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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教会六讲纲要   (讲章都有银幕 ppt) 
1. 荣耀的教会合一          1,4章 

1. 天人合一,是上帝旨意的奥秘 

2. 天人合一,是教会的盼望 

3. 天人合一前,教会要合一,大家要努力  

2. 荣耀的教会得救为要行善    2章 
1. 从前我们过罪人的生活 

2. 神的大爱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3.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2:10 

3.天地有一个奥秘赐给荣耀的教会    3章 
6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大恩？  信 望 爱  

4.作光明的儿女       4-6章  
1.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2. 做事凭爱心,效法基督  

3. 为人要光明正大,像光明的儿女  

4. 光明的儿女有七个“要” 

5. 如何做父母,子女,主仆? 

5.婚姻的奥秘        5章 
1. 女人要被爱,男人要面子（夫妻的奥秘） 

2.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 

3. 基督借着水和道要把教会洗净,成为荣耀的教会 

4. 基督等候荣耀的教会来到,如同新郎等候新娘 

6.人人要作基督精兵（全副武装）  6章 
1. 认识: 基督徒如何战胜仇敌恶魔？ 

2. 行动: 穿上神的军装迎敌  

3. 争战的力量从何来？──靠圣灵引导并祷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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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耀的教会合一 

弗1:1-23,  4:1-16 
 

 

 

 

 

 

 

車进道牧师 

                                2016-3 修正 

【以弗所书简介】  

一. 作者：使徒保罗 

二. 写作时间：59-61年 

三. 写作地点：罗马城的监牢  

【前言】  

有人说,以弗所书是一卷天书,因这卷书说出许多神的奥秘。又

有人说,以弗所书的主题是 “荣耀的教会”,因第五章说,基督

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 。 

以弗所书共有六章,可分成两段: 

1-3章 讲道理:什么是荣耀的教会？ 

4-6章 讲行动:如何建立荣耀的教会？ 

有道理有行动,是保罗书信的格式。两段共有6个题目: 

 
 

1.荣耀的教会合一,分成兩大段讲： 

A.荣耀的教会在基督里天人合一(真理）。 

B.荣耀的教会在基督里大家走向合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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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榮耀的教會在基督裡天人合一 (真理) 弗1:1-10  

【讀经】   以弗所书 1:1-10  
1:1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

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2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

的父和主耶穌基督归与你们!  

3愿頌赞归与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裡曾赐给我

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4就如 神从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裡揀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5又因爱

我们,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们藉著耶穌基督得兒

子的名分,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著称赞。這恩典是他在爱子裡

所赐给我们的。7我们藉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8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

足足賞给我们的,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

旨意的奧秘,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归於一。 

信头问安  
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

徒,就是在基督耶穌里有忠心的人。 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

们的父和主耶穌基督归与你们！  

使徒—圣灵派到各地传道,建立教会者  

圣徒—重生得救,分別为圣,忠心的人  

一.神赐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什么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大洋房？高级汽车？用不完的錢？这些都是地上的。  

那么,天上各样的福气是什么呢？ （根据这经文）  

1.神揀选了我们，成为圣洁—品格高升  

2.神預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地位高升 

3.我们蒙恩得救，称为义人—生命高升  

4.神赐我们充足的智慧聪明—能力高升  

5.神让我们知道宇宙有目标—天人合一  

这五样属灵的福气,都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

使我们能够赞美神,及一起建造荣耀的教会。分述如下:  

1.在基督里,神揀选了我们成为圣洁  
4就如神从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

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神什么时候揀选了我们? ---世界被造以前  

神藉什么关系揀选我们? ---在基督里  

神拣选我们目的是什么? ---成为圣洁。---品格高升  

人一旦被神揀选,福气就接踵而來。    

2.在基督里, 神預定(计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悅的着預定我们藉着耶穌

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嗣子),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得儿子的名分, 原文“成为嗣子”,即法定继承人。  

得儿子的名分 = 作神的儿女(约1:12) = 天上的国民 (腓

3:20)。 ---地位高升 

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接待耶穌基督。  

约1:12凡接待他(耶穌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

权柄,作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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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的儿女,就是作天上的国民;等候主再來. 

腓 3:20我们卻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  

3.在基督里,我们蒙救赎,罪得赦免  

6…这恩典(做神的儿女)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7我们藉

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救赎——古时战俘处死之前,可以用錢救赎回來的。在神囯

里,只有无罪的才能救赎有罪的。（林后5:21）  

誰是无罪的？世人都犯了罪,只有耶穌是无罪的(彼前2:22,

来4:15,约壹3:5)。耶穌无罪,因他是神降生为人,由童貞女

马利亞所生,沒有遗传亞当的罪,也未曾犯罪。 

赦免——希伯來书 9: 22说, 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

做罪人的时候,谁來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圣经说,神爱世人,差遣爱子降生为人取名耶穌。耶穌为我

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而死。耶穌所留的血(生命)要救赎每

一个信他的人,使信者罪得赦免,成为义人。——生命高升 

4. 在基督里,神赐我们聪明智慧  

8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9都是

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经文意思: 神用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各样智慧聪明,使我们能明

白神旨意的奧秘. 

智慧,聪明是什么？  

聪明——是人的理解力.“耳聪目明”  

智慧——是择善弃恶;行道就有智慧.  

干坏事的人都很聪明,但沒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不会干坏事。  

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聪明,使我们能了解,神旨

意的奧秘。——能力高升  

神旨意的奧秘是什么？   

5.在基督里,天人合一,是神的奧秘   

8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

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於一。  

大意: 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能知道神的奧秘——就

是到了神所定的日期,天上地上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

於一;即万物与神合一,重点是神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主耶

稣再来了。   

全在基督里成了神的产业   (1:11-14)  

保罗一写完神所赐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立刻很感慨地写出

下面这一段话,保证所有因信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神的产业，

都要赞美神的荣耀. 

11我們也在他裡面得(成)了基業(产业),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

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12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

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他的榮耀)。13你們既聽見

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質),直等到神之民(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要了解这段的真意,必须参看许多不同版本的翻译及注解.英

文新译本 Holy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翻译最好.(笔者认为) 

本段大意：保罗等人和以弗所教会等人,都是按神的旨意先后

信耶稣,成为神的产业(儿女)(或:得了基业,也可指得儿女的

名份,或指得上面五样属灵的福气),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即

叫神得到许多儿女赞美他的荣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产业),

或得儿女名份,有圣灵内住为证据.这圣灵是我们最后(神之民)

被赎的保证.(直等到民被赎 可指最后被赎,即主再来时,救恩实

际完成,天人合一) (注: 詩127:3 儿女是父亲的产业)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605&ft=0&tem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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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知道有圣灵内住?  

人有基督徒行为的表现,就是有圣灵内住的证明.因雅各书说,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二.保罗代我们祈求三件事    (1:15-23)  

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必须知道的三件事（三道重要真理）   

15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16就為你們

不住地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17求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18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

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

耀；19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一段是圣灵感动保罗,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说: 我一听到

你们信从主耶稣了,就不住地感谢神;且常在祷告中,求神赐你

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的心睛明亮,能知道三件事: (这段

也是对我们讲的.语气很慎重,可见这三件事是不容易知道的.)  

1.  1:18…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和合本) 
1:18…使你们能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     (新译本) 

使你们能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  (现代本) 

so that we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    (NASB) 

这句话的原意很难明白.所以我列出三种不同的翻译作参考

.到底盼望(指望)两个字,是神对我们的盼望,还是我们自己的

盼望？经过思考,应当只有一个盼望;我们是主的仆人,仆人

只能接受主人对他的盼望.即主呼召你我做基督徒,指望你

我成为何等人? 从马太25章,我们知道主指望你我成为良善

忠心的仆人.良善是指品德(行为),忠心是指事奉(工作).两

者都是主对我们的指望(盼望).这指望是何等的大! 

2.  18…使你们知道…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NASB) 

    …知道…他所应许他子民的产业是那么丰富！ (现代译本)       

(现代译本):神应许我们很多荣耀的产业.根据这翻译,一般

解释这丰富的产业为:因信称义,将来在天堂与主永远同在

等等.但这样解释似乎不是原文的意思. 

中文和合本是相当符合原文的翻译.和合本说:他(神)在聖徒

中得的基業.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NASB) 这片语也可以

这样翻译:他(神)在众聖徒当中所要得的基業(是多麽大的榮耀).

在众圣徒当中就是在教会中.即神要得教会为产业,那产业

的荣耀是多么浩大. 

保罗在帖前2:20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是保罗的荣耀.因

保罗领他们信主.同理,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产

业,神的荣耀.教会要成为神的荣耀,教会必须合一,这是保

罗苦心为我们祈求要我们知道的.教会不合一,常常吵吵闹

闹,有什么荣耀可言? 教会合一,弟兄姐妹同心事奉,这样的

教会就是荣耀的教会,教会的荣耀永远是万物中最荣耀的,

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3. 19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9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现代译) 
      19 And how very great is his power at work in us who believe.   (TEV)     

第三,神要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无限大.我们是他的儿女,儿女

生活需要能力,教会一起事奉更需要能力,儿女可以随时向

父祈求; 父神很乐意把大能大力赐给信靠他的人． 

神给我们的能力,与神使耶稣复活的能力相同,与神统治宇

宙万物的能力相同.那能力无限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21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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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

世的也都超過了。22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

萬有之首。23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小结：神要我们知道三件事: 

（建立荣耀的教会必須知道的三道重要真理） 

1. 知道神对每位蒙召作基督徒的,有极大的盼望---做一

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2. 知道教会(众圣徒)是神的产业,是非常荣耀的---所以,

大家要合一,保护教会的荣耀. 

3. 知道神要给信靠他的人的能力是无限量的---所以,我

们尽可向神支取能力,尤其建立荣耀的教会所需要的能

力. 

附: 天人合一,什么時候发生？   
1: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於一。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同归於一.除了天人合一,万物也来

合一,那时狮子老虎与绵羊同居.当神所安排的日期到了,主

耶稣就要驾云降临,从天上回到地球,天人合一.根据经文:  

那时,他们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可13:26,

路21:24,太24:30)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犹太人)也要

看見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啟1:7)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

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啟11:15)  

“世上的国成了”(啓11:15) 就是主耶穌回到地上了。他

在地上开始建立基督的国度一千年。那时,神与人同住,即  

神的帐幕在人间,天人合一,是人类历史的归宿。 

啟21:3 我听見有大声音从宝座出來说:看哪,神的帳幕在人

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啟3: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小结】天人合一是荣耀教会的盼望  

圣经说:教会是新娘,基督是新郎.(是以赛亚的预言,耶稣肯

定這預言(太25 羔羊的婚宴),保罗约翰传扬這預言) 

教会等候基督降临,好像新娘的心在等候新郎来到(弗5).羔

羊的婚宴,就是庆祝主耶稣回来了,神与人同住,天人合一.  

