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當人說﹕「我把秘密告訴大家。」聽到的人就會特別注意這人說

甚麼，因為人的好奇心驅使我們。宗教上的秘密更是令人著迷，因

為它們具有神秘而外在的超自然力量。 

今次查經談及基督的奧祕，你對此的好奇心有多大? 

 

 

2.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經文的背景 

 本書開頭的三章是循序漸進的。在第一章中，使徒對神在基督

里賜福的默想，自然帶出禱告。在第二章，他進一步闡述神在基督

里的旨意之偉大主題，描述神奇妙的恩典把基督里的新生命帶給死

在罪中的人，猶太人和外邦人彼此和好為一，以及作為神子民的深

遠意義1。  

 第三章 1至 13節進一步說明猶太人和外邦人合一是神的福音的

奧祕。第 2 至 13 節的內容，主要是講述他作外邦人使徒的職分，有

關的內容是將歌羅西書一章 23至 29節詳加發揮和重新組織。這部分

包含 3 句希臘文句子。第 2-7 節的主題是論到一章 9 至 10 節和二章

20 節所提出的，有關宇宙在基督里面衕歸於一這個奧秘的啟示──

照明外邦人得以衕為一體的啟示（6 節）。第 8-12 節是第二個句子，

特別強調保羅本身作外邦人使徒的職分，以及在他身上的無比恩典

（雖然他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被揀選去傳遞宇宙復和的福音。

最后的第 13 節，保羅重提他為福音所受的患難，這正是帶出題外話

的誘發點。 2 

 
                                                 

1富克斯（Francis Fculkes) 著，《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李永明譯，《查經

資料大全》，網址﹕http://bible.kyhs.me/chajing/New%20Testament/49Eph/49DT03.htm(2014年 12

月 1日讀取)。 
2溫漢(G. J. Wenham)和卡森(D. A. Carson)主編， 《證主 21 世紀聖經新釋: 何西阿書-啓示

錄》， 陳惠榮, 胡問憲主編(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9)，1240 頁。 

 

 

 
以弗所書 3:1-13 

 



3. 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3:1-13 (和合本) 解釋
3
 

在基督里的奧秘(1-6) 

3:1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

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此句是照對

十四節所加）。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將關

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3: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

以前略略寫過的。 

3: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

祕 

3: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

樣。 

3: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

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

應許。 

保羅對奧祕的回應(7-13) 

3: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的恩

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 

3: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

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

豐富傳給外邦人， 

3: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

創造萬物之 神裡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3: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

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3:11 這是照 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

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 

3: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裡面放膽無

懼，篤信不疑地來到 神面前。 

3: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

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因此(v.1) 一表明 3:1-13 與

2:11-23 的 因果關係。 

職分(v.2) 一直譯是「管家職

分」或「責任」或「安排」。 

奧祕(v.3) 一在一般字典奧祕

即是神秘，指人無法使用自

己的常理去理解，如邏輯、

五官等，但聖經中的奧祕是

指神的秘密，唯有神給我們

啟示，我們才可明白。 

聖使徒和先知(v.5) 一分別是

新舊約領受神啟示的代表，

他們把神啟示記錄下來。 

同為後嗣(v.6) 一一同擁有繼

承產業的人。 

同為一體(v.6) 一屬於同一個

身體的，有時身體比喻成「教

會」 

同蒙(v.6) —與...共享 

那測不透的豐富(v.8) 一直譯

作「那豐富的不可追尋」 

天上執政掌權的(v.10) 一一

般指邪靈，不過在此也可以

指天使。 

百般(v.10) 一富有變化，多

采多姿的。 

喪膽(v.13) 一十分之灰心 

                                                 
3這部份的原文解釋是參考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網址﹕https://bible.fhl.net(2014

年 12月 1日讀取)。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瞭解經文 

(1) 根據 3:1-13 完成下表﹕ 

 1-6 節 7-11 節     

保羅的身

份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

的恩賜，......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

小的還小 (7-8 上) 

    

神賜了甚

麼的恩典

給保羅?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 

(3 節) 

     

奧祕的內

容是甚麼? 

                    

     

                   (6 節)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

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

慧。(10 節) 

    

知道基督

的奧祕對

我們有何

影響?(12 

12 節 

 

13 節  

 

 

(2) 在傳講基督的奧祕過程中，保羅有何角色?(1-3 節，7-9 節) 他有

沒有高舉自己的身份?為什麼? 

 

 

(3) 6 節指出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所得的福份， 解釋

甚麼是「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4) 10 節指出教會有甚麼角色? 6 節與 10 節的奧祕是否同一個奧祕? 

兩者之間有何關係? 

