信主之前的情形。 

感謝神！我已經與從前不同。 

 我今天，我現在，要如何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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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 

2. 因神的憐憫和慈愛，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2:4-7) 

然而 神滿有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5 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與基督

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6 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他一同復活，一同

坐在天上， 7 為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多麼的

豐盛。 

2:4 

 神滿有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與前面三節描述墮落絕望的光景成對比，神出

於恩典的主動和至高主權的行動，施憐憫和慈愛。舊約裏常常這樣形容神：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 (詩 103:8) 

耶和華在摩西面前經過，並且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出 34:6) 

o 慈愛 [ֶחֶסד cheçed] goodness, kindness, faithfulness 善良、慈愛、喜愛 

o 憐憫 [ַרחּום rachûwm] compassionate 有憐憫的 

 神豐富的憐憫澆灌在外邦人、猶太人身上，包含了我們。 

正如你們從前不順服 神，現在卻因著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憫； 

31 照樣，他們因著你們所蒙的憐憫，現在也不順服，使他們現在也可以蒙

憐憫。 32 因為 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為了要憐憫所有的人。 

(羅 11:30-32) 

o 神的愛，爲了我們的罪，從基督捨己所表達。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 

(羅 5:8) 

2:5 

 對照著 2:2，延續 2:3-4 這裏改爲我們。當我們靈命死亡的時候，神叫我們與基督

一起活過來。 

 接著是一句插進來的提示：（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强調了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是靠著恩典。(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KJV: by grace ye are saved) 

o 恩典，與任何工作或功德的觀念是相對的，是禮物的觀念，是白白的，而非

賺得的。神的恩典，是施予人們恩惠，與人所當得的正好相反。 

o 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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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為神已經賜給信徒救恩的福氣而讚美。 

 2:7，未來的層面：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賜給我們的恩典 

 2:5-6 的過去式，和已經所實現的。 

2:6 

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同死同活：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與他同葬，為的是要我們過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藉著

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羅 6:4) 

你們在洗禮中已經與他一同埋葬，也在洗禮中，因信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 神

所運行的動力，與他一同復活了。  (西 2:12) 

所以，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就應當尋求天上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

邊。  (西 3:1) 

 一同坐在天上，我們有份於基督復活的生命，也分享基督的高升和隨後勝過諸權勢。

意義相同於 1:20，只是這裏沒有坐在自己的右邊。 

 信徒在今世中，盼望神在要來的世代裏，將祂恩典的全部豐富澆灌。 

2:7 

 是多麼的豐盛 (和：極豐富的)，極其豐盛的恩典 

o 一直到可想像的將來：在將來的世代中 

o 是複數的諸世代，一個世代接著一個世代，到未來。 

3. 神的新創造 (2:8-10)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 神所賜的； 9 這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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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靠著恩典，藉著信心，在 2:5 已經有過插進來的提示，現在再加强關乎信心和行爲，

清楚的駁斥任何關乎人的功德的主張。 

 緊接著二個子句： 

o 不是出於自己，强調神的主動和作爲，是神所賜的恩典； 

o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人以爲是行爲的結果，是人的功德結果。 

 免得有人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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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人沒有任何憑據，是自己的功勞，得到神的恩典，更無法誇口。 

o 任何屬於人自己的事或物，沒有一件可以帶到永活神的面前。 

2:10 

 我們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不是出於人，自始至終都是神的工

作。 

o 所作成的，直譯：是他的作品。 

o 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參考：如果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經

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既然是神所造，目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o 善事，是善，好，正直；本質上有價值，道德上的善的意思，例如： 

卻把榮耀、尊貴與平安賜給所有行善的人  (羅 2:10) 

所以，我們一有機會，就應該對眾人行善，對信徒更要這樣。  (加 6:1) 

 就是 神預先所安排的，呂：就是上帝早已豫備好了、使我們行於其中的。 

o 信徒是神的工作，在永恆之前，就已經在祂周全預備的中。 

o 包括了神事先為我們所定的善行，都在祂的恩典計劃中。 

 

思考： 

我們可以不靠我們的所作所爲，在神的面前成爲沒有罪，過去不討神喜歡的事，一筆勾

銷。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 神所賜的； 9 這也不是出於

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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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麽說是靠恩典？是怎麽得到這樣的恩惠？ 

o 我已經有這恩典嗎？ 

 靠信心？要靠對什麽的信心？ 

o 我信嗎？ 

 所説的“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什麽是各樣善事？ 

o 我作了些什麽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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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 (2:11-22) 

1. 外邦人先前與如今的不同光景 (2:11-13) 

你們應當記得，你們從前按肉體來說是外族人；那些所謂在肉體上受過人手所行的割禮的

人，稱你們為未受割禮的。 12 那時，你們是在基督以外，與以色列國無分，在帶有應許

的約上是外人，在世上沒有盼望，沒有 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的人，現今在基督耶穌

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可以親近了。 

2:11 

 未受割禮的，出於猶太人的觀點和立場，因爲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所訂的禮儀，這習俗

到第一世紀時，猶太人被稱爲受割禮的人。而猶太人稱其餘的世人為沒受割禮的。 

 保羅自從成爲基督徒以後，就知道割禮與敬虔無關： 

因為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或不受割禮，都沒有用處，唯有那藉著愛表達出來的

信，才有用處。 (加 5:6)， 

割禮算不得甚麼，沒有割禮也算不得甚麼，要緊的是遵守 神的命令。 (林前 7:19) 

 神期待在祂的百姓，是内心的潔净：所以你們要給你們的心行割禮，不可再頑固。 

(申 10:16)，你們要為了耶和華的緣故自行割禮，除去心裡的污穢 (耶 4:4)。 

 凴人手所行的割禮不是真正的割禮，真割禮是非人手所行的；是基督的割禮：你們也

在他裡面受了不是由人手所行的割禮，而是受了基督的割禮，就是除掉你們的罪身。 

(西 2:11) 

2:12 

 列出了 5 項外邦人的窘況， 

 基督以外，與基督無關，在救恩的範疇以外。如今他們卻是在基督裏面，就是

他們所認識的這位以色列的彌賽亞，就是基督耶穌。 

 與以色列國無分，表示在神的揀選範圍之外。 

新譯本 和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版 呂 

與以色列國無分 在以色列國民以

外 

不在上帝選民的

行列裡 

跟以色列的公民

團契隔絕 

 

 在帶有應許的約上是外人，與任何跟神之間的聖約關係的分離。約是複數，指

在舊約中，神與亞伯拉罕立的約，與以撒的約，與雅各的約，與以色列人立的

約，與大衛的約。在這些應許之外，外邦人在神百姓的群體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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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上沒有盼望，在悔改歸正之前，沒有指望。 

 沒有 神，外邦人可能誠心的膜拜他們所認識的神祗，不認識真神。 

2:13 

 靠著他的血，藉著基督的犧牲受死而得到這大轉變，從遠離而進入到基督裏，成爲一

個新造群體的一員，超越了以色列和她的特權： 

 外邦人和猶太人在這群體裏面立於平等地位。 

 都在基督裏，同爲祂這一個身體的肢體。 

 都可以來到神的前面，親近祂。 

 

思考： 

現今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可以親近了。 

因爲可以親近神，就成了基督身體的肢體。 

 我感覺別的肢體，與我有手足之情嗎？ 

 我給別人的感覺，有手足之情嗎？爲什麽？ 

 

2. 藉著基督，靠同一位聖靈到父面前 (2:14-18)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就是以自己的身體

除掉雙方的仇恨， 15 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使兩者在他裡面成為一個新人，這樣就

締造了和平。 16 基督既然藉著十字架消滅了仇恨，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 神和好，

成為一體， 17 並且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在遠處的人，也給在近處的人。 18 我

們雙方都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2:14-15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是這一段 2:14-18 論到和平的標題。 

新譯本 呂振中譯本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 

他使雙方合而為一， 

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 

就是以自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 

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 

使兩者在他裡面成為一個新人， 

這樣就締造了和平。 

因爲他自己就是我們的和平。 

他使我們、猶太人和外國人雙方合而爲一，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毀了那敵態 

而以自己的肉身、血與肉、廢掉了規例中

誡命的律法， 

好把兩下在自己裏面創造一個新人類、 

而成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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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掉，所廢掉的是錯誤的使用律法，有時稱爲律法主義。不是廢除啓示神的屬性和旨

意的律法，因而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阻隔就被挪開了。所以，在這段經文之後，繼

續引用律法，作爲道德勸勉：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6:2)。 

 使猶太人和外邦人彼此仇視的分隔性律法被廢除，基督為雙方合而爲一。 

 一個新人，藉著基督的死，基督的百姓成爲一個新人的創造，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

是祂身子的肢體，已經在祂裏面合而爲一。 

 和平，和：和睦，成爲一個新人，不是把外邦人轉化為猶太人，或倒過來，是藉著新

的創造，基督締造了和平 (和:成就了和睦 )。 

思考： 

「新人」與「合一」的教導，在”背景介紹”中提到，是本書的中心思想。 

 求神幫助我，明白在基督裏的新造的人。 

 求神幫助我，活出在基督裏新造的人的式樣。 

 

2:16 

 前面的合而爲一和和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橫向的關係。這節的和好，是垂直

的關係，與神和好。 

o 和好[ἀποκαταλλάσσω apokatallássō] to reconcile completely 和好, 復合 

 因著十字架的救贖，消滅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也消除了人與神之間的不和。 

 成就了和好的是基督，使雙方與 神和好，人與人，人與神，這雙方是猶太人和外邦

人(雙方，和：兩下)。 

 成爲一體(和：歸爲一體)，在一個身體裏面，指的是教會。 

2:17 

 把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結合了以賽亞書的二節經文， 

o 基督將祂的彌賽亞和平，帶給外邦人和猶太人， 

o 並且雙重的平安，平安(和：平安康泰)，歸給遠處的人，和平給那近處的人。 

賽 52:7 那傳福音、宣布平安、傳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對錫安說「你的 神

作王了」的，他的腳蹤在山上多麼的美！ 

賽 57:19 我創造嘴唇的果子：平安，平安，歸給遠處的人，也歸給近處的人。」耶

和華說：「我要醫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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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我們雙方都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這節的文字，與羅 5:1-2，非常的相近類似。 

所以，我們既然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 神和好；我們也憑著信，

藉著他可以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以盼望得享 神的榮耀為榮。 (羅 5:1-

2) 

 這節經文，跟 2:16 也是平行： 

2:16 2:18 

使…..與 神和好 

雙方 

一體 

藉著十字架 

我們…..可以進到父面前 

雙方 

一位聖靈 

藉著祂 

 一位聖靈與成爲一體相呼應，再次强調猶太人與外邦人在教會中為一體。同一個聖靈

住在這一個身體裏，并且一起作工，雙方得以藉著一個聖靈來到父的面前。 

思考： 

成爲一體，强調不論來自何方，都在教會中為一體。同一個聖靈住在這一個身體裏，都

藉著聖靈來到天父的面前。 

o 求神使教會中來自各方的人，在天父前都成爲一體。 

o 如果我不容易接納不同背景的人，求神使我放下偏見。 

o 求神帶領我幫助人，接納彼此，一起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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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課】 

(四、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 (2:11-22)) 

3.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 (2:19-22) 

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 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

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穌自己就是奠基石， 21 整座建築都靠著他連接配

合，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 22 你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

居住的所在。 

2:19 

 外人和客旅，外人在 2:12 所形容是諸約的應許上，是局外人，意思是外人或陌生人。

客旅，是住在家以外的地方的人。 

 聖徒是信徒群體，與其他的信徒都屬被神統治的天上國度，而稱爲這國度的百姓。從

這個範疇轉到親密的家庭範圍，是神家裏的人了。 

 外邦人與猶太信徒都在神的國度裏，為神國的國民。也在神的家裏，同爲兒女。 

2:20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根基[θεμέλιος themélios] the foundation 根基 

o 這根基是使徒和先知所組成，基督耶穌是房角石。 

o 使徒和先知的連結，在保羅書信其他地方所未有的角色。是指首批領受並傳揚

神在基督裏啓示，有權威的人。 

 基督耶穌自己就是奠基石(和：房角石) Jesus Christ himself being the chief corner 

stone 

奠基石/房角石[ἀκρογωνιαῖος akrogōniaîos] the corner foundation stone 房

角石，喻意：指基督。 

o 一切都建於基督之上，由基督支持，建築物繼續施工的位置和形狀，也是由基

督。這奠基石/房角石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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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2 