神的帳幕在人间!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70&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70&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68&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68&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78&ft=0&temp=296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78&ft=0&temp=296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8&ft=0&temp=230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8&ft=0&tem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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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榮耀的教會在基督里走向合一 (行动) 弗4:1-16  

【读经】以弗所书4:1-16  走向合一  

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

相称。2凡事谦虚、溫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

此联絡,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5一主,一信,一洗,6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貫乎

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內。 

7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8所以经上

说:“他升上高天的時候,虏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賞给人。

”9（既说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吗？10那降下的,就是远

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13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认识 神

的兒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14使我们不再

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

动,飘來飘去,就随从各样的異端。15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

事长进,連於元首基督。16全身都靠他联絡得合式,百节各按

各职,照著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愛

中建立自己。 

三.教会必须合一  

因神的囯是合一的,如: 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

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一信,一洗,6一神,就是众人

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貫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內.(弗4) 

4There is one body and one Spirit-- just as you were called to one hope when 
you were called-- 5one Lord, one faith, one baptism; 6 one God and Father of 
all, who is over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all.  

1.身体只有一个 

指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发生结党就是分裂教会.分

裂教会就是分裂基督的身体.荣耀的教会不结党,大家合一。  

2.圣灵只有一个 

一个灵一个感动,兩个灵兩个感动。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

心里,是同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感动——走向合一。(4:3)  

3.同有一个指望  
1:18並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

指望!?  神召我们“有何等指望!?” 指望我们什么？   

简言之: 成为良善忠心的仆人。  

4.一主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三位一体神的圣子,我们要听他。  

5.一信 

只信上帝,信因信称义.雅各书说:信心沒有行为是死的.信

耶穌的人必须听从神的话行事为人.圣经都是神的话。  

6.一洗 

即悔改重生的洗 = 圣灵的洗。如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归

入基督。(徒19:4-5) 我们都要領受这样的洗。  

7.一神 

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貫乎众人之

中,也住在众人之內。  

 众人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一家人,很亲切。  

 超乎众人之上:神在我们上面,是我们的領导。  

 貫乎众人之中:基督诞生,住在我们中间.今天依然同在。  

 住在众人之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会。   

教会合一,是主耶穌的心愿  

主在最后晚餐,一再嘱咐門徒,要合而为一,一共重复五次,

包括为他们的合一祷告父神(约17)可見教会合一是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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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会如何合一？    

合一需要有行动,两种有规则的行动: 

(1).合一要按恩赐事奉——职分上  

按恩赐事奉,就是按照个人的专长做圣工.这样,教会各部门

大小事都有会办事的人把事办好.按恩赐(专长/才能)事奉是行

政管理最基本的原则.人人按恩赐(专长)事奉,教会就会井然

有序,是教会合一必须要有的环境. 
7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11他所赐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全

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  

16
全身都靠他联絡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

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每一个信主重生的人,都会从神得到一些事奉的恩赐(专长).

神赐给各人的恩赐不同,因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不同。 

11他所赐的有:  

使徒—被主差遣到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如十一个门

徒及保罗,还有其他的人。  

先知—旧约时代,先知讲解圣经或说预言,是神的代言人;先

知有真假.新约时代,没有先知职分;但神把先知讲道的恩赐,

赐给经常讲道的人。  

传福音的—宣教士,或巡回讲道的人。  

牧师—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各教派对牧师的资格要求不一

样。但大多有一共同点,要有正式神学院毕业,经过按牧。

牧师除了讲道及教导圣经外,还要管理教会及关怀弟兄姐妹。  

教师—教导圣经的人,如主日学老师。  

神给我们这些恩赐, 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

身体——这些恩赐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专长,为要一起建立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16全身都靠他联絡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

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全身就是全教会,要靠基督来联络大家. 好叫各人不但要做

好自己职分的事(各按各职),还要用个人的专长互相帮补,

使教会联络得好.这样,教会就要不断地增长,在彼此相爱中

被建立起来.  

如何靠基督来联络大家各按各职？ 

行动:靠主恩典,人人存心受教,一起读经祷告,一起过团契 (

小组)生活;大家成为朋友,但不结党.服从教会规定和领导,每

人拿出自己的专长(恩赐),彼此配搭,互相帮助,一起建立教会。 

(2).合一要有好品格——人际上 

保罗说: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

蒙的恩相称。  

当年,保罗在監牢,写信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说:既然蒙召作基

督徒了,行事为人就要符合神的指望.不然就是辜负神的恩

典. 神把救恩白白给了我们,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的;神要求

我们,行为与信仰要一致,不是信一套,做一套。 

为教会的合一,神要我们: 

4:2凡事谦虚,溫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此联絡,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些品格会产生好行为)  

1.凡事谦虚(谦卑)  

太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登山宝訓

八福的第一福.进入神的囯,必須虚心.虚心就是谦卑.(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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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虚）耶穌把虚心放在第一,因为一个人若不能进入神的

囯,其他七福就免談了。可見谦卑是最重要的。  

主耶穌教导人虚心,他自己先做榜样:  
6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強夺的(不堅持自

己的地位),7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 ( 腓立比书 2 ) 

主耶穌是谦卑最好的榜样.現代人的谦卑很多是裝出來的.

好比美国的競选总统;競选人很亲热來向小老百姓握手,擁

抱,鞠躬.第二天当选了,你有事求他,门都不得进。    

谦卑是兄弟中年以后才开始学习的功课,現在还在学习。谦

卑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功课,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功课。兄弟

年轻时,有好辩的傾向。好辩是骄傲的表现（注意:辩护与

好辩不一样）。 基督徒必須学习谦卑。  

2.凡事溫柔  

主说:太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溫柔就是性情和善,不容易生气。溫柔的人容易让人接近,

比一般人有机会被人提拔;溫柔的人在社会上比較吃得开,

这就是承受地土的意思。  

主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太

11:29)  主耶稣是我们学习谦卑的榜样。 

3.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是合一的第三因素。为什么合一需要忍耐？因为

每天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不忍耐,很难活。尤其人与人

之间的事,不忍耐,就会吵架、打架、甚至动刀兵。在教会

必须学会凡事忍耐。  

忍耐不是输家,因为耶穌常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保罗很会讲“忍耐”,他在罗5:3-5 说: “患难生忍耐,忍

耐生老,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於羞恥。”  

为什么忍耐会生老练？忍耐又忍耐,我们不就老练了吗！老

练就是沒有被压倒。沒有倒,当然就有胜利的盼望。有盼望,

当然不会感到羞恥。 

这是保罗用自己的经历,來勉励我们如何兌現耶穌所说的“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棒極了！  

4.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絡  

神爱我们,同时赐给我们爱.我们要把爱发挥出去.我们爱一

个人,就宽容一个人.我们爱所有人,就宽容所有人.凡事用

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的态度与人来往.这样,教会就合一.

对家庭也是这样。 

5.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若有合一的心,那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努力守住。 

【结语】 

合一非常重要.教会合一才会兴旺。合一,教会就有喜乐,大家

就喜欢来教会,教会就能领更多人归主。 

教会必须合一,因神国是合一的.以弗所书说,天人合一是神旨

意的奥秘;教会必须先合一,才会有天人合一.(徒3:21,帖后2:7) 

教会如何合一？秘诀：人人操练： 

2凡事谦虚、溫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3用和平彼此联絡,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操练这些美德时,教会的领导们(同工们),必须以身作则,领导

羊群. 要记得,教会不是社会.羊群永远是跟着牧人走的.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492&ft=0&temp=77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492&ft=0&temp=77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492&ft=0&temp=77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40&ft=0&temp=148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40&ft=0&temp=148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40&ft=0&tem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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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得救为要行善 

 以弗所书 2: 1-22 

 

 

 

 

 

 

 

車进道牧师 
2015冬 修正 

 

     得救为要行善    （根据经文命题） 

【读经】   以弗所书 2章  本章可分为四段:  

一. 从前过罪人生活,没有盼望             v 1-3  

二. 神的大爱拯救了我们                    v 4-7 

三.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v 8-10  

四. 我们如何行善？——感恩,被建造成为灵宮       v 11-22 

一.从前过罪人生活没有盼望       v1-3  
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神)叫你们活过来。2那时,你

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風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

領(撒旦),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3我们从前

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著肉体和心中所喜好

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样。   

本段描写信主之前的光景,即罪人的生活状态,如: 

1. 从前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風俗    2:2    

什么叫做随从今世的風俗? 

就是随从现在的邪风恶俗,例如:  

拜偶像——人家拜,我也拜  

醉酒——人家喝,我也喝,喝到醉  

婚礼——太过铺张  丧礼——恶俗化  

2.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領(撒旦),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

行的邪灵。      2:2   

空中掌权者就是天界的邪灵,首領是撒旦.悖逆神的人顺服

天界的邪灵,自我为中心,随从世界的邪风恶俗…  

3.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著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2:3  

即放纵情欲,任意而行。例:“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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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的大爱拯救了我们         v4-7 
4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愛我们的大愛,5當我们死在过

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

恩).6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穌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了

),7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们所施的

恩慈,显明給后来的世代看.(福音一代传一代)  

這段经文讲二件事:  

 1.神的大爱使我们起死回生(在基督里发生)  

然而神…的大爱,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

督一同活过来。—— 神的爱使我们信基督重生了。  

6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穌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了) —

—原文是过去完成式文法,表达神已经把我们提到天上与基

督同在了,虽然我们还在地上,這是信仰保证.也是提醒我们

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只要我们遵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

的。（出24:7） 

 2.神给我们洪恩大爱,他要留给后人看  

7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神)在基督耶穌里向我们所施

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神为什么要這样做？  

我想,神這样做,为要使福音一代传一代,直到主再来。  

三.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v8-10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9也不是出於行为,免得有人自夸。10我们原是他

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預

備叫我们行的。  

這三节经文是一气呵成,不可分开的。分开讲,或只讲一半,

不是圣经的意思。這三节经文讲三件相关连的事:  

1.基督徒行善是神救人的目的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们行的。 (信耶稣就

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神这样救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 

