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得救为要行善 
以弗所书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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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 
荣耀的教会—以弗所书的主题 

   第一分题: 

荣耀的教会 
要在基督里天人合一 

 

(1:1-10) 



五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在基督里赐给我们:  

1.神揀选我们，成为圣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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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能力高升 

5.神让我们知道宇宙有目标—天人合一 
 

 

 

 



靠這五样福气 (恩典) 我们 
在基督里一起学习合一 (4:1-6) 

 
耶稣与圣父圣灵的合一 

是我们学习合一的榜样,如：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 
照主所行的去行。 (約一 2:6)  



我们要用这五样属灵的福气 
来建立自己的教会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我们要用这五样属灵的福气 
来建立自己的教会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建立一个荣耀教会的秘诀是 
凡事 

谦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联絡 

 

 

 

 



現在我们一起来学习 

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信息： 
 

得救为要行善 
（根据经文命题） 

•   

 



【读经】   以弗所书 2: 1-22   

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
活过来。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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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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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穌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給后来
的世代看。(福音一代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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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有人自誇。 
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
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
預備叫我们行的。 



11所以你们应当記念，你们从前按肉体
是外邦人，是称为沒受割礼的，這名
原是那些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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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应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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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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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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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们远
处的人，也給那近处的人。18因为我
们兩下藉著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
进到父面前。 

 



19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
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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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全)
房靠他联絡得合式，漸漸成为主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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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可分为四段： 

一. 从前过罪人生活没有盼望  1-3  

二. 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们      4-7 

三.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8-10 

四. 我们如何行善？  
感恩,被建造成为灵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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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空中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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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風俗    2: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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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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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礼——恶俗化 

 



2.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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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 = 邪灵 



2.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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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 = 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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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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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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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点，是信主之前的光景。） 

 

 



第二章分四段： 

一. 从前过罪人生活没有盼望   v1-3  

二. 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们       v4-7 

三.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v8-10 

四. 我们如何行善？ ——感恩 
    被建造成为灵宮         v11-22 

 



二.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们  v4-7 



二.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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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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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大愛使我们起死回生(在基督里发生) 

2.神給我们的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1.神的大愛使我们起死回生 

 

 

 

 

 

 

 

 

 

 

 

2.神給我们的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1.神的大愛使我们起死回生 

然而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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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神給我们的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1.神的大愛使我们起死回生 

然而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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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爱使我们信基督重生了。 

 

 

 

 

 

 

 

 

 

 

 

 

 

 

2.神給我们的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1.神的大愛使我们起死回生 

然而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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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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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神給我们的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1.神的大愛使我们起死回生 

然而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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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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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華一切所吩咐的。（出24:7）  

 

 

 

 

 

 

 

 

 

 

 

 

 

 

2.神給我们的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2.神給我们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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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后来的世代看。 

——神为什么要這样做？ 

 

 

 

 



2.神給我们洪恩大愛，要留給后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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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后来的世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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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分四段： 

一. 从前过罪人生活没有盼望   v1-3  

二. 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们       v4-7 

三.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v8-10 

四. 我们如何行善？ ——感恩 
    被建造成为灵宮         v11-22 

 



三.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  v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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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有人自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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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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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有人自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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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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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我们行善。) 



   

2.基督徒行善是神已計划好要我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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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早已計划好
要我们做的） 



   

2.基督徒行善是神已計划好要我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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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早已計划好
要我们做的） 

3.要基督徒行善原是神在基督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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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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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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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點可用一句話来表达： 

我们行善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
神早已计划好的工作。 



這三节经文很寶貴,可说是新约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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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作完全人.遵守律法就是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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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有人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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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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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弗所书的重心,也是整
本圣经的重点.整本圣经都是叫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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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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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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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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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们如何行善？   2:11-22 

1.什么叫做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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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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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心,不害人,不说假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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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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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要感恩纪念主的血   2:11-18 

11所以你们应当記念，你们从前按肉
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沒受割礼的(這名
原是那些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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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应許的諸約上是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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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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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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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们远处的
人，也給那近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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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耶穌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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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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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好基督徒就是行善的开始。 



3.行善者要被建造成为灵宮 v19-22 

19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
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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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成为主的圣殿。22你们也
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著圣灵居住的
所在。(灵宫) 

這段是本章的結論: 

保罗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本来在神国之
外遊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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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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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经文） 

 



信徒(教会)如何被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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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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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教会)如何被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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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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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将他的獨生子赐
給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沒亡，反
得永生。 

約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们，那听我
話、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
於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将他的獨生子赐
給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沒亡，反
得永生。 

約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们，那听我
話、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
於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耶穌用約5:24 来说明約3:16的信：信上
帝，又听耶穌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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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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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靠行为得救,而
是靠神的恩典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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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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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处圣经放在一起解释，就能
满足約5:24——耶稣的话。 

 



    【結語】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即做
好基督徒。 



    【結語】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即做
好基督徒。 

基督徒要一起学习圣经，一边学
习一边同心建造教会。 



    【結語】 

神拯救我们为要我们行善，即做
好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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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