 這二節經文是二個平行的關係子句，都以在主裏面和在祂裏面。基督在這建築物，即

新群體，扮演中心的角色。是祂在關乎教會的合一(連接配合)及成長(漸漸增長)上重要

的地位。 

21 整座建築都靠著他連接配合， 

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 

22 你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 

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2:21 

 文字是整座 (和：各(全)房)，指每一個教會，構成普世或大而公教會6。指整個建築

物：房角石、根基、和上面的結構。 

新譯本 和合本 

整座建築 

都靠著他連接配合， 

漸漸增長成為 

在主裡面的聖所。 

各(全)房 

靠他聯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 

o 整個結構的各部分聯絡起來，是持續性的活動。這個建築物仍然在建造中。 

o 主裡面的聖所(和：主的聖殿)，指教會的會衆 

難道不知道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面嗎？ 17 如果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這人，因為 神的殿是聖潔的，這殿就是你們。 (林

前 3:16-17) 

2:22 

 最後强調是神藉著聖靈在這居所的位置，收信人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 

 藉著聖靈，神住在收信人當中，復活主的靈與他們同在。 

思考： 

我們本來不算是神家裏的一份子，現在成爲新人，可以直接到父神那裏去。 

 我們跟其他在神家裏的人，有隔閡嗎？ 

o 是我不願意跟人親近？爲什麽？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親近神，而且被稱爲一個新人。 

o 我拒絕被稱爲新人，而告訴神，我不配嗎？ 

o 既然是神家裏的人，爲什麽我還需要成長和建造？ 

                                                      
6 使徒信經中的一句：…..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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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的奧秘、管家職分 (3:1-13) 

因此，我這為你們外族人的緣故，作了為基督耶穌被囚禁的保羅，為你們祈求── 2 想必

你們聽過 神恩惠的計劃，他為你們的緣故賜恩給我， 3 藉著啟示使我可以知道這奧祕，

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過的。 4 你們讀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5 這

奧祕在以前的世代並沒有讓世人知道，不像現在藉著聖靈啟示了聖使徒和先知那樣。 6 這

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我作了

福音的僕役，是照著 神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這恩賜是按著他大能的作為

賜給我的。 8 我本來比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神還是賜給我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富傳給外族人， 9 並且使眾人明白那奧祕的救世計劃是甚麼（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

在創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10 為了要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

道 神各樣的智慧。 11 這都是照著 神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成就的永恆的旨意。 12 我

們因信基督，就在他裡面坦然無懼，滿有把握地進到 神面前。 13 因此，我懇求你們，

不要因著我為你們所受的苦難而沮喪，這原是你們的光榮。 

 3:1 要為收信人禱告，只做了提示，到 3:14-21 才禱告。 

 3:1-13 與西 1:24-28 非常相似，很多平行的經文，各有不同的重點。因爲不同寫作背

景，寫作的目的不同。 

1. 代求前言 (3:1) 

3:1 

因此，我這為你們外族人的緣故，作了為基督耶穌被囚禁的保羅，為你們祈求── 

 以”因此”連接 2:19-22，直接稱呼收信人外族人(和：外邦人) 

外族人[ἔθνος éthnos] Gentile, heathen, nation, people 異教徒，外邦人；國、民。 

 當保羅向外邦人宣告，脫離律法主義的福音，導致他在耶路撒冷、該撒利亞、和羅馬

等地的被捕和監禁。 

 為你們外族人的緣故，並不是怪罪於他們，而是要告訴他們，神的奧秘傳給外邦人，

是他的心意。 

2.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 (3:2-7) 

想必你們聽過 神恩惠的計劃，他為你們的緣故賜恩給我， 3 藉著啟示使我可以知道這奧

祕，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過的。 4 你們讀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並沒有讓世人知道，不像現在藉著聖靈啟示了聖使徒和先知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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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我

作了福音的僕役，是照著 神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這恩賜是按著他大能的

作為賜給我的。 

3:2 

 計劃 (和：職分)，職分[οἰκονομία oikonomía] dispensation, stewardship 安排，計劃；管

家，職分 

新譯本 

(直接受格 單數 陰性) 

和： 呂： 

神恩惠的計劃，他為你們

的緣故賜恩給我 

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

的職分託付我 

賜給我恩典上的職分 

 

o 經文例子： 

主人把他叫來，對他說：『我聽見關於你的是怎麼一回事呢？把你管理的帳目

交代清楚 an account of thy stewardship，因為你不能再作管家了 for thou mayest 

be no longer steward。』 

那管家心裡說：『主人不要我再作管家了，我作甚麼才好呢？鋤地吧，沒有力

氣！討飯吧，怕羞！我知道要怎麼作了，好使人在我離開管家的職務以後，接

我到他們家裡去。』(路 16:2-4) 

 恩惠的計劃，一再的用很强的語氣提到到恩 (3:2,7,8)，既是前面提到的奧秘：使我們

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9) 

3:3 

 希望收信人像他自己所領受一樣，得到神的啓示。領受了神的恩典的管家職分。 

 如前所說：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9)，外邦人與猶太人一起被納入基督的身體

内，因此就有份於神的救恩。 

3:4 

你們讀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你們讀了，若停止這裏，不知道讀什麽？ 

o 是接著上一句話：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過的， 

o 繼續下一句話：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o 並且再隔一節 3:6，再提到奧秘：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

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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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這一節中的二個對比： 

以前的世代，沒有讓世人知道； 

而現在，因爲藉著聖靈，就啟示了聖使徒和先知。 

 聖使徒，前面提到過使徒，在本書多次以廣汎的意思，見 1:1 的解釋。聖 是對使徒的

描述，說他們是被分別出來歸於神的。 

思考： 

求神賜給我智慧，帶領我。 

 「你們讀了…」，求神帶領我讀祂的話語。 

 使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3:6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 

同作後嗣， 

同為一體， 

同蒙應許。 

 後嗣，一同承受產業的。藉著福音，地上的萬族，既然是兒女，就是後嗣；是 神的

後嗣，也和基督一同作後嗣。 (羅 8:17) 

 一體，外邦基督徒，也和猶太信徒，被納入同一個身體，在基督的身體裏，同爲肢

體。在 2:16,19，基督既然藉著十字架消滅了仇恨，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 神和

好，成為一體...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 神

家裡的人了。 

 應許，前一章提到外邦人本來不在這個福氣裏：那時，你們是在基督以外，與以色列

國無分，在帶有應許的約上是外人，在世上沒有盼望，沒有 神。 (2:12)。現在這是

第三個特權，外邦人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外邦人得以有份在基督耶穌裏，藉著

福音而得。當福音被宣告的時，接受的外邦人就在主耶穌的死和復活上與祂聯合。 

 在別處經文也同樣的形容： 

 神願意使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族人中有多麼榮耀的豐盛，這奧祕就是基督在你們

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西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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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作了福音的僕役 (和：福音的執事)。僕役[διάκονος diákonos] an attendant, a Christian 

teacher and pastor—deacon, minister, servant. 某人的僕人，福音的執事，教會的執事；

幫助者，在福音上作神的執事，在主裡的僕役。 

 是照著 神的恩賜(恩賞)，是接著：為你們的緣故賜恩給我(3:2)，就成了福音的執事，

也就是福音的僕人，成爲外邦人的宣教士。 

恩賜 [δωρεά dōreá]a gift  (神的) 禮物, 贈予 

 同樣的内容，也在：這福音你們聽過了，也傳給了天下萬民；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

僕役。 (西 1:23) 

 因爲神的恩典，神所賜的大能，保羅在福音上，竭力奮鬥，格外勞苦： 

我也為了這事勞苦，按著他用大能在我心中運行的動力，竭力奮鬥。 (西 1:29)  

然而靠著 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賜給我的恩典並沒有落空；我比眾

使徒格外勞苦，其實不是我，而是 神的恩典與我同在。(林前 15:10) 

思考： 

保羅照著神所賜給的恩賞/恩賜，作了福音的僕人。 

 神給了我些什麽恩賞/恩賜？ 

 爲什麽神賜給我恩賞/恩賜？什麽目的？ 

 

3.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 (3:8-13) 

我本來比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神還是賜給我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

族人， 9 並且使眾人明白那奧祕的救世計劃是甚麼（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10 為了要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

慧。 11 這都是照著 神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成就的永恆的旨意。 12 我們因信基督，就

在他裡面坦然無懼，滿有把握地進到 神面前。 13 因此，我懇求你們，不要因著我為你

們所受的苦難而沮喪，這原是你們的光榮。 

3:8 

 在保羅的寫作裏，用了極端的形容詞：最小的還小，和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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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也用了舊人和新人的二個極端形容：小 和豐富。並不是像東方人一貫的，以不

實際的謙卑為藉口，裹足不前。 

o 而是藉此强調了神的奇異恩典，所以他能致力於宣教，把福音傳給外邦人。 

 測不透的豐富，測不透[ἀνεξιχνίαστος anexichníastos] cannot be comprehended 

不可測量的，難以明瞭的。形容後面的豐富，富足，豐盛的意思。 

 這一句表示了，所傳揚的乃是關乎神的恩典和榮耀的豐富，是基督所擁有，慷慨的賜

給世上信祂的的人。 

3:9 

 奧祕的救世計劃，這奧秘本來是：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o 神爲了救贖祂的百姓，藉著基督的死，使百姓與祂自己，並於彼此和好。 

o 神的救贖計劃，是在創世以前就預備了，隱藏在創造萬物的神裏面，未被人們

瞭解，現在讓衆人明白了。 

3:10 

 這節經文的三部分：1 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2 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3 神各樣的

智慧。 

o 對象是天上的領域，在 1:10 提到過，掌權者可能包括所有的天使，不論善惡。 

o 教會給這些天上權勢一個明確的提醒，一切都要臣服于基督。 

o 多樣性的智慧是特別指神的各種豐盛作爲，使多文化、多種族群體被聯合起

來，在基督的身體裏，同爲肢體。神的智慧在這奧秘裏，被反映顯示出來。 

3:11 

 照著…..永恆的旨意，是接著上一句話 3:10 相連，表示神藉著教會彰顯祂的永恆計

劃。在已經有的計劃，如今在主基督耶穌裏成就，我們都在等最終的結果。 

3:12 

 坦然無懼，滿有把握，是因爲信基督，有信心的來到神面前，這不是敵對的權勢和掌

權者所能阻擾的。 

3:13 

 保羅所受的苦，是因爲神的差派，去使這些收信人知道這奧秘。因爲任務的重要，保

羅懇求他們，不要因他的苦難而喪膽。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我覺得喜樂；為了基督的身體，就是為了教會 (西 1:24) 

 保羅形容他的受苦，爲了引導別人領受救恩和生命，是榮耀完滿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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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為了選民忍受一切，好叫他們也可以得著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

榮耀。 (提後 2:10) 

 

思考：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藉著福音，就可以同樣的作神的兒女。藉著福音？對還不是神的兒女的人，是什麽

意思？ 

o 我是神的兒女嗎？我身邊有不是神的兒女嗎？ 

 “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慧”，神的智慧，是怎麽藉著教會，讓我

知道？ 

o 藉著教會的什麽些節目，讓我得到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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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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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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課】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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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個宣告，其中提到三一神的位格，信徒與三一神之間的關係，教會合一的基礎。 

新 和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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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只有一位， 

信仰只有一個， 

洗禮只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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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 神， 

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
人之上，貫乎眾人之
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因爲只有一個身體、 

一位聖靈， 

正如你們的蒙召也只憑着
一個指望而蒙召， 

只有一位主、 

一樣信仰、 

一樣洗禮、 

一位上帝、 

就是萬人的父、那超
越萬有、貫澈萬有、
在萬有之中的。 

 

 身體 就是教會，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 

o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1:23) 

o 在天圍繞基督的聚集，在地上的教會就是天上的實體的彰顯。 

 靠只有一位聖靈的内住，賦予活力的作爲 

o 地上教會的合一被明顯出來，帶來凝聚力。 

 行事爲人，是出於神的呼召的盼望，自創世以來的揀選， 

o 藉著福音的傳揚，在所信的人身上產生果效。 

 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個，洗禮只有一種； 

o 可能是傳統上，洗禮的誓詞。 

o 主，在舊約中，是耶和華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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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徒書信裏，用”主”作爲耶穌的頭銜。耶穌是那位以祂的權能統治充

滿宇宙的主，祂已經被賜給教會，作教會的頭。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

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1:23) 

 在新約中，林前 16:22 的一次用亞蘭文(主請來10[μαρὰν ἀθά] our Lord 

cometh or will come 主來了； 主來！) 

o 一個人信仰 的實質内容，猶 3 聖徒的信仰 (和：聖徒的真道)，就是相信基督的

行動或態度，是身體裏所有肢體共通的，共同的信，信只有的一位主。 

o 只有一位主耶穌基督，只有一個身體，只能藉著這一個洗， 

 與基督聯合，在基督耶穌裡成爲一體。 

 當你們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並不分猶太人或希臘

人，作奴僕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

體了 (加 3:27-28)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作奴隸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聖

靈裡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都飲了那一位聖靈。(林前 12:13) 