2.基督徒行善是神早已计划好要我们做的   

10…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们行的。（神所

預備叫我们行的 = 神早已计划好要我们做的）  

3.要基督徒行善是神在基督里的工作    

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workmanship),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为

要叫我们行善…(神在基督里改造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重述以上三點:  

1.基督徒行善是神的目的  

2.基督徒行善是神的计划  

3.基督徒行善是神的工作  

這三點可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行善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是神早已计划好的(工作)。  

這三节经文很宝贵,可说是新约圣经信仰的简述。這信仰与

旧约的信仰完全一致。創世纪17章记载,四千年前神主动來

与亞伯拉罕立约,要大大赐福给他和他的子孙; 条件是他和

子孙必須作完全人。过了四百多年,神在西奈山与百姓立约,

赐他们律法,帮助他们做完全人。他们能永久住在迦南美地

的条件是,遵守律法,作完全人。遵守律法就是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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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第8-9两节,经常被引用的经文: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9也不是出於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经文意思:我们信了耶稣就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自

己努力得来的,也不是自己的好行为换来的。(因没有人能

守全律法,一生只犯一条就是罪人。例如雅各书4:17说,知

善不去行就是罪了。) 

这两节经文,主要在勉励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完全是神的

恩典,所以,要常存感恩的心,过圣洁的生活,事奉神。 

弗2:8-10是以弗所书的重点,也是整本圣经的重点.整本圣

经都是在叫人信神,行善。甚至不信耶穌的社会人士,也期

望基督徒要有好行为。不是吗？  

耶穌基督在马太福音5:13-16 对我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要有味道 = 基督徒要有成熟的品格。又说: 你们是世上

的光,当照在人前,就是你们的好行为。（太5:16）  

很多人急於增加教会人数,只劝人趕快奉耶穌的名祷告得救,

而不叫他悔改,不告訴他信耶穌要听从耶穌的话行事为人。

這是误人子弟,使教会世俗化。我们当避免。
 
 

四.我们如何行善？        2:11-22 

1.什么叫做行善?  

简单说,行善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行事为人; 或说,行善就是

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 

行善第一步是信耶稣,加入教会,从祷告开始学习事奉.遵行

十条诫命. (如当孝敬父母,不害人,不说假话,不贪心等等)    

行善范围很广,以弗所书后三章,专讲在每天的实际生活上,

如何行善,如: 

弗 4:20-5:20——讲如何做个有德行的人:即如何脱下旧

人,穿上新人,学基督作光明的人。 

弗5:22-6:9——讲如何在家中行善;即如何做个好丈夫、

好妻子、好儿女、好父母。  

弗 6:10-20 ——讲如何在生活上得胜;就是要穿上神的

全副军装,做基督精兵,抵挡撒旦而得胜。 

2.行善者要常感恩纪念主的血      2:11-18  

11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沒受

割礼的 (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

起的)。 12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

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1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14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兩下(即双方:猶太人与

外邦人)合而为一(教会),拆毀了中间隔断的墙,15而且以自己

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規条,为要将兩下藉

著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众圣徒,教会),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既

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归为一体(教会),

与神和好了,17並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

近处的人。18因为我们兩下藉著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

到父面前。  

這大段经文主要在说:  

保罗勉励外邦基督徒,要常存感恩的心纪念耶穌的血 (与圣餐

同意义).因外邦人本是神国的局外人.但主的血已使信主的外

邦人与信主的猶太人,双方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合为一体(教

会)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保罗等)喜欢到远方传福音给你们(外邦

人),我们也传福音给近处的人(犹太人). 

感言:纪念主的血是信徒属灵力量的来源。有属灵的力量就

能做好基督徒。做好基督徒就是行善。  

3.行善者要被建造成为灵宮     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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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裡的

人了。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

己为房角石,21各(全)房靠他联絡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22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著圣灵居住的所在。(灵宫)  

這段是本章的结论: 

保罗说,你们外邦人本来在神国之外遊荡;现在都成为神家(

教会)的人了。神家(教会)的人,必須学习神家的事;好像皇

家的人,必须学习皇家的事。 

神要求神的儿女都要在神的家(教会)事奉神。事奉神就是行

善。事奉神需要学习。我们透过学习,被神建造。 

人人都要被神雕刻建造,成为可用之材。大家在教会一同被

主建造,教会就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让圣灵住进来。每个人

也要单独被神建造,成为灵宫,让圣灵居住(v21-22) 

信徒(教会)如何被建造？     2:20 

要 "20…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为

房角石。”(2:20 是宝贵经文）   

使徒和先知代表新旧约.建造房屋,先有房角石后有根基.耶

穌自己为房角石,意思是耶稣的言行是新旧约的中心。 

基督徒要学习全本圣经,作为行事为人及事奉神的根据;教

会的运作也是要根据全本圣经。记得,任何圣经解释,与耶

穌的言行发生矛盾,都是错误的解释。圣经解释,都要符合

耶穌的言行。例如:  

约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沒亡,反得永生。  

约5: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訴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耶穌用约5:24来说明约3:16的信:信上帝,又听耶穌的话,就

有永生。有永生就是得救了。所以,得救的人一定是听从耶

稣的话的人,是有好行为的人。不听从耶稣的话的,就是没

有永生的人。  

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不是

出於行为…”保罗意思是:我们不是因好行为得救,而是因

神的恩典得救。但保罗从来没有说,做基督徒了没有行为是

得救的基督徒.保罗在每一卷书都强调基督徒要有好行为．

若有人解释没有行为的信可以得救,那就是违反耶稣的话(

约5:24),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但

必须要有行为,才是基督徒。 

以弗所书2:29说,得救不是靠行为;雅各书2:17说,信心必须

有好行为才是真信。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解释,就能满足约

翰福音5:24——耶稣所說的话。  

【结语】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即做基督徒應當做的.  

 基督徒要一起学习圣经,一边学习一边同心建造教会。 

 教会是神的家,要成为主的圣殿和祷告的殿 (太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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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帝的奧秘 

弗3:1-21 

 

 

 

 

 

 

 

車进道牧师 
2016-2 修正 

 

 

上帝的奧秘 

【读经】  以弗所书 3:1-21       

3:1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们祈

祷。2谅必你们曾听見 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託付

我,3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4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5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

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圣灵啟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6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7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的恩赐,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

大能赐给我的。8我本來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

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9又使众

人都明白,這历代以來隐藏在創造万物之 神裡的奧秘,是如

何安排的,10为要藉著教会使天上執政的、掌权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11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穌

裡所定的旨意。12我们因信耶穌,就在他裡面放胆无惧,笃信

不疑地來到 神面前。13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

的患难丧胆,這原是你们的荣耀。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

（天上地上的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16求他按著他丰

盛的荣耀,藉著他的灵,叫你们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17使基

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裡,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18能以

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9並知道這爱

是过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20

神能照著运行在我们心裡(中间)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教会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但愿他在教会中,並

在基督耶穌裡,得著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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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何来“上帝的奧秘”？ 

根据这段经文,上帝的奧秘是:  

 上帝的一个旨意——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定的.(3:11) 

 早已计划好了——上帝把它藏住,沒有人知道.(3:5,9) 

 圣灵啓示给保罗知道——而传给教会(我们).(3:5) 

本章分二大点来讲解 : 

一.上帝的奧秘的真相是什么？ 

二.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奧秘？  

一.上帝的奧秘的真相是什么？   3:6  

“上帝的奧秘”又叫“福音的奧秘”或“基督的奧秘.(3:3,4) 
6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里,藉着福音,得以 

 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注解: 后嗣 = 法定继承产业的儿女．后裔指血统的后代． 

        外邦人：犹太人称非犹太人為外邦人,意外国人。按

2007年统计全世界犹太人1300万,全世界人口60

亿.所以全世界,每500人中,只有一个是犹太人。 

这经文说,上帝的奧秘就是外邦人信耶稣就能与犹太人同为
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信耶稣而得来的三样宝贝。 

圣灵将这历代隐藏着的奧秘的真相(三宝)启示给保罗知道,

好让我们知道。三宝分享如下：  

 

1. 同为后嗣——奧秘第一宝             

即在基督耶穌里的外邦人和猶太人,一同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

柄,作神的儿女。 (这节经文可图表如下):    

约翰福音1:12说: 

   任何人接待耶穌基督做他的主 

→ 他就是信耶穌基督的名了 

        → 耶穌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是好消息 → “福音的奧秘”    

  基督是主角 → “基督的奧秘” 

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本事,不是靠公德,而是靠身份—

—神的儿女。     接待耶穌 → 神的儿女 

任何人接待了耶穌,就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

神面前。 弗3:12我们因信耶穌,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地

来到神面前。 

 

【有一个故事】 

从前中国有一个人,极想“得道成仙”,不惜花费一切,上

山下海去寻找。那时交通不方便,他克服一切困难,来到西

藏高原,爬上高山,进入喇嘛寺庙学习。学了三年,发現这

里的人,过分迷信,缺乏智慧,就下山继续寻找。 

他来到東海岸,就上船飘洋去日本。在那里住了几年,发現

日本和尚不但有老婆,而且吃大魚大肉,那里的民族性,气

量狹小,武士刀杀人不眨眼。虽然日本人懂得一些汉字,卻

找不到一个可以交谈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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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再航海到印度洋,发現泰国人勤于烧香给巨大的偶像,

无意义;於是转向文明古国印度。在印度几年,发現那里的

宗教把人分为四种階級,永无翻身之地,也很失望地离开。 

坐船回家的路上,有一天船上一位乘客,在甲板上问他说:

“我看你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中国人,为什么你天天从早到

晚,都好像是心事重重？” 

这位“找仙问道”的学者回答说:我爬上高山,进入西藏的

喇嘛寺庙;下到海里,远渡重洋,到了日本,又到泰国、印度

等地,希望能找到“人生真理”。我花了半生力气,连一点

珠絲马跡都沒有,感到人生空虚。 

那位乘客对他说:“请你到我的房间来一下,我有传家之宝,

也许能帮助你找到你想要得到的。 

原来这乘客是一位西方宣教士,从他的箱子拿出一本古老

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朗读下面经文给他听: 
1:1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 上帝。2这道太初与上

帝同在。3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样不是藉

着他造的。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位求仙问道的学者,惊讶地叫起来说:“这就是我一生想

要得到的宝貝。他在哪里？” 

宣教士回答说: “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名叫耶穌。” 

於是,宣教士请这位学者读兩处圣经: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福音1:14)  

6耶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4:6 )  

这位寻道者读完了,激动地说:“我不需要再上山下海去寻

找了。”“请问先生,我怎样能得到这道呢？” 

宣教士再请他读下面兩节经文。 

9你若口里认耶穌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救。(罗马书10:9) 

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

儿女。(约翰1:12) 

这位学者,在宣教士的带領下,很慎重地认罪悔改,接受耶

穌的救恩.奇妙！这位学者从此开始他另一个人生历史.完

全奉献,忠心事奉主到最后一口气.  

 

弟兄姐妹们:讲到这里. 

请问:有沒有人相信,我讲的这故

事,真有其人？ 

我认识一个人很像这故事所讲

的: 

章力生博士（1904-1996）,江

苏无锡人,从小就有才子之称。

廿一岁在北京忝任大学教学,

是最年轻的教授,校长竟然来

随班旁听。  

章力生前半生,精通儒学、佛学、道学.1949 去印度讲学

途中,改道到印尼。在一所印尼人的小教堂听道归主。 

信主时53岁,不久就去美国 Gordon 神学院作老学生。三

年后毕业,成为华人有名的神学家。著作很多,中文《系统

神学》二百多万字,是中国基督教界伟大的貢献。章先生

很像我刚刚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 

同为后嗣——上帝奧秘的第一宝.人人都有机会在基督里,

成为神的儿女——黑,白,黃等;男女老少;富贵,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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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为一体——奥秘的第二宝 

在基督里,全人类同属一个群体。 

这世界一直不能和平共存,为什么？因为这世界有许多民

族、许多群体。生物学家说,为生存,群体彼此鬥爭;但宗

教家说,不是为生存,而是貪心,強的吞吃弱的,战爭就綿綿

不断。 

貪心是人的本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有联合国维持

世界和平,但是地球上天天还是有战争。看今天的中东。 

人类的盼望 

好在有一天,这世界要在基督耶穌里“同为一体”.圣经启

示录说,有一天,耶稣要从天上回来,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要

联合成为一个群体,一起敬拜他,一片和平,不再有战爭.这

是基督(教)给人类的盼望.圣经(神的话)这样说,一定会这样

实现. 

“一体.”就是团结,团结就有力量.举个例: 

2008北京世界奧运会结束时,华人都很兴奋．因中国得到

100个奖牌,其中51个是金牌. 

   北京世界奧运会 2008 结果 

 金牌 銀牌 銅牌 牌数 

中国 51 21 28 100 

美国 36 38 36 110 

中国人拿到这样多的獎牌,让我感到兴奋与光荣,甚至难

以相信. 因为我做学生的时代,中国人未曾拿过金牌,被

西洋人称为東亞病夫.我们都感到羞耻. 

当一个民族团结起来,注重培養人才的时候,那个民族的潛

在力,就会发揮出来,就有光荣的历史写下来.历史已为我

们证明了.  

对教会说,道理一样; 教会团结,又注重培養人才,教会一

定复兴. 

2006年到现在,我所事奉的教会每周有五次晨祷读经会.目

的为教会守望,同时培養天国人才.多年来,这晨祷读经会

培养了许多祷告与事奉的天国人才,也为教会带来了属灵

的力量. 

每个教会都要培養自己的人才.牧人领导羊群,一起祷告, 

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培养基督徒品格,使教会有光荣的历史

记在天上. 

3. 同蒙应许——奥秘的第三宝 

即全人类要在基督里,同蒙赐福(应许) 

神给人的应许很多,都记在圣经上。 

第一同蒙应许(赐福)——凡接待耶穌的,都要作神的儿女,

即“同为后嗣”。 

最后同蒙应许(赐福)——神的儿女们,都要在基督里“同

为一体”,就是天人合一。  

在头尾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追求属灵

的赐福,都可得到。每一个赐福(应许)都是结果。有果必

有因。好比:诗篇33:12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因:以耶和華为神) 

 诗篇33:18耶和华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  

顺从神的人,都能从神兑现,数不清的应许(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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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回應上帝的奧秘？ 

我们的神,天天不停地呼召世人做他的儿女,进入父神的家,

成为一体(教会).保罗说,这是奧秘,从前无人知道. 

我们被召作神的儿女,是神的恩典.我们应当知恩报恩.最

好的报恩就是,恩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恩主要我做什么呢? 就是保罗为我们所祈求的. 再读这段

经文就知道.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

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1:19)刚強起来.17使基督因你们

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18能以和众

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 20神能照着

运行在我们心里(within us)的大力(1:19指团体力量)充充足足地

成就一切(指教会的事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但愿(盼望)

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 

在监牢里,保罗跪在神面前,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祈求(也

是为我们祈求)。 

祈求什么？ 

祈求我们活出 信、望、爱 

1. 信—— 
 16求神…藉著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剛強起

来, 17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什么叫做信? 希伯来书11:1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据。 

信什么? 信耶稣的救恩,神的同在,信徒要行善(秉公行义, 

创18:19)… 

但信心有大小.主耶稣常说,信心大能移山,能赶鬼,信心小

没有用.这里信的程度是,信到 16…心里的力量剛強起来

,17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3:17)  

16,17两节的因果关系,示之如下: 

顺从圣灵 → 内心刚强 → 信心就充足 

          信心充足 → 基督就住在心里 

   基督内住→愛心就有根有基 

换个方式说,当我们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的信心就会

刚强起来(即内在生命强壮),就愿意把心中的宝座让基督

坐,让基督掌管我的一切.这就是基督住在心里。(同义词:

约一3:24 上帝住在我们里面.)  

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圣灵住在心里与基督住在心里,

两者有何不同？分述如下: 

a.什么叫做圣灵住在心里？ 

圣经说,当一个人信耶稣了(悔改重生了),圣灵就住进信徒的

心里（林前6:19,12:7等）保护他,引导他明白是非,时刻提醒

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犯罪;对人要有爱心,不要亏欠人

等等。列举三处有关圣灵的经文如下: 
19豈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這圣灵是从神而

來,住在你们裡头的… 20因为你们是重價買來的,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6: 19-20) 

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這不随从肉体(犯罪),只随从圣

灵的人身上。(罗8: 4) 

7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林前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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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圣灵与重生关系 

 重生的人, 里面有圣灵。(林前6: 19) 

 重生的人,一定是顺从圣灵的人。(罗8: 4) 

 圣灵在我们内心引导我们重生过基督徒生活(约16,林前12) 

b.什么叫做基督住在心里？ 

前面已讲过,我们信心足,基督就会住在心里.基督住在心

里,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实际的生命表现.例如: 

当一个人初次与你见面,就看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有基督

住在心里了。 

所以,我们要天天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不是星期天才让基

督住进来。 

 

2. 爱—— 
16求他…藉著他的灵,叫你们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17使基

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18能

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19並知道

這爱是过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

你们。20神能照著运行在我们心裡(中间)的大力,充充足足

地成就一切(教会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林前13:13 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这三样其中最

大的是爱。 

信产生爱.爱产生力量.爱有基督作根基,就有足够的力量

办好许多神国的大事. 

 

 

什么叫做“爱心有根有基”?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by Christ) 

1.基督的爱做基础——我们的爱心就不会动搖(不受环境

影响) 。  

2.基督的爱做根——有根一定会长枝干,长叶子．根在土

里看不見,枝叶看得見。爱看不見,愛心所做的事看得

見.如耶穌说:你们若彼此相爱,衆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

門徒.爱有行动才有意义.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濶高深！能用尺量吗？不能.要用心量。 

当我们开始用基督的爱去爱衆人时,日子久了,我们就能体

会基督的爱是多么伟大! 因为爱众人是何等不容易的事. 

什么叫做基督的爱？ 

4爱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張

狂,5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章） 

心有基督的愛,我们就能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心事奉.能一起

同心事奉,我们才能了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反过来说,心沒有基督的爱,人就很难与别人同心事奉,

也很难了解基督的爱.）  

这大段爱的经文,主要在鼓励我们,说: 顺服圣灵,我们就

会从圣灵得到力量,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就能让基督和基督

的爱充满我们,并引领我们在教会,效法基督与大家同心事

奉;这样团结所产生的力量,就能把教会所有的事都做好,

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3:20)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75&ft=0&tem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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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望—— 
21但愿他在教会中,並在基督耶穌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远远。 

但愿就是盼望. 保罗讲完“信”与“爱”最后加上“盼望”

,盼望上帝在教会中得到荣耀,直到永远。 

上帝如何在教会中得着榮耀直到永远？ 

1.今世---弟兄姐妹都能爱主,爱人,合一,各人按恩赐事奉,

在事奉中建立自己,建立教会,使基督的教会成为圣洁荣耀

的教会.这样,神就在教会中得着荣耀. 

2.来世---千年国度 

有一天,主耶稣要驾云降临,回到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那

时,有史以来的众教会,都要随主耶稣进入基督的国,在那

里与上帝同得荣耀,直到永远。 

所以,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就是盼望主耶稣再来,与神

同得荣耀. 

真善美的信望爱生活 (本段简8重写) 

基督的救恩是基督教的中心信仰.我们若把基督的救恩比喻为

一个人的骨架,那么包围骨架的皮肉就是信望愛.皮肉若完美,

证明骨架(信仰)一定健康. 

  信:即信仰真理.  信→真 

  爱:即博爱善良.  爱→善 

  望:即期望美好.  望→美 

可见,凡以基督的信望爱过生活的,都是活在真善美里.这证明

了基督徒的信仰,是既完美又健康,而且还有永生. 

西方人自从文艺复兴及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离开基

督的信仰去自我追求真善美的生活,结果是战争一个接一个,最

后引起两次世界大战.可见在基督以外没有真善美. 

信仰基督,过信望愛的生活,就是过真善美的生活.  

上帝的奥秘,又称基督的奥秘,也称福音的奥秘; 这奥秘要求我

们要透过信望爱的实际生活,把基督的救恩,就是福音.传遍全

球,使全人类都有机会做上帝的儿女,享受上帝的丰富;而且将

来要与耶稣基督共享天人合一的喜乐与荣耀,直到永远。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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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光明的儿女  

以弗所书 4:17- 5:21, 6:1-9 

 

 

 

    

 

 

車进道牧师 

2016-3 修正 

【前言】 

以弗所书一二三章讲道理---属灵的福气.四五六章讲行动---

信徒应有的生活.有道理有行动是保罗所有书信的特色. 

从4:17到 6:9,专讲信徒生活品德的更新. 