 神 只有一位 

o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申五:7) 

o 唯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並沒有拯救者。 (賽 43:11) 

o 萬有的父 

新 和 呂 

就是萬有的父。 

他超越萬有， 

貫徹萬有， 

並且在萬有之中。 

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就是萬人的父、 

那超越萬有、 

貫澈萬有、 

在萬有之中的。 

o 三重的歡呼：超越，貫徹，在萬有之中。 

o 同意義，萬物的神就是父的經文，參考：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是從他而來，我們也為了他而活。

我們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而有的，我們也是藉著

他而有的。 (林前 8:6) 

                                                      
10 Maran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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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父，耶穌教我們禱告時，說我們在天上的父。在萬有/衆人之上、之中、之内，

祂的主權就被陳明為聖靈所賜的合一的基礎，爲要成就使萬有在基督裏的同歸

於一。教會的合一，是神的旨意。 

思考： 

這三節經文(4:4-6)，提到七個宣告，都是只有一個或一位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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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個宣告當中，哪個是我曾經持自以爲是的己見，照成造成與人不合？ 

o 我自以爲是的己見，影響到教會的合一嗎？ 

o 我自以爲是的己見，造成基督的身體破碎嗎？ 

 前面所提到德行(謙虛、溫柔、忍耐、愛、和睦)，與這七個宣告， 

o 我在哪一個德行上，能特別被神使用，在教會的合一上？ 

o 我如何在這個德行上，被神使用，在教會合一上？ 

 

 

2.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 (4:7-16) 

我們各人蒙恩，是照著基督量給我們的恩賜。4:7 

所以他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 

（「他升上」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嗎？那降下的，就是那

升到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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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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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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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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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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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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身體漸漸長大大，在愛中建立自己。 4:16 

 進入强調「我們各人」，在這句的開始原文是：然後、但是、而 [δέ dé] but, 

moreover, and。講到基督將恩典賜給每一個個別的信徒。 

4:7 

 基督將恩典賜給祂的身體裏所有的肢體，以不同的度量、數量、尺度分賜給各人。這

一切都是這同一位聖靈所作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個別地分給各人。 (林前 12:11) 

 賜給每一個基督徒，爲了使整個身體得益處。 

4:8 

新 和 呂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

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

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他升上了高處，擄了無數的

俘虜，將贈品賜給人。 

 基督超越邪惡權勢的地位，勝過仇敵，引用的經文形容神勝利的實現。擄了俘虜/仇敵

就是那些權勢，基督的高升。 

o 引自詩篇 68:18 你升到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

人當中，接受了禮物，使耶和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參考詩 68:1-17 背景。 

 勝過邪惡勢力之後，將恩賜賞給人，回應上一節：賜給每一個基督徒 

o 量给我们的恩赐 (4:6)，爲了使整個身體得益處，使教會得到益處能夠興旺增

長。 

4:9-10 

（「他升上」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嗎？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

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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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節連起來，是解释 4:8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把賞賜」「給了

人」。 

o 基督在成爲肉身時，降下到世上。爲了救贖我們的罪降到世上，勝過了仇敵。 

o 復活後，坐在天父的右邊。勝過所有的罪惡，上升以後，充滿萬有。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8 既然有人的樣子，就自甘

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9 因此 神把他升為至高，並且賜給他

超過萬名之上的名。 (腓 2:7-9)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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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他)將有恩賜的人，供應給教會。 

o 這些有恩賜的人：有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供應教會， 

o 爲了建立基督的身體(4:12)，並且避免錯謬的教導(4:14)。 

新 和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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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 

他賜給人的、有的做使

徒，有的做神言傳講師，

有的做傳福音者，有的做

牧人做教師 

 

 這些列出來有恩賜的人，是服事神話語的人，福音透過他們被啓示、宣告、和教導。 

o 使徒 和先知，呼應 2:2011和 3:512，都説到他們作爲根基的角色，就是基督奧

秘之權威性的領受者和傳揚者。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在眾使徒的時候，以及之後，行使他們的職

分。在以弗所和以外的地方，福音是藉著像保羅等使徒一樣傳福音的

人，傳揚開來的。 

 到了保羅事奉的末期，牧師或牧者的詞匯，與監督和長老一并用來描述

教會的領袖。 

                                                      
11 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 

12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让世人知道，不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圣使徒和先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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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徒 20:17,2813，在這經文裏，長老是牧養群羊的監督。 

o 傳福音的，所從事的是傳講福音。在保羅的其他著作沒有提到他們，只有在提

後 4:5 勸勉提摩太，要作傳福音者的工作。在徒 21:8，稱腓利(見徒 6:3-6 那七

個的一個)為傳福音的。 

 身爲福音的傳揚者，傳福音的要繼續眾使徒的工作，可能包括周游各

地。但是在給提摩太的勸勉，作傳福音者的工作，是在固定教會中傳揚

福音。 

 所以其涵蓋的行動，是傳福音和建立教會，包括了深度和廣度上的成

長。 

o 牧養 (和：牧師，呂：牧人) 

 約 21:16 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πρόβατον próbaton]( 直接受格 複數 

中性)。羊是複數，指的是教會。 

 徒 20:28 牧養 神用自己的血所贖來的教會 

 彼前 5:2-3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的 神的羊群，按著 神的旨意看顧他

們。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不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熱誠； 3 

也不是要轄制託付你們的羊群，而是作他們的榜樣。 

 牧養/牧師的職責，與監督和長老相似，是藉著喂養和關懷會衆來行使他

們的職分。 

o 教導，在原文裏作牧養和教導的，用同一個定冠詞。意思是在一個教會裏，這

二個功能是緊密連結的，所有做牧養的，都做教導的工作，但是並不是所有的

教師，都做牧養的工作。 

 教導是對聖經經文的解釋和應用 

保羅和巴拿巴卻住在安提阿，跟許多別的人一同教導，傳講主的道。 

 (徒 15:35)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

導，互相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 神。 

 (西 3:16) 

 保羅對提摩太的指示，也是同樣對我們。 

                                                      
13 徒 20:17 他從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請教會的長老來。  28 聖靈既然立你們為全群的監督，牧養 神用自己的血所贖來的教會，你們

就應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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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來以前，你要專心宣讀聖經、勸勉和教導。  你要謹慎自己，留心自

己的教訓。在這些事上要有恆心，因為你這樣作，不但能救自己，也能

救那些聽你的人。  (提前 4:13,16) 

又應當把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從我這裡聽見的，交託給那些又忠心又能

夠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2) 

 所以，做教導的，不只是傳遞知識或新的思維方式，應該對衆人勉勵，

將聖經的教訓，活在日常生活中。 

 在新約裏其他有關恩賜的經文，是列出不同的恩賜14。 

4:12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接著上一節開設的，基督將有恩賜的人，供應給教會。在這裏將裝備、承擔、建立的

目的顯明出。 

o 爲了要裝備 [καταρτισμός katartismós] perfecting 成全, complete 

furnishing, equipping 預備、裝備。聖徒，在前面已闡明是信徒，基督徒的

意思。 

o 承擔聖工 (和：各盡其職，呂：服役的事)，直譯是進入事奉的工作。也就是把

這些有恩賜的人，賜給教會，目的是建立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 

 

思考： 

主基督將有恩賜的人，供應給教會：有作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爲了建

立基督的身體 (4:11-12) 

 身爲基督徒，都有神所托付建立教會的責任。我建立教會的恩賜是什麽？ 

 

                                                      
14 羅 12:6-8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說預言的，就應當照著信心的程度去說； 7 服事人的，就應當照著恩賜去

服事；教導的，就應當照著恩賜教導； 8 勸慰的，就應當照著恩賜勸慰；把財物分給人的要真誠；領導的要殷勤；行善的要樂意。 

林前 12:8-10, 28-30 有人藉著聖靈領受了智慧的言語，又有人靠著同一位聖靈領受了知識的言語， 9 又有人因著同一位聖靈領受了信

心，還有人因著這位聖靈領受了醫病的恩賜， 10 另有人可以行神蹟，另有人可以講道，另有人可以辨別諸靈，也有人能說各種的方

言，也有人能翻譯方言。   神在教會裡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神蹟的，再其次是有醫病恩賜

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各種方言的。 29 難道都是使徒嗎？都是先知嗎？都是教師嗎？都是行神蹟的嗎？ 30 都是有醫病恩賜的

嗎？都是說方言的嗎？都是翻譯方言的嗎？  彼前 4：10-11 你們要作 神各樣恩賜的好管家，各人照著所領受的恩賜彼此服事。 11 講

道的，應當按著 神的聖言講；服事的，應當按著 神所賜的力量服事，為要在一切事上，使 神藉耶穌基督得榮耀。榮耀、權能都

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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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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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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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 

 衆人一起達到目標， 

o 所相信的内容，認識神的兒子都合一，都得知救恩旨意的奧秘。 

o 衆人可以一起的長大成人(直譯：成熟的人)，成熟 [τέλειος téleios] 

consummate human integrity and virtue, full grown, adult, of full age, 

mature 達到標準的，成全的，完全的； 長大，成熟，成年。 

o 達到的是全然的成熟，(呂：滿有基督的豐滿成年身材的量)。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以教會的豐滿，形容祂的百姓成長的成熟目標。 

 相反的，衆人不應該再作小孩子，停留或回到無知不成熟，不穩定的孩童階段。 

o 中了人的詭計和騙人的手段，西 2:20-22 為甚麼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樣，拘

守那「不可摸、不可嘗、不可觸」的規條呢？（這一切東西，一經使用，就都

朽壞了。）這些規條是照著人的命令和教訓而定的， 

 這些錯謬的教導，異教的飄渺不定的謊言，相對著達到信仰和認識上的

合一。 

 因爲人先受了撒旦詭計的矇蔽及引誘(6:11 魔鬼的詭計)，轉而教導那些

未在真道上扎穩根基，不成熟的信徒。 

 

4:15 

新 和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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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

進，連於元首基督， 

但我們總要以愛心持守眞

理，各方面長大、直到長成

了基督：基督就是元首。 

 相對著上一節的後面的飄渺不定(給異教之風搖撼，飄來飄去)，神的百姓，要在愛

中，傳揚真理而成長。 

 過誠實的生活，誠實的原意是真理，持守真理就是過誠實的生活。生活是口頭的見

證，在世俗希臘文裏，有說誠實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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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誠實的生活[ἀληθεύω alētheúō]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格 複數) to teach the truth; to 

profess the truth 成為真實的，宣講真理。 

o 基督徒見證福音真理的時候，不可跟假教師或試探人者所用的相同。當在愛中

説明這真理。 

 本卷書的前半部，以一個禱告為高峰，所求的是為收信人被建立在愛 裏，得以更認識

這神聖的愛的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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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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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9) 

 後半部包括一系列愛的命令，都是以憑著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

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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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思考： 

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  (和：用愛心說誠實話；呂：以愛心持守眞理)  (4:15) 。是持守

真理，以合乎真理的生活，見證神的愛。 

 在不容易明白這句經文之前， 

 有沒有聽過別人誤用，拿這句經文作爲說氣話的開場？ 

 我現在明白了嗎？以後不再誤用”過誠實的生活”，說了反而沒有見證神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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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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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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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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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課】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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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節所强調的是語言的壊與好，不同於前面的真實與虛謊的行動。 

 壞話 (和：污穢的言語)，既然是穿上新人的人，就不應該說任何有害的話，毀謗或輕

蔑的話。耶穌説過，進到口裡的不能使人污穢，只有從口裡出來的，才能使人污穢。 

(太 15:11)。 

 相反的，所說的應該要造就人，呂：卻要說按需要能建立人的好話。說正面鼓勵人的

話，使人的益處時，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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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節的開始，原文裏有”並且”，是接著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意思是若是在語言上

沒有活出新人的式樣，就會使聖靈擔憂。 

 經文引自(賽 63:10) 他們竟然悖逆，使他的聖靈憂傷，因爲以色列人被神救贖出了埃及

之後，竟然悖逆，使神憂傷。 

 我們已經得到了救贖，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 (1:7)，成為一個新人 (2:15)。我們都成爲

聖殿，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2:21-22)。 

 因爲聖靈的同在，聖潔應該是我們的特徵印記，一直到主耶穌再來的日子。 

 但是，如果我們重回到舊人的行爲，虧損了救贖，玷污了聖潔。甚至在基督的身體

内，毀壞了教會的純潔與合一。 

思考： 

 壞話從來不出我的口，但是我對人直說的時候，我是存著愛心說的？還是為的說

了之後，心裏出一口氣？ 

 我說過的造就人的話，人得到益處嗎？ 

o 我記得些好例子嗎？ 

o 有過失敗的例子嗎？ 

o 後來補救回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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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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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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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切 開始描述不應該有的心態和行爲，這句後面的一切惡毒 囊括了所有的心裏的

罪。 

o 與提到前面所提的生氣、含怒 (4:26)相關，雖然前面的描述：生氣卻不要犯

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似乎比較有彈性。但是在彈性中，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是很嚴厲的提示。 

o 所以在這裏就進而對一切 和一切惡毒 的警告和指示。 

 從内心的苛刻、惱怒，(和：苦毒、惱恨)，轉變成激烈的暴戾 (和：忿怒)，到公開的嚷

鬧、毀謗 的惡毒言語行爲。 

 情緒的轉變，像這樣的形容，很容易受到撒旦的攻擊，而演變成不可收拾的罪行，所

以才告訴我們都應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對一個已經穿上新人，已經被聖靈更新的人，内在心靈更新，顯示在外在行爲，活出

神的形象，有公義和真實的聖潔。 

 所以，就應該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 (和：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 

o 在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内容稍微豐富一些： 

所以，你們既然是 神所揀選的，是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的心腸、恩

慈、謙卑、溫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互相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饒恕人。 (西 3:12-13) 

o 在 4:32 結尾，也同樣的囑咐： 

彼此饒恕，就像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5:1-2 

因此，你們既然是蒙愛的兒女，就應當效法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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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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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蒙愛的兒女，是命令的基礎，加上神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把他的愛澆灌在

我們的心裡 (羅 5:5)，我們行事爲人就應當活出心裡的愛，效法賜給我們愛的父神。 

 我們，收信人/讀者/相信祂的人，是祂的兒女，效法行出祂的愛：你們要仁慈像你們

的父仁慈一樣  (路 6:36)。 

 因爲愛，替代了我們的罪，犧牲了祂自己，當作蒙悅納的供物，獻給神。是甘心的將

自己作祭物獻給神，這是完全為天父所喜悅的。 

 

思考： 

情緒的轉變， 

從内心苛刻、惱怒， 

轉變成激烈暴戾， 

到嚷鬧、毀謗言語行爲， 

演變成不可收拾的罪行。 

 我經歷過這樣的演變嗎？我仍然在苛刻惱怒中嗎？神喜悅我這樣嗎？ 

 我常常在情緒中，轉變為嚷閙嗎？我對人激烈暴戾中，神仍喜悅我嗎？ 

 我明白我説話，是毀謗人嗎？我毀謗人，我知道成爲不可收拾的罪嗎？ 

 如果我在這些罪行中，我現在怎麽辦？ 

我們是蒙愛的神的兒女，應當效法神。 

 我行事爲人憑著愛心，人感覺的到我的愛心嗎？ 

 如果我察覺別人感覺不到我的愛心， 

 我怎麽辦？要怎麽效法神？ 

四、從黑暗到光明 (5:3-14) 

至於淫亂和任何污穢或貪心的事，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提，才合聖徒的體統。 4 更不要

講淫穢和愚妄的話，或下流的笑話，這些都與你們不相稱；卻要說感謝的話。 5 因為你們

確實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污穢的或貪心的（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在基督和 神

的國裡的基業。 6 不要給別人用空言欺騙了你們，正因為這些事， 神的震怒必定臨到那

些悖逆的人。 7 所以，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 8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9 光明所結

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10 你們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 11 不要參與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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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無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來，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作的事，連提起來也是羞恥的。 13 

凡被光揭露的，都是顯而易見的。 14 因為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睡了

的人哪，醒過來，從死人中起來吧！基督必要照亮你。」 

1.禁戒淫亂與貪婪 (5:3-7) 

5:3 

至於淫亂和任何污穢或貪心的事，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提，才合聖徒的體統。 

 提到的三項惡行：淫亂、污穢、貪心，在上一章及以下經文提到。應該遠避這些罪

惡，也要避免思想和談論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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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19)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心，貪心就是拜

偶像。(西 3:5) 

o 貪心 (和：貪婪)，特別强調為嚴重的罪。 

肉體所行的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淫亂、污穢、邪蕩... (加 5:19) 

 是必須禁戒，必須躲開的： 

神的旨意是要你們聖潔，遠避淫行 (帖前 4:3) 

 遠避的目的，是爲了要聖潔。 

你們要逃避淫亂的事。人所犯的，無論是甚麼罪，都是在身體以外，唯

有行淫亂的，是觸犯自己的身體。(林前 6:18) 

 不容許在神的國度裏： 

你們不知道不義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國嗎？(林前 6:9) 

5:4 

更不要講淫穢和愚妄的話，或下流的笑話，這些都與你們不相稱；卻要說感謝的話。 

 社會上不以爲嚴重不討神喜歡的談話，聖經裏嚴肅的列出。淫穢 和愚妄的話，下流的

笑話 (和：淫詞、妄語，和戲笑)不可以說。 

 相反的，要說感謝的話，承認神是一切福分的源頭，一切都是神所造，將感謝和榮耀

歸給神。 

 但是，人卻缺乏這樣的心意，遠離了神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尊他為 神，也不感謝他，反而心思變為虛妄，愚頑

的心就迷糊了。 (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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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因為你們確實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污穢的或貪心的（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

在基督和 神的國裡的基業。 

不要給別人用空言欺騙了你們，正因為這些事， 神的震怒必定臨到那些悖逆的人。 

所以，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 

 在這裏二個嚴重的警告：都得不到在基督和 神的國裡的基業，和神的震怒必定臨到

那些悖逆的人。 

o 對財富與權勢的貪戀，性慾是迷於偶像的崇拜；把自我滿足或另一個人放在生

命中心，這是明明的敬拜受造之物，卻不敬拜造物主。如同在羅馬書裏所説： 

他們用虛謊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卻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

他是永遠可稱頌的，阿們。 （羅 1:25） 

o 悖逆的人，在 2:2 已經提到，不順服神的權柄，認爲掌管了自己的生活，反而

引起經歷神的憤怒。不論是在今世，或在末後面對神的審判的時候，都要經歷

神的憤怒。 

 同流合污，不能有份於悖逆的外邦人的淫行，要藉著相信接受福音，得到赦罪的恩

典，成爲神的兒女。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3:6） 

2.從前黑暗，如今光明 (5:8-14) 

5:8-9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從前與現今的對比，信徒所經歷的主權轉移，從前屬於黑暗的轄制，如今與主的新關

係，屬於光明的領域。從舊人和新人的角度，在前面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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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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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4) 

 從黑暗與光明的意義，描述差異：不信的人是處在黑暗中，接受並且相信了基督，是

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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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裡走，卻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8:12) 

然而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是屬 神的子民，為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 

 光明所結的果子：良善、公義、誠實，與聖靈的果子，非常相近：仁愛、喜樂、平

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 5:22-23)。 

o 良善，我們是神作成，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爲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2:10)，

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 (西 1:10)。 

o 公義，我們是在光明中的新人，被造是爲了彰顯屬神自己的倫理素質，如公義和聖

潔，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4:24)。公義

[δικαιοσύνη dikaiosýnē]  justification:—righteousness. 公義，正直。 

o 誠實，公義和聖潔都源於神的真理，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的 (4:21)。真理 [ἀλήθεια 

alḗtheia] truth:—true 真理；實話，真實，可靠，誠實。真理和誠實是同字。 

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 (4:15)  

要與鄰舍說真話 (4:25)  

5:10-12 

你們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 

不要參與暗昧無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來 

因為他們暗中所作的事，連提起來也是羞恥的。 

 察驗，這個動作是要經過試驗、檢查的意思，是常常被忽略，而不經思想，盲從的跟

著別人。察驗 [δοκιμάζω dokimázō] to test, examine, prove, to recognize as genuine 試

驗，察驗； 藉試驗證明； 藉證明而接受，核准。 

你所信的，你自己要在 神面前持守。人在經自己考驗後認可的事上能夠不自責，

他就有福了。 (羅 14:22)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羅 12:2) 

 使你們可以辨別是非，成為真誠無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腓 1:10) (呂：使你們

能試驗甚麼是美好的事) 

o 察驗出主所喜悅的，是美好的事，在一切善事上成全你們，好使你們遵行他的

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行他所喜悅的事。 ( 來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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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節經文中，重要的教導，是遵行他的旨意，並且藉著耶穌基督在我

們裡面，才可能辨別出主所喜悅的。 

 不要參與暗昧無益的事，行事爲人應該要像光明的兒女(5:8)，結的果是良善、公義、

誠實。 

 把它揭露出來，揭露[ἐλέγχω elénchō] to convict, refute; to find fault with, 

correct 揭發，揭露，公開； 定罪，指證；指責，指正；懲罰，懲戒  

林前 14:24 如果大家都講道，有未信的人或不明白的人進來，他就會被眾人「勸

服」而知罪，被眾人審問了。 

約 3:20 凡作惡的都恨光，不來接近光，免得他的惡行「暴露」出來。 (和：受

「責備」) 

 暗中所作的事，在上一節所提到的，暗昧無益的事，在公開或暗中的邪惡，都是黑暗

的領域。那些悖逆的人(5:6-7)，不希望他們的罪行被公開，就是被提起來也是可恥

的。 

5:13-14 

凡被光揭露的，都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睡了的人哪，醒過來，從死人中起來

吧！基督必要照亮你。」 

 凡被光揭露的，黑暗隱藏了醜惡的犯罪事實，但光卻將它顯明出來。罪惡的真面目被

曝露出來，很容易的被看到。 

 所以有話說，並不是引自舊約的經文或誰所說的話，可能是當時大家所熟悉的話。 

o 睡了和醒過來，在這裏都是象徵用語，描述在屬靈死亡狀態，罪惡所造成： 

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2:1,5) 

o 睡覺也是忘卻與醉酒的狀態，在黑暗中： 

所以，我們不要沉睡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慎。因為睡覺的人是在晚上睡，

醉酒的人是在晚上醉 (帖前 5:6-7) 

o 醒過來，起來，保羅對收信人，或是神對今天的讀者，回想起當初的悔改歸

正：已經蒙神呼召，要從靈命死亡的沉睡中醒過來，離開老舊的生活。如今已

經回應了這個呼召，基督的大能的光照耀在回應呼召人的身上，拯救了回應呼

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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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你們要

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 

 什麽是主所喜悅的？ 

 怎麽查驗是主所喜悅的？ 

 怎麽查驗不被別人的空言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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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課】 

五、謹慎的生活： 一般性的、基督徒家庭的 (5:15-6:9) 

 在前面所强調的行事爲人(4:17,5:2,8)16，描述收信人或讀者的生活方式，與外邦人的對

比。 

 在這裏開始的一段，是基督徒的生活(5:18-21)，接著是三層基本關係：妻子與丈夫

(5:22-33)，兒女與父母(6:1-4)，僕人與主人(6:5-9)。 

 家庭關係規則的教導(5:22-)，是直接的接著 5:21 的勸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

服。)，在家庭關係是被聖靈充滿的勸勉(5:18)的重要表現。 

 在這段開始的”行事爲人”(5:15)，之前已經出現强調過四次。是神永恆計劃的倫理含

意，包括讀者在基督裏的和好，成爲新人。 

o 主題句子：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蒙的呼召(4:1) 

o 在聖潔中，不要回到從前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

(4:17) 

o 在愛中行事的勸勉：要憑著愛心行事(5:2) 

o 離開了黑暗，在主裏成爲光明人：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

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5:8) 

o 現在再度，也是最後一次用這詞“行事爲人”，要謹慎自己行事。 

 要有智慧(5:15)， 

 被聖靈充滿(5:18)， 

 向主歌頌感恩，彼此順服(5: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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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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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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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謹慎過生活 (5:15-21)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 

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 16  

要把握時機，因為這時代邪惡。 17 因此， 

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 18  

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蕩亂性，卻 

要讓聖靈充滿。 19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20 凡事要奉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這一段是對一般生活性的教導，也與群體敬拜有關，重要的是從智慧和愚昧的角度，

描述行爲上的對比。 

 緊接著謹慎行事(5:15)，三組的”不要…要 ”的對比來解釋： 

o 愚昧人， 與 聰明人 (5:15) 

o 糊塗人， 與 明白主的旨意 (5:17) 

o 醉酒， 被 聖靈充滿 (5:18) 

5:15 

 行事為人要謹慎，(呂：仔細留意)，(kjv: See then that ye walk circumspectly) 

o 仔細，是要正確無誤的，一絲不苟，小心留意之後才去行。 

謹慎/仔細 [ἀκριβῶς akribōs] exactly, accurately, diligently 謹慎地，詳細地 

o 留意，一起的意思，表示相關與敬虔行爲，既重要又迫切。 

留意 [βλέπω blépō] to see, discern; to see with the mind's eye 注視，關注； 謹

慎，思考； 謹慎，防備 

 聰明 和愚昧，聰明人和愚昧人的對比。 

o 淵源自舊約的智慧傳統，尤其箴言所描述的。例如，箴言第 9 章整章，特別

在”(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 

o 不單是頭腦上的知識，包括了生活上的技巧，倫理道德上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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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實際行爲上，彰顯出的認知和見識，參考箴 1:1-7。使人領受明慧的教訓，就