 如何做光明的儿女? 穿上新人  4:17-5:21 
 如何做夫妻?  (基督与教会)     5:21-33 

 如何做父母,子女,主人,仆人?   6:1-9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四章1-16節,教會如何走向合一? 

保罗受圣灵感动说: 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

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保罗劝我们说,既然信了耶稣,蒙

恩得救了,就应当要有好品德,好行为,以满足神的期望.  

这一段(4:1-16)主要讲,在荣耀的教会中,人人都要实际行动,

走向合一. 如何走向合一？  

1.合一,教会要按恩赐事奉(行政)   4: 4-16 

4:11他(主耶稣)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2.合一,大家要有好品格(人际)   4: 1-3 

行为与信仰要一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人人都要: 2凡事谦虚,

溫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此联絡,竭力保守圣

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人有这些品格,一定会有好行为) 

基督徒都希望自己所属的教会有荣耀.然而,要合一建造一所荣

耀的教会是有条件的,除了教会有正确的信仰,教会的成员还要

有好品格．以弗所书后半段主要在教导我们,如何在光明中作

神的儿女.第一步,要决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做一个有好品格,

好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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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光明的儿女?  

【经文】  以弗所书  4:17-5:21, 6:1-9   

本题分成六段说明: 

1. 穿上新人            4:17-4:32 

2. 用爱心做事                         5:1,2 

3. 言语要圣洁                         5:3-7 

4. 结光明的果子                       5:8-14 

5. 作光明的儿女有七个要               5:15-21 

6. 如何做父母子女,主人仆人?           6:1-9 

一.穿上新人  4:17-4:32 

什么叫做穿上新人? 

保罗在林前5: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

这里他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4:24).两者相同吗?有矛

盾吗? 我认为,两者不同,没有矛盾.圣经说,当一个人真诚

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给这人一个新生命,住在这人里面.保

罗称这新生命为新人或新造的人. 

“穿上新人＂就是要活出里面的新人,让人看见;就好像我

们穿新衣给人欣赏一样.你有漂亮的新衣放在衣柜里,人家

看不见.你把新衣穿上,人家就看得见,有的人还会称赞你一

两句,使你得意洋洋.你信耶稣很多年了?有人称赞过你吗?

你把新人关在柜里,还是天天穿上?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大哥给我一件从香港进口的新夹克

(jacket),我天天穿,上学穿,到礼拜堂也穿.到处穿给人看.

神非常期望我们也这样,把荣耀的新人穿上,让人看,到处为

主作活的见证. 

要穿上新衣,必须先脱下旧衣.现在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  

1. 脱下旧人 ( 外邦人)      4:22 

4:17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

邦人(信主以前的身份)存虛妄的心行事。18他們心地昏昧，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19良心既

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这里所谓的外邦人,是指神国以外的人,就是未信主以前的

身份.外邦人没有神的生命,心黑,无知,不诚实；没有良心,

就随心所欲地放纵情欲,贪爱各种不道德的事.(就像现代人

的口语: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下面4:22节说,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要脱去这外邦人

所有的坏行为. 

2.穿上新人  

20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

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

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又要將你們的心

志改換一新，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

的，有真理的仁義(righteousness)和聖潔。 

脱去旧人,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仁义

和圣洁. (v24)  

从旧人的生活行为,转变到新人的样子,是很大的改变,是从

心智更新开始的(v23).更新需要榜样学习,学谁? 学基督.

我们听道,读圣经,目的是要学习基督行事为人.(v20-21) 

3. 新人的表现   

25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

相為肢體。26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也不可

給魔鬼留地步。28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

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荣耀的教会       以弗所书讲义 (六讲)     一版 3                                                                                                                 编著者：車進道    版权所有      2016-7                       24 

 要棄絕謊言---与弟兄姐妹要说实话.对别人也要这

样.(说假话是一种习惯,要决心纠正自己)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有理可以生气.

如,耶稣在圣殿对犯罪的人发怒.但生气不可打人,骂

人等.再大的气,日落就要消.尤其生配偶的气.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若是生气到晚上还不肯饶恕人,

气得一夜睡不好,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机会).因为气到

第二三天就会把怒气转成恨.恨采取行动就犯罪了.

夏娃与魔鬼交谈,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结果犯罪了.  

 不要再偷竊,要亲手做事---28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

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这是不容易了解的一节经文.这可能是保罗提醒从前

有偷窃习惯的人,信主加入教会,已不再偷窃了.保罗

凭爱心提醒这种人,免得重犯;要亲手做正经事,不但

能供应自己,还可帮助有需要的人.不一定是小偷才

偷窃,贪污或把公物私用等,也是偷窃.  

4.  不要叫圣灵担忧 

29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

聽見的人得益處.30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

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31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

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32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

饒恕了你們一樣. 

基督徒犯罪,说脏话,行事为人违背神的旨意,或爱心冷淡,

不参与事奉,甚至不聚会等等,都会使里面的圣灵为他(她)

担忧.圣灵常为我们担忧,因父神很爱儿女．     

信主之前的旧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现在信耶稣了,要有好

品德.但品德上最难控制的是,口说不当说的话. 所以保罗

说: 29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又说: 31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

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因这些都会叫圣

灵担忧.所以,要努力除掉这些不好的品格,也要努力建立好

品格,如 32… 

 以恩慈相待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

一樣． 

 29…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基督徒有印记---30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

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什么是基督徒的印记? 圣灵内住是基督徒的印记,也是得救

的印记.有这印记的人,都在等候主耶稣的来临,天人合一,

直到永远---这是人类最后的救赎.就是前面讲过的民之赎. 
 

 

二.用爱心做事—作为馨香祭物献给神   5:1,2 

5:1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2也要凭爱

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捨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

物和祭物献与神。  

你们该效法神,就是学习基督用爱心与牺牲的精神行事为

人。这样做,我们就有神的儿女的样子。信徒做事带着爱,

在神看来,就是馨香的祭物。 

基督徒用爱心见证主,是最有效的.因爱是信,望,爱三样中

最大的.(林前13:13) 爱心是人与人来往的一种心态.有爱

心的人,不但得到天上的赏赐,同时也得到人间的称赞.然

而爱是要付代价的;谦卑忍耐,低声下气,是爱心必须付的

代价;物质与金钱也是爱心必须付的代价.做到的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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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言语要圣洁     5:3-7 

3至於淫乱並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4淫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

说感谢的话。5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

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

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

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7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

夥。淫乱、污秽、或贪婪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

可以,更不可以去做,才像圣徒的样子。  

这段经文,直言地说: 

1.淫乱,污秽,贪婪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 5:3,7 

2.淫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该说.。           5:4 

3.贪心与拜偶像同罪.(可见贪心罪严重!)。             5:5 

4.这些事与神囯无分,不可提,更不可做.          5:5,7  

5.做这些事的人,神的憤怒会临到他们。         5:6 

6.不要与这样的人在一起。                      5:7 

四. 结光明的果子        5: 8-14 
 8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9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

诚实. 

10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悅的事.11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

人同行,倒要責备行这事的人。12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

是提起来也是可恥的。 

13凡事受了責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

光。14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

督就要光照你了。”  

解释如下:  

1.从前我们是罪人,生活在黑暗里;現在在主里是光明的人。

因此为人要光明正大,才像是神的儿女。(v8)  

2.为人光明,就会结出许多良善,正义,真实的果子.(v9)  换

句话说,光明的人,所做的事都是善良,规矩,实在的.  

3.做每样事都要明辨是不是主所喜悅的.不要与做坏事的

人来往,倒要责备他们.他们暗地里所干的事,连提一提

也是很羞恥.(v10-12)   

4.暗中所行的,至終都会被光暴露,好叫基督光照他.如一

首诗歌说:沉睡的人醒来吧!从死里复活吧!基督要光照

你.( v13-14) 因此基督徒必须离开黑暗,走在光明中. 

五.光明的人有七个“要”    5:15-21 

1. 要谨慎行事——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

智慧人。 

愚昧人——愚頑人心中无神(诗14:1) 。愚昧人違反圣

经的教導行事为人。 

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  

智慧人听从圣经的教導行事为人。 

2. 要爱惜光阴——16要爱惜光阴,因为現今的世代邪惡。 

社会道德越来越低落是有目共睹的.在道德低落的社会要

規矩做人,越来越难,传福音也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要愛

惜光阴,抓住现在的机会,赶紧传福音.  

神给我们的各样恩典是越来越多,惟有“光阴”是越来越

少.我们应当爱惜它,不要浪费掉。“爱惜”原文是“赎回”

就是要赎回从前我们浪费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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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常常提醒我(作者),我奉献给神的时间,都是神額外給

我的. 今天我能长壽而且健康,是神額外赐給我的恩典.我

已故的家人,没有一个活到我这岁数的.若不是1989年我全

时间奉献給神用,恐怕今天我已不在世上了.所以我更要把

时间与生命全奉献給神.  

弟兄们,要记得,每週七分之一时间是属于神的,不要偷窃. 

3. 要明白主的旨意——17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如何。 

糊涂人只照自己的欲望行事为人,不想要知道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很多,都写在圣经上。读圣经就知道神的旨意,听

道也会知道一些。知道神的旨意而不去行,也是做糊涂人。

罗马书 12:1说:   

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

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悅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

然的。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

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4. 要被圣灵充满——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

灵充满。 

喝醉酒的时候,是一个人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是放荡的时

候,往往因此伤害自己,也伤害別人。 

例子: 外公大海里逃生  

抗战末期,幼小的我,跟着家人住在农村逃难,天黑躺在木床上准

备睡觉时,最喜欢听母亲讲她爸爸,在大海洋上,死里逃生的故事.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故事：(我母亲姓吴,43岁生我) 

一百一十多年前(1900年代),在中国旧社会的一个大节日之前(

过年还是清明节,我记不得了),许多南洋华侨回福建老家过节.有一群

从菲律宾回到厦门,再从厦门乘上渡船要回泉州. 

他们所乘的渡船,因船长兼掌舵喝醉酒,船到中途触礁.船破淹水,

汽笛鸣叫不停.一百多位乘客慌张不知所措.这些乘客大多是在

外多年的华侨,带着很多洋钱和丰富的行李要回家过节. 

不久来了许多小木船.乘客感到有救了.但这些小船来的目的不

是要救人,而是要抢行李与金钱.(今人听了不敢相信,但清朝末

年的百姓是劳苦腐败的.) 