是公義、公正和正直 (箴 1:3)，是從神來的智慧，人的行爲舉止就應該聖潔。 

5:16 

 要把握時機， 

o 把握 (和：愛惜；呂：爭取) [ἐξαγοράζω exagorázō] to redeem; to make wise and 

sacred use of every opportunity for doing good 買，買贖； 

o 時機 (和：光陰) [καιρός kairós] due measure; a fixed and definite time, opportune, 

the right time,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時間，時刻，時段； 正確的，適當的，合

宜的時間，危機時間，末期。 

o 把握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智慧地行事。努力的爭取時間，好叫行事爲人討主的

喜悅。 

 因爲這時代邪惡，(呂：現在的日子很險惡)，邪惡是這世代直到主耶穌再來的時候的特

徵。 

o 現在是在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控制之下(2:2)，但是基督徒已經有份於將來的世

界，基督徒已經在主裏成爲光(5:8)。 

o 雖然生活在這險惡的日子中，等候主耶穌再來的永遠得贖，不需要害怕這些日

子，反而要過充滿神的智慧的日子。 

o 善用每一個時機，行事爲人討神的喜歡。 

5:17 

 因此，不要作糊塗人，在前面 5:15 已經提到 ” 智慧和愚昧，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對

比”，因此就不應該回到過去無知的生活方式。 

 要明白什麽是主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是明顯的對比於糊塗。 

o 在 1-3 章，廣汎的指神的旨意 為神的拯救計劃，在細節裏根據上下文，在 1:9-

10 將神的旨意等同於奧秘，是廣汎的觀念，神要將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o 在後半的 4-6 章，二次提到神的旨意：5:17 和 6:6，在勸勉的文體中，信徒有責

任每天行出神的旨意。 

o 要明白，是理解，深入瞭解神的旨意，祂恩典的拯救計劃，而行出所呼應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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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這段經文，前面先警告，三個「不要」：不要像愚昧人、不要作糊塗人、不要醉酒。 

• 三個「不要」，最後一個是「不要醉酒」，還算容易做到。但是， 

 要如何「 不要像愚昧人」？ 

 要如何「不要作糊塗人」？ 

 

5:18-21 

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蕩亂性， 

卻要讓聖靈充滿。 19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這一段，在不要 做什麽之後，五個分詞修飾命令卻要「讓聖靈充滿」：呼應(和呂：對

說)，唱，頌詠(恢復本)，感謝，彼此順服。 

 5:21 是樞紐，引入 5:22-6:9 的家庭法規。有些解經學者將 5:21 與下文連用，因而分段

從 5:21 到 6:9。 

o 因此，一般從 5:22 開始分段，破壞了與 5:21 的”順服”主題之間的關係。 

5:18 

 不要醉酒，這個禁令是相對於”要讓聖靈充滿 ”，既然已經受了聖靈為印記(見 1:13 講

義注解)，不可以讓聖靈擔憂(4:30)。 

o 身爲已經”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4:20)，必須照著”新人”而活。 

o 關於醉酒的道德訓勉，描寫為黑暗道路的縮影，引致放蕩毀滅不蒙悅納的核

心。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於黑夜的，也不是屬於黑暗的。所

以，我們不要沉睡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慎。因為睡覺的人是在晚上睡，醉

酒的人是在晚上醉 (帖前 5:5-7) 

 要讓聖靈充滿，這勸勉是要讓聖靈愈來愈多的改變收信人/讀者，成爲神與基督的形

象。之前就向父神為收信人/讀者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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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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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基督充滿萬有，將有恩賜的人賜給祂的百姓，最終引致祂的身體得到豐滿。 

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 (4:10) 

o 接受聖靈的充滿，使我們變成神與基督的樣式，就是豐滿。就降服於聖靈的管

制，讓基督的話掌管我們的生活(西 3:16)，好叫我們可以智慧的行事(5:15)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導，互

相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 神。 (西 3:16) 

o 目標是要達到在基督裏擁有的 – 豐滿與靈命的成熟。 

5:19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恢復本經文：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 

 呼應/說/對說  [λαλέω laléō] to talk, say, tell, utter. 發出聲音，腔調； 說話；主張，宣

告，說某事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格 複數 陽性 2980) 

 口唱/歌頌 [ᾄδω áidō] to the praise of anyone, to sing 唱，歌頌，歌唱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

格 複數 陽性 0130) 

 讚美 [ψάλλω psállō] STROKING playing-music; to sing a hymn, to celebrate the praises of 

God in song 唱歌，歌頌；讚美主；ψ.的原意是「彈」(絃琴)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格 複數 

陽性 5567) 

 歌羅西教會要用詩歌和頌詞彼此教導、勸誡，含意大致相同。著眼與相互教導、造

就、與勸勉，藉著被聖靈激發的歌曲。 

西 3:16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 神。 

o 靈歌，被聖靈激發的歌曲，與歌曲的自發性無關，重點在所得的靈感的源頭，

即聖靈。 

 詩章、聖詩(頌詞)、靈歌(詩歌)，不能做明確的區分。藉著這些歌曲，繼續被聖靈充滿

的群體成員，將會彼此教導、造就、勸勉。 

o 詩章 在路加福音裏，指聖經的詩篇，後來也被用來指一般性的讚美歌。 

o 聖詩 (頌詞)是指任何節期的讚美詩，見西 3:16 及本節 5:19。 

o 靈歌 (詩歌)或歌，指讚美或榮耀神作爲的歌曲，見啓 5:9 他們唱著新歌。 

 [口唱]心和地 [讚美]主 

 (直譯：用心[歌唱]且[歌頌]給你們的主；呂：用心[詠讚][歌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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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本來的二個動詞是唱歌和發出音樂，重要的是出發點在用心，出自於心。而這

心是指全人，指整個人都應該充滿讚美的歌曲，藉以實際的表達在聖靈裏的生

命。 

 這節的前半的對象是彼此，彼此對說，彼此提醒神在主耶穌基督裏成就的事。目的也

在教導並且造就身體裏的肢體。 

 後半節的唱歌與作樂是向著主耶穌。 

5: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感謝， 

o 吩咐要常常的感謝，無論是個人或教會群體，都要經常讚美，總是充滿著向神

的感謝。 

o 要凡事感謝，在耐心忍受試煉與苦難期間，必須要感恩。謙卑的感恩，降服於

神至高的主權。 

 不只是愛 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處 (羅 8:28)而感恩； 

 也為患難、所生的忍耐、毅力、所生的盼望 (羅 5:3-4)感謝。 

o 向萬物萬事的源頭父神感恩，每一件事務，所作的，無論是言語或行為，感謝

父神(西 3:17)。 

o 並且，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感謝，透過耶穌基督這位中保，因爲祂已經打

開了通道神面前的道路。 

 名是指一個人所代表和成就的一切。因此，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向父神

獻上感謝，乃是基於耶穌的所是，並且祂藉著祂的死與復活，為祂百姓

成就的一切。 

5: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直譯：在敬畏基督中對彼此順服) 

 順服，信徒的生活若是已經被神的靈充滿，不論是個人或群體，生活在基督的身體

裏，自然就有基督裏的愛心、有肢體互相體貼的關心、在人際中將對方的利益放在自

己之前的捨己的心。 

 這樣的捨己，自然的彼此有愛心、互相關心、有捨己之心，就是彼此順服的心。先決

的條件，是被聖靈不斷的充滿，在基督裏面，對神對基督敬畏，順服基督。 

 基督徒這樣生活在基督裏，不論地位、階級、性別、所擔當的責任或功能，都自然的

在愛中互相服事，” 憑著愛心互相服事”(加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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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在聖靈裏對基督的敬畏，而產生在愛中互相的關係，就是彼此的順服。 

順服 [ὑποτάσσω hupŏtassō] to submit to one's control; to yield to one's admonition or 

advice: absolutely 置於下，制服。被動：自成順服，在服從中，聽從；自發的順

從。 

o 在這節原文的動詞是被動形態，意思是在聖靈裏對基督的敬畏中，被神的充滿

的愛，驅使彼此的順服。 

o 以基督為中心的人際關係，有愛心、關心、捨己，是平等的關係，沒有階級或

權勢的壓力或恐嚇，是神掌管的秩序 – 對基督順服，因而彼此順服。 

 

思考： 

要感謝：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還要順服：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我在感謝父 神時，我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感謝嗎？ 

 人際關係中彼此順服，或是在夫妻關係中彼此順服，有必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嗎？ 

 爲什麽彼此順服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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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課】 

 

【復習 5: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直譯：在敬畏基督中對彼此順服)  

• 基督徒在聖靈裏對基督的敬畏，產生在愛中互相的關係，是彼此的順服。  

順服 [ὑποτάσσω hupŏtassō] to submit to one's control; to yield to one's admonition or 

advice: absolutely 置於下，制服。被動：自成順服，在服從中，聽從；自發的順從。  

o 在這節原文的動詞是被動形態，意思是在聖靈裏對基督的敬畏中，被神的充滿的

愛，驅使彼此的順服。 

o 以基督為中心的人際關係，有愛心、關心、捨己，是平等的關係，沒有階級或權

勢的壓力或恐嚇， 

o 是神掌管的秩序 – 對基督順服，因而彼此順服。  

 

2. 基督徒家庭裏的關係 (5:22-6:9) 

 在 5:21 介紹了「順服」的主題，接著的家庭法規根據前面提綱挈領式的陳述，以三個

段落舉出基督徒順服的生活規則。 

 除了以下 5:22-6:9，在新約別的書信裏也提到，西 3:18-4:1，彼前 2:18-3:7，提前 2:8-

15;6:1-10；多 2:1-10。 

a. 妻子與丈夫：基督與教會 (5:22-33)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好像基

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樣凡事順

服丈夫。 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26 為的是要用水

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27 可以作榮耀的教會歸給自己，甚麼污點皺紋等也沒

有，而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28 丈夫也應當這樣愛妻子，好像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愛妻子

的，就是愛自己了。 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好像基督對教會一

樣， 30 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31 為了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

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33 無論怎樣，你們各人都要

愛自己的妻子，好像愛自己一樣。妻子也應當敬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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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架構 

你們作妻子的 (22)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24) 

妻子也要 (24) 

你們作丈夫的 (25) 

好像基督愛教會 (25) 

丈夫也應當這樣 (28) 

你們各人都要愛自己的妻子 (33) 

妻子也應當敬重丈夫 (33) 

5:22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 

 本節不含任何動詞，繼續使用 5:21 的「順服」。雖然沒有重複使用動詞，卻沿用了前

一節順服的意義。 

 神在家庭裏建立了承擔領袖職分和權柄的角色，順服是謙卑的承認神所安排的等次，

不是奴役的擺佈，或違背人的意志。權柄與專制不是同義，也不是暗示的劣等。 

 丈夫與妻子各有神所指定的不同角色，卻有相等的尊嚴。 

o 他們都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 

o 都在基督裏穿上新人，這新人是受造要像神的(4:24)。 

 基督順服父神的權柄(林前 15:28)，顯示出在職能上的順服，而不是次等的地位，或

是較少的尊敬與榮耀。 

萬物旣順服了他，那時子自己也必順服那叫萬物順服他、的上帝，叫上帝做萬物中

的一切。 (呂：林前 15:28) 

 妻子順服丈夫的動機，好像順服主一樣，是因爲上一節的命令，要存「敬畏基督的

心」彼此順服。在這樣具體的表現，如何順服丈夫，也就照樣的行動順服主。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好像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從這節是上一節的附屬句來表明順服的理由，” 丈夫…頭…..基督…頭”。這關鍵字”頭”在

本卷書前面二次被用過，都是指基督：元首(1:22)，頭(4:15)。這裏是第一次提到丈夫

為頭，作爲妻子順服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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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22 的頭，表達的觀念是基督居首位，尤其在邪惡勢利之上的權柄，基督爲了教會

的緣故，而運用這個權柄(參考：西 1:18，2:10)。 

o 相對的，教會裏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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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如此的配合才是神的旨意。 

o 丈夫與妻子的關係，就在基督與教會關係中，享受神賜的愛，在愛的關係中長

進。 

 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這一小句將焦點轉囘到基督。 

o 祂的拯救是犧牲，替代了我們的罪，祂是我們的和平，為我們締造了和平(2:14-

18)。祂是教會元首，爲了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5: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樣凡事順服丈夫。 

 這句話重複了 5:22 給妻子的勸勉，加上了「凡事」來加强，將 5:22 的順序顛倒，先

提及教會順服基督的類比，然後吩咐妻子要凡事順服丈夫。 

 在原文，這句的前面有「但是」 

(呂：但教會怎樣順服基督；直譯：但教會如何對基督順服)。 

o 藉著這反義連接詞，强調神已經滿有恩慈的，將萬物放在基督的脚下，使祂為

教會作萬物之首。 

o 教會欣然順服祂出於愛的治理(1:22)。 

 按照這卷書的思路，夫妻本爲「一體」(5:31；創 2:14)，神的目的是要叫夫妻在一個頭

底下一起發揮功用，而不是二個獨立存在的個人生活在一起。 

o 成爲一體在一起工作或事奉，或建立家庭，締造了更大的效果。 

 成爲一體締造更大的效果，就在同樣原理像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教會順服神出於愛的

帶領，絕對不陷入撒旦攻擊與試探。一起尊崇主耶穌基督，給自己、夫妻二人、甚至

身邊的人，帶來神最大的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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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這一段常常聽到的經文，接著上一節的前提：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好像基督是教會的頭； 

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妻子也要照樣凡事順服丈夫。 

 在幾個關係的層面：1)因爲敬畏基督的心，2)順服彼此、3)順服丈夫、4)順服主 

o 哪一個層面，我比較難做到？ 

o 哪一個層面，我常常忽略了前提？ 

 我和教會都清楚的順服基督？或都是我說了算？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家庭法規的第二個主要段落關於丈夫 5:25-32，很長的段落。 

o 5:25-27 勸勉丈夫要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 

o 5:28-32 重複這勸勉，並再次以基督對教會的愛，和丈夫的愛為論述的根據。 

 所指示的愛，爲的是妻子的整個幸福，顯出不止息的關愛與愛心的服事。是在乎對方

所接受到愛的感受，而不是單向不負責任的行動。不只是情感上或物質上的應付。 

 在以弗所書裏的勸勉，愛是恩典，所有信徒都應該在彼此的關係上顯出。例如：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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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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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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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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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在夫妻關係上，對丈夫愛的要求。接著是描述這愛的特性：為教會捨己。勸勉

丈夫要爲了妻子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以基督對教會的愛為榜樣，意味著夫妻最

終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 

 在舊約聖經中，婚姻的意象往往用來描寫耶和華與祂的百姓之間聖約的關係。耶穌采

用這教導，指祂自己是新郎(可 2:18-20 新郎跟賓客在一起的時候...日子到了，新郎要

被取去)，是與聖約之民締結了神聖的婚姻。 

 在新約聖經的教導，林後 11:1-3 以及弗 5，擴大這個意義，特別加强在屬天新郎對祂

的新婦的犧牲，堅定的聖約之愛。夫妻在婚姻生活裏，能夠清楚明白這種捨己的愛和

饒恕，是創造者原來命定的次序，在今生今世的婚姻，可以生活在愛和饒恕中。 

5:26 

為的是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爲的是，描述了三個目的：成為聖潔 (5:26)、歸給自己 (5:27)、沒有瑕疵 (5:27)。 

 (5:26) 呂：用水的洗、用話語來潔淨她、好奉獻她爲聖。 

 成爲聖潔是目的，用水和話語。 

o 聖潔，[ἁγιάζω hagiázō] to make holy, purify or consecrate; be holy, sanctify 使成聖，

祝聖，分別為聖；成為聖潔。 

 這個字的基本觀念，是把某個人分別出來歸給神，爲了要服事祂。 

 基督徒被形容為： 

在基督耶穌裡已經被分別為聖，蒙召為聖徒的人 (林前 1:1-2) 

現在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靠著我們 神的靈，都已經洗淨了，聖潔

了，稱義了。 (林後 6:11) 

 用水的洗、用話語，來「洗净」教會。這洗净是過去式分詞，意思是既然已經洗净，

同時發生的是成聖或分別為聖。洗禮是一個表態，願意與主同死同活。更重要的是藉

著聖靈的潔净。 

o 用「話語」，就是藉著福音的「道」，也是在這卷書後面及其他卷書提到的： 

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6:17) 

這話就是我們所傳信心的信息...可見信心是從所聽的道來的，所聽的道是藉

著基督的話來的。  (羅 10:8,17) 

並且嚐過 神美善的道  (來 6:5) 

唯有主的道，永遠長存。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彼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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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被道所潔净：現在你們因著我對你們所講的道，已經乾淨了。（約 15:3） 

o 並且成爲聖潔：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約 17:17) 

5:27 

可以作榮耀的教會歸給自己，甚麼污點皺紋等也沒有，而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潔净與成爲聖潔的目的，作榮耀的教會歸給自己。 

o 在別處的類似經文：我以 神的熱愛愛你們，因為我把你們獻給基督，好像把

貞潔的童女許配給一個丈夫 (林後 11:2)。 

o 但是，在 5:27 强調的是基督，不是新郎的朋友，也不是新婦自己，將教會獻給

自己，是榮耀的，反映了意象： 

” 我使你身穿刺繡的衣裳…把美麗的冠冕戴在你頭上…你的名聲因你的美麗

傳遍列國，你全然美麗，是因為我加在你身上的榮美…” (結 16:10-14)， 

o 耶和華為祂的新婦，穿戴華麗的衣裳與珠寶，使她” 全然美麗”。 

 從肉身的角度來描寫「榮耀的」教會，用一個美麗的婦女的意象，毫無玷污、皺紋的

美貌。 

o 當基督將祂的新婦獻給自己的時候，是無與倫比的美麗，沒有一絲的缺點。是

高雅、無可超於、無可匹配的。 

 相對於當代世上很多的教會，相似襤褸破爛、齷齪醜陋，受藐視被拒

絕。 

 基督的百姓，可能公正的被指責為有許多缺點與失敗。 

 神的旨意，是要叫教會成爲聖潔、沒有瑕疵，是道德與屬靈上的美麗： 

就如創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因著愛，在他面前成為聖潔，

沒有瑕疵。  (1:4) 

但現今 神在愛子的肉身上，藉著他的死，使你們與 神和好了，為了要把你們這

些聖潔、無瑕疵、無可指摘的人，呈獻在他面前。  (西 1:22) 

5:28 

丈夫也應當這樣愛妻子，好像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愛妻子的，就是愛自己了。 

 也應當這樣，引用基督的愛作爲結論的應用，以一個强調的動詞，加强這命令的重要

性：應當這樣愛妻子。 

 像愛自己的…就是愛自己了，其實這節的基礎，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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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律法，都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裡面成全了   (加 5:14)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  (太 7:12) 

 在婚姻中，夫妻本爲「一體」，夫妻應當被視為一個人，是單一的實體。所以，丈夫

要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這個責任不單是愛別人像愛自己一樣。事實上，那就是愛

自己。 

 丈夫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體，反映出基督的榜樣，基督對教會的愛，可以視爲愛祂自

己的身體。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好像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因為我們

是他身上的肢體。 (5:23,30) 

 

思考： 

這一段聖經的教導，丈夫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體，反映出基督與教會的榜樣。 

 在夫妻關係中，反映出基督與教會的榜樣，我覺得我的困難在哪裏？ 

 這段教導提到”把教會…成為聖潔”，應用在夫妻關係中，我的困難是什麽？ 

 我怎麽解決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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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課】 

【復習 5:28】 

5:28 

丈夫也應當這樣愛妻子，好像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愛妻子的，就是愛自己了。 

 像愛自己的…就是愛自己了，這節的基礎，就在： 

全部的律法，都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裡面成全了   (加 5:14) 

 在婚姻中，夫妻本爲「一體」，夫妻應當被視為一個人，是單一的實體。 

o 所以，丈夫要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這個責任不單是愛別人像愛自己一樣。 

o 事實上，那就是愛自己。 

 丈夫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體，反映出基督的榜樣，基督對教會的愛，可以視爲愛祂自

己的身體。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好像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因為我們

是他身上的肢體。 (5:23,30) 

--------------------------------------------------------------------------------------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好像基督對教會一樣，  

 因爲，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當然，有人有意的糟蹋自己，自殘，或苦行，認

爲身體的不舒服時值得稱讚的，正常的人不會這麽做。正常的人，都是盡可能的照顧

自己的身體(和：身子；呂：肉身)。 

 保養顧惜，是充滿情感，這詞是取自護理用語，與恨惡自己的身子相反。 

o 保養 [ἐκτρέφω ektréphō] to nourish up to maturity, to nourish 餵養，保養顧惜；

養育。 

o 這字也用在養育，6:4 作父親的，養育兒女。 

o 在以弗所書第 5 章的思路裏，丈夫溫柔的保養並珍惜他的妻子，因爲二人已經

成爲一體了(5:31)。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儘管有不完美之處，基督卻保養，並溫柔的照顧。基督既然是

頭，又是救主(1:22-23, 4:15, 5:23)。基督爲了教會捨己，爲了使她成爲聖潔(5:23,26)，

祂不斷的提供所需要的刺癢與成長(4:11-16)。 

o 每一個丈夫，都要效法基督的榜樣，全心的珍愛，溫柔的照顧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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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書信到這裏突然轉角度，以第一人稱的複數「我們」，清楚的把自己和收信人放在一

起，强調信徒與基督的聯合爲一。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o 不單是丈夫與妻子在婚姻中的關係理想的典範， 

o 也是與其他的基督徒保持著互動，相互配搭的關係，一同建立保養這個身體，

基督的教會。 

 

5:31-32 

為了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

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呂：『爲這緣故、人必離開父親和母親、同妻子膠結，兩個人就成爲一體了。』 這奧祕

極大：我卻是指着基督指着教會而說的。) 

(直譯：因為這個，人將離開父母，委身他的妻子，二人將成為一個肉體。 這個奧祕是大

的；但我對著基督和教會說。) 

 引自創 2:24(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在本章 5:28-29 已經交換用了「身體17」，特別聚焦在基督與教會之間屬靈的婚姻，只

用了後面的一個子句「二人成為一體」，是保羅的目的。 

 極大的奧祕，是指基督與教會的關係，作爲婚姻的預表。 

o 引用的創 2:2418是本段的基礎，應用在人間的婚姻上。妻子是丈夫的身體，創

2:24 是一個宣告：婚姻使夫妻二人成爲一「體」。 

o 引用創 2:24 是直接之基督與祂的教會的聯合，在 5:31 是接著 5:30 「我們是他

身上的肢體」。 

o 首先的亞當愛那與他自己為一體的妻子，末後的亞當愛祂自己的新婦，就是祂

的身體。這預表為基督徒的婚姻提供一個典範，這婚姻是植根於當初創造的人

類。基督和教會在愛中的關係，是基督徒夫妻的典範。 

                                                      
17 5:28 身體 [σῶμα sōma] the body (as a sound whole 身體，肉體的身體。5:29 身體(呂：肉身) [σάρξ sárx] flesh, the body 肉體，身體。 

18 創 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呂：因此人纔離開父親和母親，同他的妻子膠結，二人就成爲一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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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奧祕，與以弗所書其他地方一致，是指神從前隱藏的計劃，如今在耶穌基督裏

已經啓示出來。例如： 

 3:6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

體，同蒙應許。 

 5: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是指基督與教會之

間的關係，之間的聯合，反映在基督徒的婚姻上。 

o 這樣「二人成為一體」婚姻的意義，作了活潑的見證。在二個人的生活見證，

反映出大新郎和新婦共享的榮美，將福音的奧秘顯明出來。 

5:33 

無論怎樣，你們各人都要愛自己的妻子，好像愛自己一樣。妻子也應當敬重丈夫。 

 無論怎樣，做一個總結，同時對雙方，但是是對個人説話：你們各人。 

 對收信人，對每一個讀者，不只是對教會的領袖們，必須以愛心服事妻子，為她捨

己，成爲神心目中的妻子。如同愛自己，呼應了誡命「愛人如己」，應用在丈夫身

上，要他愛他最親最近的鄰舍，他的妻子。 

 對妻子，也是以單數向她說話，這勸勉也是强調了個人的責任。帶命令語氣的：妻子

也應當敬重丈夫，是延續前面 5:22 順服丈夫的勸勉，而事實上 5:22 是根據 5:21 的基

礎：敬畏。在這裏 5:33 的「敬重」，是與 5:21 的「敬畏」是同字根。 

5:33 妻子也應當敬重丈夫 

敬重 [φοβέω phobéō] to frighten, by analogy, to be in awe of 懼怕，敬畏，尊敬。 

5: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敬畏 [φόβος phóbos] fear, dread, terror 懼怕，驚駭，害怕；敬畏，尊敬。 

o 因此，5:21 與 5:33 是很重要一個段落的框架，在 5:33 總結了丈夫與妻子的關

係，反映基督與教會。 

o 妻子對丈夫的敬重，或字的原意敬畏、尊敬，是延續框架開始對基督的敬畏。

在二個人之間，若是沒有基督，沒有敬畏基督的心，順服是勉强的。 

 

思考： 

接著的這段，仍然在前提下，存敬畏基督的心：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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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是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作榮耀的教會歸給自己，甚麼