一位富有的乘客对那些小船说,我给一千银元,只要有人把我送

上岸,另一位乘客说,我把我所有的金钱及行李都给你,请你救我

上岸.报酬非常优厚,却没有人回应.  

这时,船渐渐下沉.有些乘客拉着会浮的行李跳下海,小船就过来,

把他们的行李勾上船,行李的主人以为要救他,就伸手抓住小船

要爬上去.小船上的人就用浆打逃生的人,使他沉下海底.(听到

这里,我小小的心灵感到很悲伤愤恨) 

我外公是船上的服务员.他一生靠海洋吃饭,会游泳,看到这危急

悲惨的情景,找到一块木板,跳下海,抓住木板游离快要沉下去的

渡船.他不是乘客,没有行李也没有钱.他向海岸游去,到半夜,那

块木板被海浪冲走,他就慢慢仰游,希望游到岸. 

在漆黑寒冷的大海洋上,波浪不断地侵袭,外公朝天望着闪烁的

星星,知道生还机会不大,就祈求老天爷开恩保佑他生还.他对老

天爷说:“我的两个孩子还很小,需要我抚养……”  

半夜里,在精疲力尽半昏迷中,外公的脚忽然触到礁石,立刻醒过

来,谢天谢地.在礁石上等到天亮才游上岸.有好心的村民看到.

给他干净的衣服穿,给他热汤喝.他就赶紧问路赶回厦门报平安． 

过几天,船上的同事及有些乘客的家属,打听到外公生还,就一个

个上门来问他：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丈夫？...”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儿子? ...”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爸爸? ...” 

我母亲说,外公知道他们已沉下大海,就一个个回答说:“再等等,

他就会回来.”母亲说,她看到每个人都放声大哭地离开.后来知

道,外公之外,只还有一人生还.这是醉酒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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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不但会使人放荡,还会傷害人.也有人借酒裝瘋生事。但被圣

灵充滿的人,有节制,有愛心,对自己有益,对別人也有益。 

5. 要常常赞美主—19当用诗章、頌詞、灵歌彼此对说,口

唱心和地赞美主。 

a. 一个人赞美主——口唱心和,出於真诚 

b. 一群人赞美主——用詩歌合唱,彼此对唱,对说 

c. 用文字赞美主——写文章、頌詞等 

6. 要凡事感谢神——20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穌基督的名,常
常感谢 父神。 

“凡事谢恩”是使徒保罗一再的教導。好事感恩容易;

坏事感恩很难。难,才需要学习.(例:保罗与希拉在腓立

比监牢唱赞美诗歌) 在苦难中感恩有很多好处: 1.接受

事实。2.釋放内心的苦毒。3.等候从新得力。 

凡事谢恩,可从三餐谢飯开始学习。 

7. 要彼此顺服——21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必須应用恰当,不然会带来麻煩。这点陳

忠道牧师解釋最好,他说彼此顺服不能用在权柄上或地

位上;下級必須服从上級,小兵必須服从隊长。如保罗在

罗马书十三章说,你们要顺服掌权的,做官的。(在教会

也应当这样) 

“彼此顺服”要用在:  

1.事情看法不同时,要接受有理的。尤其夫妻间的事,应

当接受有理的。 

2.在非基要的真理上,見解不同时,要彼此尊重,不要爭

吵。如:如有人相信災前被提,有人相信災中被提.两

种看法,在神学解释上尚无定案时,我们就要彼此尊重。 

结语: 

荣耀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相爱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 

人人在这七种品德上努力,这教会就是荣耀的教会．         

 

六.如何做父母子女,主人仆人? 6:1-9   
(附加此段) 

从4:17到6:9是一大段,专讲做人的品德及家庭生活的品德

见证:    

 如何做光明的儿女?              4:17-5:21 

 如何做夫妻?                   5:21-33  

 如何做父母,子女,主人,仆人?     6:1-9    

最后一段(如何做父母,子女,主人,仆人?)篇幅不大,又不适

合并入前段或后段.就把它附属于“如何做神光明的儿女?” 

1. 如何作“人的儿女”? 
6:1-2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

的誡命。  

子女当听从父母,是普世的道理.但,不听父母的到处都有.

所以圣灵感动保罗劝我们说,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意思是说:你们信耶稣归主了,就要按主的要求,听从父母. 

保罗又引旧约十条诫命第五条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申5:16).十条诫命中,这是唯一带应许的诫命. 

事实证明,听从父母的孩子,长大较能适应社会,较有出息.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58&ft=0&tem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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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作父母? 
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

警戒養育他們。 

这里只讲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从前的家庭责任,

都是父亲负责,管孩子也是父亲的事.所以做母亲的,就比

较没有机会惹儿女的气.但现在的社会,父母同负家庭责任,

同管孩子,妈妈也会发生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就是过分管孩子,不合理地要求孩

子,或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以致孩子性格的成长会不健康，

会影响到他的未来人生.这点,很多时候是父母无知造成的.

所以保罗建议作父母的.要用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圣经的教

导,来教导养育子女,使他们有良好的成长. 

3. 如何作仆人? 
5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

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6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

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8因為曉得各人所

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

主的賞賜。 

使徒时代,罗马帝国统治西方世界,版图包含地中海周围的

文明地带;如埃及,近东,中东,西欧南方等都受罗马帝国统

治.罗马帝国盛行奴隶制度,一半人口是奴隶.中文圣经称

他们为仆人,英文圣经称他们为奴隶(slave),有的是终生卖给

人做奴仆.有的是卖三五年等.奴仆没有自由,没有保障,每

天要辛苦工作,没有人生的盼望.因此主人不在时会偷懒. 

但保罗劝他们说,不要主人在,才好好做事;主人不在时,也

要好好做事,好像是基督的仆人,做给主基督看一样.又说,

凡凭良心做事的仆人或主人,将来主都要大大赏赐他们. 

4. 如何作主人? 
9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

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保罗对作主人的说,同样道理,你们也要用基督的爱对待奴

仆,不要随便威吓乱骂奴仆,因为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

天上.主爱惜每一个人的人格. 

 

结语： 

以弗所书是一卷很有系统,很有内容的天书.神应许他的儿女(

基督徒)有许多属天的产业;同时期望他的儿女们同心合一建立

荣耀的教会,等候主耶稣回来. 

主回来之前,神期望我们每天每时把新生命活出来(穿上新人),

做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从家庭关系开始.下一讲: 

婚姻的奥秘 (如何做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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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婚姻的奧秘 

弗5:21-33 

 

 

 

 

 

 

車进道牧师 

2015冬 修正 

【前言】  

婚姻是上帝创造的社会制度(创二),是神圣的。每个人结婚,

都希望婚姻美满。但今天的文明社会,离婚极其普遍。悲哀！

婚姻失败,家庭就破碎,受伤最大的是儿女。 

我们都希望婚姻美满。婚姻美满是有秘方的。这秘方来自

上帝,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姑且称这秘方为“婚姻的

奧秘” 。按照这奧秘进行的男女,都能享受婚姻的甜蜜。

現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奧秘。 

【读经】  以弗所书 5:21-33    
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
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
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
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
捨己。26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自
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沒
有瑕疵的。 

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
己了。29从来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
督待教会一样,30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31为这个緣故,人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奧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33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
她的丈夫。 

这段经文专讲婚姻的奥秘,有双重意义: 

A.夫妻相爱的奥秘 

B.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好像夫妻相爱,二人成为一体。

基督爱教会已为教会舍命了;教会也当顺服基督,表示教

会敬爱基督。(先讲夫妻相爱,后讲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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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夫妻相愛的奧秘       有四点：  

一.彼此顺服——夫妻关系的原则 

二.妻子的婚姻責任 

三.丈夫的婚姻責任 

四.女人期望被爱,男人期望面子—奥秘 

一.彼此順服 
 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请记得,“彼此顺服”只限于同階級的人。在团体里,下級

必須服从上級。如罗马书13:1-6说,有权柄或做官的,都要

顺从他们。 

这里的彼此顺服,是指下文的夫妻关係。夫妻是平等的,应

当彼此顺服。虽然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从生理構造

看,头与身体都是人的一部分,彼此依靠而存在,是平等的。 

夫妻彼此顺服:  

 是神的命令 

 是夫妻对婚姻的責任 

 是夫妻都要学习的 

如何学习？ 神先对妻子说话: 

二.妻子的婚姻責任—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 

5: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3因为

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

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这经文说: 

1.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5:22)——原則。 

2. 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即

以教会怎样顺服主做为榜样,让妻子照样凡事顺服丈夫

——榜样学习。 

请问各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妻子是基督徒的,有多少人做

到了,完全顺服丈夫。请问:多还是少？  

答:少。为什么会少? 理由有三:  

1.圣经理由 
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Now as the church submits to Christ, so also wives should submit to their husbands in everything.)   
――这是榜样的学习。 

既然是榜样,我们一起来了解,历史上教会是怎样顺服基

督的？明白榜样,才能学习.是不是?   

我们把教会历史分为三时期: 

A.初期的教会: 

就是啓示錄第二、三章所记载的七个教会。其中: 

 四个有优点也有缺点: 弗,別,推,老. 

 一个只有缺点: 撒狄教会 

 兩个沒有缺点: 士每拿和非拉铁非 

结论: 教会有缺点,就是沒有完全顺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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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古时代的教会 （5到15世纪） 

正是天主教会时期。中古时代的教会,不但掌权的神职

人员行为腐败,而且教会立耶穌的母亲马利亞为偶像,

摆在礼堂前面的台上,让会衆向她跪拜、祷告。今天到

中南美洲旅游,必能看到许多天主教堂里面,都摆着马

利亞的偶像。十戒的第二条说,不可跪拜偶像。所以中

古时代的教会是非常腐败的。我只举这个明显的例子

——这也是不好的榜样。  

C.今日的教会: 

今日歐美的教会,越来越背道而行,就是越来越不顺服

主。五十年来,歐洲的教会一个个关门,今天的歐洲,主

日去做禮拜的人,要比中国少很多。  

再看美国的教会:2010的戶口普查資料说,美国現在自

认为基督徒的,已不及人口的一半了。美国长老会,几

年前已经承认同性戀者可以作牧师。这都是今日教会

不顺服基督的事实。 

D.你自己的教会呢? 

我(作者)的教会不是不属灵的教会,但也不是很属灵的

教会。请问你的教会呢? 