污點皺紋等也沒有，而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丈夫也應當這樣愛妻子，好像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愛妻子的，就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好像基督對教會一樣， 

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為了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無論怎樣，你們各人都要愛自己的妻子，好像愛自己一樣。妻子也應當敬重丈夫。 

 我明白也同意愛妻子的指示，我明白在關係中，像基督愛教會？ 

o 愛妻子，讓妻子得到聖潔，沒有瑕疵？ 

o 愛妻子，像基督對教會，保養顧惜妻子？ 

 

 

思考： 

 按照呂的經文譯本：『爲這緣故、人必離開父親和母親、同妻子膠結，兩個人就

成爲一體了。』 這奧祕極大：我卻是指着基督指着教會而說的。 

o 離開是獨立並且成長，然後在膠結親密中，是一體的關係。我在教會中，

與主基督就是這樣的關係嗎？ 

 還是最重要的，是我要得到的？ 

o 獨立並成長，膠結親密，在神的話語，聖經中，不斷的提醒並且指示我

們。 

 我仍然掌握著婚前的所有，婚後：你管你的，你不要管我的？ 

 但是，我仍然要神祝福我們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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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兒女與父母 (6:1-4)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2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著應許的誡命。 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卻要照著主

的教訓和勸戒，養育他們。 

 在另一個家庭的層面，仍然在神所命定的關係中順服，在同樣的提綱挈領 5:21 内：還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與 西 3:20-21 平行：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在主裡是可喜悅的。你

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 

6:1 

 教會包括整個家庭，家庭不但要讚美(5:19-20)，也要認識神，效法神(5:1)，學習基督

徒的職責。 

 作兒女的，是關係，不是年齡。在主裡「聽從」，是命令語氣，指絕對的服從。 

聽從 [ὑπακούω hupakŏuō] to hear under (as a subordinate), to obey, be obedient to, 

submit to 信從，跟從，順服 

o 與 5:21 的順服，不同字。這裏的意思是絕對的順服，這字在其他地方，指順服

基督、福音、使徒的教導。 

o 基督徒的兒女順服他們的父母，是與他們順服基督完全不可分開的。加上在主

裡，就相當於如同順服主，或聽從基督。 

o 所以，兒女能夠明白神的話語與教訓，就能明白他們也是順服在基督與教會的

關係中。因此，順服父母就不但因爲父母的權柄或地位。 

6:2-3 

 孝敬父母，在新約其他地方，出現了五次（太 15:4-6，太 19:19，可 7:10，可 10:19，

路 18:20）。被記載多次，顯出它的重要性。這經文引自出 20:12，也參考申 5:16： 

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華你的 神賜給你的地上得享長壽。 (出 20:12) 

要孝敬父母，照著耶和華你的 神吩咐你的，使你可以得享長壽，也使你在耶和華

你的 神賜給你的地上，得享福樂。 (申 5:16) 

o 孝敬 [τιμάω timáō] to honour, to have in honour, to revere, venerate 尊敬，崇敬某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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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當初在西乃山頒佈十誡以及後來重申誡命的背景，神應許給在地上的福，按申命記

說的賜給你的地上，指後來進到應許的迦南地。到了新約之後，重申這個誡命時，就

是對後來遵守誡命的人，在世上任何地方。 

 這得享長壽的應許，是對所有的人的應許。但是遇見外在因素影響，例如天災人禍疾

病等等，就要靠神的特別憐憫。 

6: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卻要照著主的教訓和勸戒，養育他們。 

 對作父親的，雖然沒有提到權力，相反的詳述他們的責任。在消極方面，不要激怒兒

女。在第 4 章裏提到神的子民，應當處理怒氣。 

生氣卻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給魔鬼留地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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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7,31) 

o 勸勉在家庭裏，父親要避免那些會激怒孩子的態度、話語、和行動。 

 管教不代表刻薄，用武斷不公平，或持續嘮叨，忽視兒女的需要和感

受。 

o 兒女應該要在主裏順服父母，也是可以在主裏成爲新造的人，負起新造的人的

責任。 

 在積極方面，照著主的教訓和勸戒，養育他們, 

教訓 [παιδεία paideía] tutorage, i.e. education or training; by implication, disciplinary 

correction 教養，訓練，指導；用主的指導和紀律（即基督徒的談論和教訓）養育

某人 (弗 6:4)   

勸戒 [νουθεσία nouthesía] calling attention to, i.e. (by implication) mild rebuke or 

warning:—admonition 警告，訓誡，勸告；教訓(弗 6:4)；警戒。 

養育 [ἐκτρέφω ektréphō] to nourish up to maturity, to nourish 餵養使成熟(弗 5:29-保

養顧惜)；養育(弗 6:4) 

o 照著主的，教導與管教兒女，用的是主的指導和紀律。 

o 父母關心的不單是兒女應當順服他們的權柄，而是要藉著敬虔的訓練與警戒，

兒女得以認識並順服主自己。 

我兒，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惡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

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他喜愛的兒子一樣。 (箴 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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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做兒女的，要聽從順服，並且孝敬崇敬父母 

 應該要在主裏順服父母，我是出於敬畏基督的心順服嗎？ 

 我順服父母時，崇敬父母嗎？ 

做父母的，照著主的教導和紀律，管教兒女 

 我管教的時候，在「苛刻、惱怒、暴戾、嚷鬧」的情緒中管教嗎？ 

 我管教兒女的時候，是照著「主的」教導和紀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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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奴隸與主人 (6:5-9) 

你們作僕人的，要存著敬畏、戰兢和真誠的心，聽從世上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樣。 6 

作事不要只作給人看，像那些討人歡心的一樣，卻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神的旨

意， 7 甘心服務，像是服事主，不是服事人。 8 你們知道，無論是奴僕或自由的人，如果

作了甚麼善事，都必從主那裡得到賞賜。 9 你們作主人的，也要照樣對待奴僕，不要威嚇

他們；你們知道，他們和你們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並不偏待人。 

 參考平行經文西 3:22-2519。 

6:5 

 聽從「主人」，這字與稱基督為「主」，是同字。但是用在主僕關係，是指肉身領域

的主。在這裏的「主人」用字，與這小段結束 5:9 所提到的「在天上同有一位主」呼

應。 

 僕人聽從，就是順服肉身的主人，要存著敬畏的心，是與他們順服天上的主，如同前

面的關係相同。 

 在奴隸與主人的關係，先對奴隸勉勵。要存著「敬畏」的心，聽從主人。對這關係的

勉勵，也是在同樣根據前面 5:21 提綱挈領：「存敬畏基督的心」。 

 戰兢 [τρόμος trómos] with fear and trembling(...does his utmost to fulfil his duty) 驚慌而戰

慄發抖 

 真誠 [ἁπλότης haplótēs] singleness, simplicity, sincerity, mental honesty 單純，誠實，正

直，坦白 

 心20 [καρδία kardía] the heart, i.e. (figuratively) the thoughts or feelings (mind) 心，為身，

靈，智的中心。含有內在，中心之意思。 

                                                      
19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世上的主人，作事不要只作給人看，像那些討人歡心的一樣，卻要以真誠的心敬畏主。 23 無論你們作甚

麼，都要從心裡去作，像是為主作的，不是為人作的， 24 因為你們知道，你們一定會從主那裡得到基業為賞賜。你們應當服事主基

督， 25 但那些不義的人，必按他所行的不義受報應。主並不偏待人。 (西 3:22-25) 

20 心[καρδία kardía]  

一、心，為身，靈，智的中心。 

  A. 肉體的中樞 

  B. 內在生命的中樞，操縱思想，意志，情感 

    1. 涵蓋性的用法：指神或基督知道人的心 

    2. 思想，悟性的中樞 

    3. 指意志與決定 

    4. 指道德上的決定，生命，惡性和美德：要清潔你們的心，不信的惡心，習於貪婪的心 

    5. 指情感，意願，慾念：喜樂，憂愁，傷痛；心所願的，對神渴慕的心，合神的心意 

    6. 特別與愛有關：要盡心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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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作事不要只作給人看，像那些討人歡心的一樣，卻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神的旨

意 

 要以真誠聽從主人，不只作人眼前的事，爲了討人喜歡，而不討神的喜歡。 

 做事或服事，必須想到最終的目的是效忠于基督，從盡心的從心裏盡上責任，如同就

是基督的僕人。 

6:7 

甘心服務，像是服事主，不是服事人。 

 他們必須發自内在，樂意的以好的態度做事。 

 出發點是服事在天上的主，並不是人間的主。當他們以這樣的心態盡力，以做事的行

動，尊崇並榮耀在天上的主。 

6:8 

你們知道，無論是奴僕或自由的人，如果作了甚麼善事，都必從主那裡得到賞賜。 

 不論是為奴的，或是自主的，所有的人，盡上力把應當做的事做好，都會同等的得到

回報。 

 工作做的好的，得到賞賜，是人之常情，也是神的恩典和賜予。 

6:9 

你們作主人的，也要照樣對待奴僕，不要威嚇他們；你們知道，他們和你們在天上同有一

位主，他並不偏待人。 

 對做主人的，根據整段的文脈，也要類似以尊敬、誠實、與善意對待做事的人。 

 因爲，僕人與主人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雙方都要向祂交賬。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平地對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西 4:1) 

 

  

                                                      
    7. 用於性情：誠實的心，心裡柔和謙卑 

    8. 人的心是屬天權能者和屬天存在體之住所 

二、喻意：心，含有內在，中心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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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好像聽從基督一樣。 

作事不要只作給人看，像那些討人歡心的一樣， 

卻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神的旨意， 

甘心服務，像是服事主，不是服事人。 

 在工作上，我兢兢業業。 

 是期待老闆的滿意？還是要討基督的喜悅？ 

 在工作上，我盡忠職守。 

 這與「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神的旨意」，有些什麽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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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課】 

六、屬靈爭戰 (6:10-20) 

最後，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 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

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 13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在這

邪惡的時代裡可以抵擋得住，並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後，還能站立得穩。 14 因此，你們要

站穩，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披上公義的胸甲， 15 把和平的福音預備好了，當作鞋子，穿

在腳上， 16 拿起信心的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所有的火箭； 17 並且要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

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得著當說的

話，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20 （我為這奧祕作了被捆鎖的使者），也使我按

著應當說的，放膽宣講這福音的奧祕。 

 在 4:1 所開始的道德訓勉題材，勸勉收信人/讀者，「行事爲人」要與他們從神領受崇

高的呼召相乘。五次的「行事爲人」，指向收信人/讀者必須採行截然不同的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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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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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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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5:8)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 (5:15) 

o 最後的一次(5:15)，聚焦於聖靈充滿的基督徒：要讓聖靈充滿 (5:18)。 

 緊接的勸勉，是整卷書的高潮，挑戰收信人/讀者採取行動，要在主裏剛强的命令語

氣：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 (6:10)，整段(6:10-20)以結束 4:1 開始的道

德訓勉題材。 

 取自以賽亞的預言21，分爲三段： 

                                                      
21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死惡人。 (賽 11:4-5) 

他穿上公義的鎧甲，戴上救恩的頭盔，穿上復仇的衣服，披上熱心作外袍。 (賽 59:17) 

參考：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的陰影之下；他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把我藏在他的箭袋裡。 (賽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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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3 命令收信人/讀者要在主裏剛强，並在抵擋邪惡的超自然權勢時，穿戴神

的軍裝。 

6:14-17 命令要站穩。 

6:18-20 聚焦於需要持續，為眾聖徒禱告，並警醒。 

1. 要在主裏剛强 (6:10-13) 

6:10-11 

最後，你們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裡面剛強。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

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你們，被剛强起來，是針對整個群體。整個群體都被呼召，要被加添能力。這勸勉對

個人與群體，當他們與邪惡的權勢進行屬靈爭戰時，他們不但要自己被加添力量，因

而站立得穩，也要鼓勵信徒同伴同樣的作，以致能夠結合為一來抵擋魔鬼。 

 剛强，是被動的形態，是被剛强。是靠主的大能大力，被剛强起來。 

 要穿戴，是實行靠主的大能大力，被剛强起來，穿戴神的軍裝。在前面的道德訓勉

中，詳述了脫去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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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穿上新人，與穿戴的軍裝是一樣的。 

 所穿戴的軍裝，目的是爲了「使你們能站穩、來抵擋魔鬼的詭計」(呂)。連續的提到，

站穩才能抵擋魔鬼(11、13、14)，免得屈服于魔鬼的邪惡詭計。 

o 詭計是複數，是不斷重負或變化多端的意思。 

o 魔鬼千方百計企圖取得立足點，然後就用詭計藉著人失控的怒氣(4:26)、虛謊

(4:25)、偷竊(4:28)、不造就人的話(4:29)，所有舊人不討神喜悅的行爲(4:22)，

爲了要阻擋福音的擴展，和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1:10)。 

6:12-13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

天上的邪靈。 13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在這邪惡的時代裡可以抵擋得

住，並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後，還能站立得穩。 

 所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如其他經文用有血有肉形容軟弱和脆弱的人：血肉之

體不能承受 神的國，必朽壞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壞的 (林前 15:50)，而是面對殘忍的