• 你的教会全体会友都敬虔吗？ 

• 都热心事奉吗？ 

• 都奉献十分之一吗？ 

这些基督徒的责任,一般说,只少数人做到。 

历史的结论: 

基督是完全的.但兩千年来,教会一直沒有做到完全顺

服基督。(这是历史的事实) 丈夫是不完全的,卻要求

妻子,要做到完全顺服丈夫。你们说,妻子做得到吗？  

做到的，最多七个中有二个吧!(30%) 如初期教会,七

个有二个沒有缺点, 沒有缺点就是完全顺服基督。但,

这样的顺服,并不是没有条件。条件是丈夫要像基督是

完全人。 

2.現实理由  

妻子不能顺服丈夫的理由很多。如丈夫要做不道德的事,

或要做害人的事。妻子当然不能顺服。 

又如丈夫是賭鬼,輸光了,回家要求妻子,把小孩要交学

费的錢,拿出来给他再去賭.(赌鬼从不认输,因魔鬼附身了)  

类似这些极不合理的事，妻子不但不能顺服丈夫,还要

反对,不然就要同丈夫一起得罪上帝。你说是不是？ 

3.妻子顺服丈夫是有條件的   

丈夫的要求,若是合理的,有益的,做得到的,妻子就应当

去做,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七个基督徒妻子中,至少有

二个要做到,好像士每拿和非拉鐵非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这兩个教会沒有缺点,因为做到顺服.这兩个教会是妻子

们的榜样,妻子这样行是有福的!  

小结:   

从人类历史的制度看,丈夫是家主,是妻子的头。在“彼

此顺服”的属灵原则之下,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丈夫是头。

但头必须正常合神的心意。若头不正常,妻子顺服他会

一起犯罪或一起遭殃。那肯定不是神的旨意。 

若丈夫合理领导家庭,妻子就当配合丈夫,一同建立一个

温暖的家。这就是保罗所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如同教

会顺服基督。妻子这样顺服丈夫是婚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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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年轻时,兄弟因一件事与妻子争论激烈。妻子很爱主,所

以我说: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回答说:你又不爱

我,我为什么要顺服你.我说:你知道我爱你.妻子说:你

爱我就不会与我争执...(5:25) 我引用圣经与妻子吵架, 

反而吵输她。 

到了中年,我才做牧师,教会有夫妻争执得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向我求助。我就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 吵架时

引用圣经的话助阵,神是不会听的,何况人。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丈夫的責任是什么？在彼此顺服的

原則之下,丈夫当怎样做？ 

三.丈夫的婚姻責任——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又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

捨己。 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

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请问:爱妻子,顺服妻子,那样比較难？ 

这段圣经所讲的爱,不是男女肉体的爱,而是神的爱——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張狂,不自夸,不做害羞的

事。 (许多丈夫在外面做害羞的事。) 

是,真正的爱要比顺服难。一个丈夫可以做到样样听从妻

子,但不一定真心爱妻子。而一个真心爱妻子的丈夫,一定

是听从妻子意見的人。神知道,作妻子的喜歡丈夫爱她,因

为爱包含了顺服。在彼此顺服下,神要求丈夫对妻子順服

加上愛;要求妻子只有顺服。神要求丈夫较高,不是吗？ 

这段经文有兩种爱是丈夫要做的: 

1.爱妻子爱到愿意为妻子捨命 
25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

教会捨己。 （捨己就是放弃自己,甚至捨命） 

作丈夫的要爱妻子,爱到愿意为妻子捨命,有几个能做到？

七个中有二？有一？ 

这要求,实在不容易做到,所以神降低標準: 

2.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

爱自己了。29从来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

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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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很多男人

花錢去健身房操练,吃健康食物,有的又吃补药,喝補湯,

都是为了爱惜自己的身体。 

神说,要用这种精神去爱妻子.例如,妻子喜欢的事,若是

可行,有益的,就当让妻子去做,帮她做,甚至为她做。 

28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丈夫爱妻子,妻子就

会甘心为丈夫做更好吃的飯;丈夫要妻子做什么,妻子就

乐意去做。这样,丈夫爱妻子,妻子回报到自己身上,不

就等于爱自己了吗？ 

29 从来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

待教会一样。 

沒有人会恨惡自己的身体。但是吵架的时候,丈夫就会

恨惡自己的妻子。（相反也是） 

所以前章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生气,日落为止。天

黑了,就不要再生气了。 

夫妻吵架吵到气头上时,会越吵越伤害双方的尊严。这

时,做丈夫的就要停止回嘴,有可能,就到外面散散步,一

二十分钟后,气消了就回家,那时妻子的气大概也消了。 

丈夫要爱惜保护妻子,好像基督爱惜保护教会,做到的是

大丈夫！（请问：你做到了吗?  做丈夫的） 

3.小结:  

女人需要爱,妻子都期望丈夫爱她。 

你真心爱妻子,妻子就听你的话。 

你爱妻子,你就会听妻子的话。 

她听你,你听她,不就是彼此顺服了吗!? 

真诚爱妻子,是丈夫的婚姻责任,做到的是大丈夫! 

四.女人要被愛,男人要面子—男女婚姻的奥秘 5:33 

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

重她的丈夫。 (敬重就是给对方面子)   

1. 这节圣经是结语,即“丈夫当爱妻子,妻子当敬重丈夫。”

这是美满婚姻的座右铭,是奥秘.为何是奥秘？因一般人

认为夫妻相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但保罗劝妻子

敬重丈夫,不是劝她爱丈夫,因男人看面子比爱重要.保

罗如何知道?当然是圣灵启示他的.  

今天的心理学也是这样主张.据说,女人需要被爱的心理,

是男人的无数倍;而男人需要面子的心理,是女人的无数

倍.所以,上帝对妻子的要求是: 33…妻子也当敬重她的

丈夫. 敬重就是尊重. 

什么叫做尊重丈夫? 就是妻子在外或在家的生活动作,

尤其说话,都要顾到丈夫的面子。    

2.享受婚姻的甜蜜,男人要主动 

既然圣经说,“33…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  

所以,做丈夫的,要抓住各种机会,主动对妻子表示爱。 

(例如：当妻子一人在做家务时,对她说一兩句好话,感

谢她爱这个家,甚至双手拥抱她一两下,效果会很好。) 

3.妻子被爱时,有安全感,就会爱惜婚姻,爱惜家庭,尊重丈

夫,给丈夫面子。——你不信吗？ 

每天回家,丈夫对妻子多溫柔一些,多体貼一些,说话客

气一些,甚至搂抱她一下。试一试,你就知道灵光不灵光？ 

这是甜蜜家庭的一大秘诀。你的孩子也喜欢看到你这样

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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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督与教會的奧秘   
好像新郎与新娘相爱,是极大的奥秘 

新约圣经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基督与教会的关係,好像新郎

新娘相爱,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 

用新郎与新娘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係,是主耶穌自己讲

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十童女等候新郎来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详细说明这真理的奥秘.約翰也重视这真

理。如:他所写的 

啟19:7 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

也自己预备好了。 

经文: 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1.5: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25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

会捨己。26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27可以

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   

2.31…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

大的奧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这经文要我们,从人间婚姻的奥秘,去了解属灵婚姻的奥秘. 

人间婚姻的奥秘是:  

妻子等待丈夫疼愛她,丈夫等待妻子給面子.(上段结论) 

属灵婚姻的奥秘是: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捨命了.教会当甘心顺服基督荣耀他. 

这属灵婚姻的大奥秘,主要讲三点:  

一.基督爱教会已为教会捨命了 

二.因此教会当甘心顺服主基督  

三.主基督正在等待教会荣耀他  

一.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命了 
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

捨己。26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

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  

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新郎新娘非常亲密。圣经说是

“二人一体”。这小段经文,也有三点意义: 

1.基督爱教会爱到为教会捨命了     
25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捨己(命)。 

教会是什么？什么叫做为教会捨命？ 

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敬拜神,事奉神。这群人

就是教会。(教会教堂不同) 

兩千年前上帝降生为人,名叫耶穌,号称基督。耶穌上帝

爱世人,爱到代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凡相信耶

穌是救主,又接待他为主的,就有永生。(约3:16,1:12）

这些信耶稣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 

为教会捨命就是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 

2.基督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乾淨  
   26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  

基督徒信主之前,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不洁淨.信了耶

稣都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学习过圣洁的生活. 

大家在一起学习圣经,听讲道;把学到的道理实行出来,

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了;这样,道就好像水把人洗干净.水

洗皮肤上的污秽,道洗心灵上的污秽。 

所以,任何聚会,都要有神的话,来洁淨我们,好像水把骯

髒洗掉,使我们成为圣洁,被主用。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6&ft=0&temp=142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6&ft=0&tem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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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  

…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自己(基督),作个荣耀的教会,毫

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沒有瑕疵的。 

耶穌的宝血已经洗淨我们一切的罪了。只要我们常学习

圣经,行道,我们就会远离罪惡,保持圣洁.这样,我们在

一起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

是圣洁沒有瑕疵的,可以献给基督——这是教会的終极

目標,是神的期望。 

二.教會甘心順服基督  
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3因

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

体的救主。 

妻子有时不甘心顺服丈夫,因为丈夫不完全;但教会永远甘

心顺服基督,因基督是完全的。两个问题： 

1.教会为什么当甘心顺服基督？ 

因基督为教会捨命(5:25),成为教会的救主(5:23),又是

教会的头(5:23)。 

2.教会如何顺服基督？  

简单说,要顺从基督最后所交待的话:“要警醒等候主再来.” 

(太25) 如何警醒等候? 

 人人忠心事奉——在教会忠心事奉,遇到困难不后

退，献上十分之一 (金錢、时间)     

 人人活出生命——有好行为,爱主,爱人  

三.基督正在等待教會榮耀他 

（妻子需要愛,丈夫要面子,是奧秘） 

（教会得到愛,基督得荣耀,是奧秘） 

二千年来,地上的教会,一直在享受基督的大愛,就是耶稣

捨命救人的愛；而天上的基督,却一直在等待教会榮耀他,

就是等待教会被道洗淨,成为圣洁荣耀的教会可献給主; 

好像新娘装扮好,来到新郎家,陪伴新郎走进婚宴.这时新

郎大有榮耀.新郎新娘二人一体,是预表天人合一. 

荣耀的教会: 要使天上的荣耀更辉煌灿烂! 

啓示錄19:7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

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贵教会预备好了没有？您个人预备好了没有？ 

以弗所书使我们明白: 

1.宇宙最后的目标是天人合一.就是基督再来与我们同住。 

2.为此,主在您身上有重大的计划.主期望您过圣洁的生活,

建立美满的家庭,与弟兄姐妹一起建立荣耀的教会。 

3.为此,我们要做基督精兵服事主.(见下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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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 督 精 兵 

弗6:10-20 

 

 

 

 

 

 

 

車进道牧师 

2015冬 修正 

   

 

 

人 与 蛇 的 真 实 故 事 

【亞虎一新闻】    蛇与人 

2012-8-12日,在尼珀尔的一个稻田裏,一个55岁名叫 Miya 

的农夫,被一條眼镜蛇咬到了.他去追那蛇,把蛇抓在手上,

用牙齿咬蛇,一直咬到蛇死,然后去农村医疗所求医,生命

保住。路透社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不用別的方法把蛇打死？

他回答說,我本來可以用棍子把蛇打死的,當時我太生氣了,

所以一咬,就咬到牠死了。（有人说,被毒蛇咬了,若把蛇

咬死,就能保命。）？ 

当撒旦来试探你或我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对策——逃开。  

当撒旦咬到你了(犯罪了),要把撒旦咬死,救活自己。 

以弗所书共有六章 六题目,讲论荣耀的教会: 

兄弟将其分成六个题目（复习如下：） 

1. 荣耀的教会在基督里天人合一;教会要走向合一,按恩赐事

奉,过圣洁的生活。  

2.神救我们,使我们得儿子名份,加入荣耀的教会,为要行善。 

3.天地有一个奧秘,就是外邦人藉着福音,在基督耶穌里,同为

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建荣耀的教会。 

4.信徒要做光明的儿女,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过仁义圣洁的生

活。 

5.荣耀的教会等候基督再来天人合一,如新娘等新郎二人成为

一体。 

6.为建立荣耀的教会,信徒作基督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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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们要为建立荣耀的教会 

一起来学习作基督精兵 

做精兵是为打仗,打仗之前必须先认识自己,认识敌人才能打胜. 

一.認識仇敵認識自己    6:10-13 

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刚

強的人。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裝,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12因我们並不是与属血气的爭战,乃是与那些執政的,掌权

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爭战. 13所以,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裝,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並且

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四件事: 

1.认识：仇敌是谁？   

孫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自问:我是谁? 我有多少力量？ 我本是罪人蒙恩,因信成

为义人;力量有限,胜不过撒旦. 

再问:仇敌是誰？仇敌有多少力量？ 

12我们並不是与属血气的爭战,乃是与那些執政的,掌

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爭战. 

属血气的人——指人,有肉有血,不是我们的仇敌. 

恶魔撒旦邪灵——才是基督徒真正的仇敌.恶魔的力量很

大,但上帝的力量更大. 

 

 

 

2.认识：我们有什么武器能战胜仇敌？  

打仗的武器,变化无穷.除了基本的刀枪及现代武器,粮食

及气候都能被用为武器.好比孔明借東風烧曹操的船队.

俄国人利用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加上断絕粮食供应,而打

敗拿破侖,后来又用同样战略打敗希特勒.(二次世界大战) 

基督徒的仇敌是恶魔撒旦,不是人,我们不能用人间的武

器,必須用属灵的武器,就是:“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

裝,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得住就是战胜. 

3.认识：撒旦的诡计是什么？ 

撒旦用各样诡计,使基督徒灰心,怀疑,世俗化,不读经,不

祷告,不委身,不顺服主,自大等等.（阁下中了几计?） 

8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

吞吃的人.（彼前5:8） 

撒旦本是墮落的天使长,外表很帅很美,遍地遊行,用各样

方式诱惑基督徒犯罪,走回头路,甚至离开信仰;撒旦的基

本诡计不外是,用色情,金钱,权力,名声来迷惑信徒犯罪. 

基督徒一旦被撒旦吞吃到了,結果不是死就是重傷.死就

是不再作基督徒了.重傷就是还做基督徒,但沒有服事的

力量了。 

4.认识：如何抵挡魔鬼的诡计？ 

撒旦只寻找可吞吃的人.誰？——信心軟弱沒有裝备的基

督徒. 所以,我们  

1) 心智上,要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強的人. (6:10) 

2) 行动上,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裝,抵挡魔鬼. (6:11) 



                             荣耀的教会       以弗所书讲义 (六讲)     一版 3                                                                                                                 编著者：車進道    版权所有      2016-7                       38 

二.行動 : 穿上神的軍裝迎敵          6:13-20 

罗马兵全副军裝共有六件:腰带,胸镜,鞋子,籐牌,头盔,刀. 

基督徒全副军裝也有六件: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道.         

1.真理→腰带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6:14 

穿罗马军裝,第一件

是綁腰带.腰带绑紧,

腰部就有力量.腰有

力全身有力.同样,

基督徒有真理就有

神的力量迎敌.  

真理是什么？耶穌

说: 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约14:16) 

耶穌在最后晚上被

抓之前,在橄榄山园

子里为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

是真理.”(约17:17)  
 耶稣 → 真理 → 道 → 神的话 → 全本圣经 

基督徒有真理就有力量抵挡黑暗的势力.魔鬼最怕真理,

因魔鬼爱谎话,没有真理.耶穌说:“你们是出於你们的父

魔鬼…他…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沒有真理…他本来是说谎

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 

跟随耶稣就有真理,因耶稣就是真理;有真理就有力量抵

挡撒旦.真理就是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教导. 

     跟随耶稣 = 行道        

 

2.公义→护心镜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罗马军裝第二件是护心镜,就是胸前的金属板保护胸部,

使刀枪不容易刺入心脏等要害. 

魔鬼最厉害的武器是:搖动基督徒的心,好像当年搖动夏

娃的心,诱她吃禁果. 

魔鬼用各种理由,使信徒怀疑自

己得救了沒有？ 

要记得信心是我们得救的证据.

信心包括悔改,接待耶稣为主,

金钱奉献,行道等等.这些都是

信心的表现,都是我们得救的证

据.若是那些项你还没有做到,

赶快做就是了. 

  穿上公义的护心镜,有三重意义:   

1).『基督的义』是我们的护心镜 

『义』『公义』英文同一字 righteousness 

『基督的义』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能『因

信称义』(腓1:27). 我们一旦信了耶穌,『基督的义』

就保护我们的新生命,好像罗马兵的护心镜保护他. 

2).基督精兵要行公义 

既然我们的心,有基督的义保护.我们就应当行公义. 

什么叫做『行公义』？——就是行事为人按照圣经的

教导,做一个規規矩矩的人.如: 

 不欺骗人,不讲假话,不该做的事不做. 

 对人公平有义气,生活有公德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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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督精兵要往前行 

军人有护心镜挂在胸前,向前迎敌就有保护;向后跑,就

失去保护.后退的基督徒沒有力量事奉,沒有力量抵挡

撒旦,因为失去保护.有基督的义保护我们的心,保护我

们的信,我们就应当向前事奉主基督！不怕人干扰. 

3.福音→鞋子     

一个罗马兵,綁好腰带,套上护心

境,就开始穿鞋子.脚有鞋子好走

路,保护兵丁不跌跤,尤其争战的

时候. 

15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

路的鞋穿在腳上. 

穿上福音的鞋子, 我们要做三件

事： 

1).要走基督的路——行事为人与

福音相称.(腓1:27) 
2).要带给人平安——就是传和平的福音给人. 

3).要随时传福音——基督徒要把基督和平的福音当作鞋

子穿在腳上.走到那里,就传到哪里.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腳踪何等佳美!     (罗10:15)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

(基督)作王了! 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 (賽52:7 ) 

传福音的腳是多么的美！因他们带来了好消息．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 good news!  (Rom 10:15) 

 

4.信心→籐牌         (The shield of faith in God) 

16 …拿着信德当作籐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罗马兵的藤牌有四尺半高二尺半宽,可以遮身,抵挡飞箭.

飞箭会突然射来,表示撒旦的攻

击常常突然来到.所以,要随时随

地拿起“信心的籐牌”抵挡撒旦. 

信德 (faith) 就是信心,信仰. 

火箭不但会杀伤人,还会使军事

設备烧起来,破坏全体的作战力

量. 

信心不堅強的基督徒,一旦中了

撒旦的火箭,不但自己受伤,还会

影响別人.例如,当一个教会遇到

困难时,一旦有一个人中了撒旦的火箭而离开,很多人就

会跟着离开. 

火箭就是撒旦的各种诡计,谣言,用来破坏信徒的信心和

同心.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靠主堅定信心,抵挡撒旦的

火箭(诡计). 

5.救恩→头盔             17並戴上救恩的头盔… 

第五件军裝,头盔(钢盔)——保护军人的头. 

头不但控制全身百体,又是记忆与思想的中心.头受重伤

人就死.戴上救恩的头盔,意保证信徒有永生,好像军人的

头盔保护他的生命. 

永生是从因信称义来的.这义是本於信,以致於信.(罗

1:17) 就是从信开始,信到底.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731&ft=0&temp=55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731&ft=0&tem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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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神的道→圣灵的宝劍 
17並…拿着圣灵的宝劍,就是神的道. 

前面五件军裝都是护卫性的,最后这一件“圣灵的宝劍”

是攻击性的.有攻击性的武器,才能打敗敌人. 

问: 为什么“神的道”能击退撒旦呢？ 

答: 道就是话.“神的话”是宇宙的权威,神说要有光就

有光.神说,要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亞当夏娃就这样造成了.

神的道就是力量. 

圣经的话都是“神的道”. 

耶穌三次受撒旦试探时,三次都用圣经的话击退撒旦. 

圣经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劍,可以击退撒旦.所以,我们每个

人都要背诵一些经节,以便随时可以击退撒旦的攻击. 

  

三.戰胜撒旦的秘訣是什么？ 

——靠主刚强有力,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为众人祈求. 
6:10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強的人. 
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裝,就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了.精兵迎

敌,需要士气。孔明著出师表,为要激起士兵的士气.士气高,

力量大,就能打圣战.孔明提高刘备军队的士气;谁来提高

基督精兵的士气呢? --- 圣灵 

6:18靠着圣灵,隨时多方祷

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

倦,为众圣徒祈求. 

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安慰

者,领路者;圣灵的大能已

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也必

使我们爱主火热起来,用神

的道击退撒旦.只要我们穿

上神的全副军装,又靠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就能得胜.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

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2:21) 

基督徒装备自己,常常祷告,就能击退恶魔撒旦,使教会成

为榮耀的教会,献给基督.这是以弗所书的結束. 

荣耀的教会使天上的荣耀,更辉煌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