敵人。 

 在 6:11 提到所抵擋的魔鬼，6:16 稱爲「那惡者」。 

                                                      
那傳福音、宣布平安、傳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對錫安說「你的 神作王了」的，他的腳蹤在山上多麼的美！ (賽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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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 6:12 所對抗的敵人是多數的邪靈：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

上的。 

o 魔鬼與這些多數的邪靈，屬於黑暗的權勢 (西 1:13)，空中掌權的首領，就是現

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2:2)，利用文化與社會體系，破壞神創造與拯救的

工作。 

o 撒旦及其黨羽存在，就是要將他們邪惡的破壞影響力帶到世界人類的每一個層

面上。 

 基督徒教師和他們的教導，也是運行的靈攻擊與曲解的對象。 

這樣的人是假使徒，是詭詐的工人，裝成基督的使徒。這並不希奇，因為撒但自己也

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但的僕役裝成公義的僕役，也不必大驚小怪  

 (林後 11:13-15) 

o 異端就是因爲這樣的活動，使人離開真道：聖靈明明地說，日後必有人離棄信

仰，跟從虛謊的邪靈和鬼魔的教訓 (提前 4:1)。 

o 詭詐的工人，分離教會的信徒，製造懷疑與混亂，藉光面堂皇名義離開教會，

另起爐竈。分裂了基督的身體，屬靈的家，神的教會。化裝為屬靈的領袖，實

際上是撒但的僕役。 

 所以要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並且再一次說站立得穩。在這邪惡的時代 (和：磨難

的日子)，或邪惡的世代 (加 1:4，和：罪惡的世代)，信徒要抵擋魔鬼和他的大軍的時

間。爲了戰爭做好所有必要的準備，並且全副武裝之後，基督徒必須站立的穩，抵擋

邪惡權勢的猛烈攻擊。 

2. 站立得穩並穿戴神的軍裝 (6:14-17) 

6:14 

因此，你們要站穩，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披上公義的胸甲 

 爲了爭戰而作一切必要的準備，必須站立的穩(6:11,13)，這次是命令的語氣。 

 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是預備採取作戰行動。引用的是賽 11:5：公義必作他腰間的帶

子，信實必作他脅下的帶子。神的受膏者在神國度中的掌權，以公義和真理為特色，

彌賽亞在戰爭中所穿戴的軍裝，現在供應給祂的子民，讓他們去參與屬靈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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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22，指神在福音中的啓示(如下)。爲神爭戰的，在福音中啓示的真理得力量，在態

度、言語、和行爲上彰顯這位受膏者的屬性。不允許魔鬼在他們身上，有可趁之機：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4:27)。 

真理的道，就是使你們得救的福音 (1:13)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4:15) (呂：以愛心持守眞理) 

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的 (4:21) 

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4:24) (和：有真理的仁

義和聖潔)  

 公義23，公義的胸甲，胸甲是遮蓋胸部的一片軍裝，保護胸部免受劍擊或

箭射的傷害。取自賽 59:17 他穿上公義的鎧甲，耶和華穿上鎧甲(和：或

譯：護心鏡)，出發去拯救祂的子民，刑罰以色列國的敵人。 

o 信徒必須要穿戴神的公義為武裝，面受撒旦的攻擊。必須要在主

裏是新人，在行爲擧止上表現出公義的行爲。 

6:15 

把和平的福音預備好了，當作鞋子，穿在腳上 

 和平的福音，引自賽 52:7 那傳福音、宣布平安、傳美好的福音(和：那報佳音，傳平

安，報好信)。 

o 描寫那報信者傳達好消息，宣佈平安，把和平的福音傳開。而基督就是我們的

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 (2:14)。 

o 在 2:17 描寫彌賽亞自己，現在也用來描寫所有的信徒：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

你們在遠處的人，也給在近處的人。 

 基督已經藉著祂的救贖成就了平安，那些已經得到平安的人，就這樣預備了自己的

脚，就是預備要宣揚平安的福音。把平安的福音帶給遠方或臨近的人，是最美的事，

但是魔鬼一定盡可能的攔阻並攻擊，是一場屬靈的戰爭，要傳達的人必須為屬靈的爭

戰，穿上神的軍裝，預備自己打美好的仗。 

                                                      
22 真理 [ἀλήθεια alḗtheia] verity, truth 真實，可靠，與誠實；絕對的真理，真理的道， 福音的真理 

23 公義 [δικαιοσύνη dikaiosýnē] righteousness, justice or the virtue which gives each his due 公義，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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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拿起信心的盾牌，用來撲滅那惡者所有的火箭 

 信心本身就是盾牌，在受到攻擊的時候，支取神給我們的應

許，深信神必在爭戰中保護我們。彼前 5:8-9 你們的仇敵魔

鬼，好像吼叫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以吞吃的人；你們要

用堅強的信心抵擋他。 

 盾牌可以抵擋投射的燃燒箭，以致不能燃燒到可燃物或人身上。這種猛烈的攻擊，在

屬靈的戰爭中，就如試探、謊言、怒氣、懷疑、與沮喪，也包括攻擊像逼迫或錯謬的

教訓，就必須以堅强的信心抵擋。並且靠主的大能大力(6:10)，勝過撒旦的攻擊。 

6:17 

並且要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救恩的頭盔，引自賽 59:17 戴上救恩的頭盔 

(和：以拯救為頭盔)，耶和華是得勝的戰士，來

拯救祂的百姓，審判祂的敵人。現在神將頭盔賜

給信徒，來保護他們。這頭盔是救恩的本身。信

徒受到勸勉，要在屬靈戰爭中抓緊它。 

 聖靈的寶劍，聖靈使這寶劍有力，並且有效，給

予它鋒利的劍刃：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 (來 4:12)。這聖

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這裏所用的「道」是 ῥῆμα24，常用的是 λόγος25，可以交換用。 

 在 5:16 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所用的與 6:17 相同的是 ῥῆμα，是指

福音。强調的是説出的信息，由聖靈賦予穿透力與能力。 

 

思考： 

穿戴神的軍裝，抵擋詭計多端的魔鬼，不可給魔鬼留地步(4:27) 

 這段的指示吩咐，要我穿戴神的軍裝，抵擋魔鬼。我平時覺得禱告求神保守就

好，爲什麽還要穿戴複雜的軍裝？ 

站穩，要用真理、公義、和平的福音、信心、救恩、神的道，才能穩住，打美好的仗 

                                                      
24 道 [ῥῆμα rhēma] thing spoken, word 話，說詞，表達 

25 道 [λόγος lógos] of speech, Word of God 話語，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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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真理到神的道，這麽多的裝備，才能站穩，才能打仗。我知道要從哪個開始預

備嗎？還是所有提到的裝備的都是必要？ 

 

 

3. 警醒禱告 (6:18-20) 

6: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 

 各樣的禱告26和祈求27…祈禱28…祈求，這樣的祈求禱告，强調相信與滿懷盼望的禱告在

基督徒爭戰中的重要性。每個字略有不同意思，參考本頁注脚字義，就如字面的意

思，是禱告或祈禱，祈求或代求的意思。 

 在聖靈裡，受聖靈的感動及引導，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2:18)，聖靈也

在我們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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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且被聖靈充滿，卻要讓聖靈充滿 (5:18)。 

o 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腓 4:6)。 

o 我們是受到聖靈的驅策與引導，來向天父禱告，把任何的事都帶到神的面前。 

o 並不是指方言的禱告，而是基督徒時刻在屬靈爭戰中，必須藉著聖靈，獻上具

體的祈求。 

o 當我們不知道該禱告什麽時，聖靈幫助我們，或替我們照神的旨意祈求。聖靈

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 8:27)。 

 恆久警醒 (和：警醒不倦，呂：以十二分的恆心專在這事上覺醒着)， 

o 警醒 [ἀγρυπνέω agrypnéō] to be circumspect, attentive, ready 保持自己清醒，醒

著；比喻作「守望、護衛、關切」某事物，儆醒(弗 6:18)。 

o 恆久 [προσκαρτέρησις proskartérēsis] persistancy:—perseverance 堅忍，忍耐。 

o 必須堅持不懈，勝過疲勞與沮喪，不落入靈命的沉睡或自滿。 

 為眾聖徒祈求，聖徒是基督徒的一貫描述(見講義 1:1 解釋)。屬靈的爭戰，是所有的信

徒，包括個人和團體，都在參與的爭戰。都須要在激烈的爭戰中站立得穩，須要基督

徒同伴的代禱。 

                                                      
26 禱告 [προσευχή proseuchḗ] prayer addressed to God 禱告 (所有格 單數 陰性 4335) 

27 祈求 [δέησις déēsis] a petition:—prayer, request, supplication 請求，祈求，祈禱 (所有格 單數 陰性 1162) 

28 祈禱 [προσεύχομαι proseúchomai] to pray to God, i.e. supplicate, worship 禱告 (現在 關身形主動意 分詞 主格 複數 陽性 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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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所有的29，在本節出現四次，是最强烈的方式强調這樣相互代禱的重要性：所有

的時候、用所有的禱告與祈求、帶著所有的堅忍來禱告、為所有的聖徒祈求。 

 
* 禱告祈求：prayer, petition, praying    各樣/所有的：EVERY, EVERY all, ALL 

6:19 

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得著當說的話，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保羅鼓勵收信人/讀者要為神的所有百姓獻上祈求，也特別請求為他自己代禱。在監獄

中，可以有機會放膽，而且清晰的宣講福音的奧秘(參考：1:9-10, 3:3-6,9)。 

 得著當說的話 (和：得著口才)，在開口宣講複印的奧秘是，說出正確合適的話語。並

且勇敢坦率的說出來。 

6:20 

（我為這奧祕作了被捆鎖的使者），也使我按著應當說的，放膽宣講這福音的奧祕。 

 保羅的鎖鏈，不單是指他的身體被囚禁，也表明了是他所負的重任。 

 所以即使被監禁，仍然積極的把神所托付他福音的呼召，請求為他禱告，能夠毫無猶

豫的宣講福音。 

 

思考：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要在這事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

求。 

 在習慣上，我請求別人為我禱告，為我的身體、為我的工作、為我明天的考試、

為各樣事情禱告。 

o 我問別人需要禱告嗎？我問別人需要為什麽禱告嗎？ 

                                                      
29 各樣 [πᾶς pâs] each, every, any, all, the whole, everyone, all things, everything 每一，各，任何；全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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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記得為所答應的人或事禱告嗎？ 

o 只禱告一次就結束？還是不斷的警醒禱告？ 

 

 

肆、書信的結尾 (6:21-24) 

親愛的推基古弟兄是主裡忠心的僕人，他會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你們，使你們可以知道我的

景況。 22 為了這緣故，我就差他到你們那裡去，好讓你們明白我們的近況，並且叫他安

慰你們的心。 23 願平安、慈愛、信心，從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臨到眾弟兄。 24 願一切以

不朽的愛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幾句的結尾，介紹了所推薦的推基古，然後是祝禱。6:21 與西 4:7 字句相符，可能這

二封信，是同時或寫的時間相近，由推基古帶著前往小亞細亞。 

6:21-22 

 推基古是亞細亞人(徒 20:4)，與保羅一起曾經在希臘，在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結束

時，一起到特羅亞(在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邊)，後來陪伴保羅到耶路撒冷。在保羅事奉

的後期，有很親切的關係，可能是本書信的收信人認識的。 

 親愛的推基古弟兄…忠心的僕人，稱呼是弟兄，忠心的僕人，分明是很親切的關係，

而不用同工或助手的稱呼。 

6:23 

 祝福的禱告，祈求的從平安開始，比較其他的書信，比較不尋常。平安是這封信的主

題之一，2:14-18 和平，與 4:3 和睦，及 1:2;6:15; 6:23 的平安是同原文字。 

 隨著平安的祈求，接著是慈愛、信心 (直譯： 以及愛與信心)，指的是從神來的愛。是

再一次的像 3:17 的祈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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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都蒙恩惠，對象不是第二人稱，而是第三人稱「一切…的人」。是所有「以不朽的」

愛，不能朽壊、不腐敗的愛。 

 願一切以不朽的愛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和：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從

神的恩典湧流而出，顯在現今的世代，也顯與將來的世代。要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

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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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在最後的祝福，保羅祝福：願平安、慈愛、信心，從神降臨到收信人。 

 我為人祝福，或在禱告裏求神賜福，我一向爲人求些什麽？ 

 我爲人求平安、慈愛、和信心嗎？哪一個是我從來不爲人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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