 

 

5. 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歌羅西書 1:25-29 

1:25 我照 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

理傳得全備， 

1:26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

了。 

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



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前。 

1: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 
(5) 根據歌羅西書 1:25-29 完成下表﹕ 

保羅的身份 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理傳得全備(27 節) 

神賜了甚麼的恩

典給保羅? 

 

奧祕的內容是甚

麼? 

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

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27 節) 

知道基督的奧祕

對我們有何影

響? 

28-29 節  

 

(6) 以弗所書 3:5 及歌羅西書 1:26 都提及這奧祕之前被隱藏，保羅

為何如此強調?  

 

 

(7) 歌羅西書 1:27 與 以弗所書 3:6 的奧祕有甚麼相異之處? 三節經

文的不同之處是否表示講論不同的奧祕?  

 

 

(8) 歌羅西書 1:28-29 及以弗所書 3:12-13 指出知道基督的奧祕對我

們有何影響，他們之間有何關係? 

 
 

 

7. Summing Up 總結 
     神的奧祕已藉著基督向我們顯明，這奧秘是「在基督耶穌裏，

藉歷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以弗所書 

3:6、「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

智慧。」以弗所書 3:10 及「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

望。」 歌羅西書 1:28。（需要改寫一下，總結不能只直接引用聖經） 

當我們認識這奧秘，我們會否「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

祕。」(提前 3:9)  



 

8.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9) 當我們知道真理/基督的奧祕後，我們通常有何反應? 分享一次當

你認識真理/基督的奧祕。 

 

(10) 深知基督的奧祕如何影響你傳福音及教會生活?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救贖歷史 「外邦人與猶太人在基督耶穌裡合一」 

        改革宗的聖經神學以「救贖歷史」為研究主題，聖經給我們

講了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構成對我們的救贖（這是英式中文）。在

人墮落之後，上帝與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大衛和耶穌基督立

約，這些（？）是給我們帶來拯救的。4 主耶穌基督是救贖歷史主

角，祂完成了天父的永恆旨意。而救贖的發展不是在耶穌第一次來

臨的應驗，而是仍在基督於榮耀中再來，開創完美時代，即是新天

新地。5  

 

以下以「外邦人與猶太人在基督耶穌裡合一」為例子說明﹕ 

經文 問題 

創 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

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

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

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經文指出神與人之間有何關係? 人

是否指全人類?  

 

 

 

小結﹕神創造人類的心意本來就是

合一及與祂相交。 

蛇引誘女人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女人吃了，也給丈夫吃。 (創 3:1-7)  

3: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

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

7-8 節如何描述神與人之間關係、人

與人之間關係?  

 

 

                                                 
4約翰 M. 傅瑞姆(John  F. Frame) （2008），劉立國譯，《救恩出于主耶和华》 ，《第

三千禧年事工》，網址﹕http://old.thirdmill.org/chinese/books/SBTLchapter6.pdf(2014年 12月 1日讀

取) 
5威廉范甘麥(Willem VanGemeren) ，吳劍秋譯，《救贖進程》，(台北： 中華福音神學

院，1995年)，22頁。 



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3: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

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

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

和華 神的面。  

 

 

 

 

 

小結﹕犯罪破壞了神與人關係、人

與人之間關係(合一) 

人們想要建造巴比倫城和巴別塔，

結果神變亂人們的言語，使人們分

散在全地。 (創 11:1-9) 

創 11:4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

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

全地上。」  

11:6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

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

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

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11:7 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

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第 4節指出人為何建造巴比倫城和巴

別塔? 

 

 

 

 

 

6-7 節為什麼神變亂人們的言語?  

 

 

 

 

小結﹕更大的犯罪，更使神與人、

人與人之間關係(合一)破裂。 

創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

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

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

人得福。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

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12:1-3 與合一有何關係?  

 

 

    以弗所書 2:11-3:13 說明了「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裡合一」的

真理。 

    而完完全全，實現「在基督裡合一」是在主再來之時時，萬民在

基督裡合一敬拜。啟 15:4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

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

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彼得是耶穌基督的 12 個門徒之一。他的性格率直、熱誠，不論

何事常喜歡搶在別人前頭，說話時常不假思索，隨口而出。雖然有

時不免失敗而遭斥責，不過這正是他剛強的表現，是一種熱情流

露。聖經記載在吃完最後的晚餐後，耶穌基督帶著他的門徒前往橄

欖山。那時，耶穌對他們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因

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太 26:31)可是彼得卻

說他永不跌倒。主耶穌預言他會三次不認他，彼得卻回答：「我就是

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太 26:35)。」可是當主耶穌被抓時，

彼得卻三次不認主耶穌。 

你有靈性低潮、信仰軟弱的經歷嗎？ 

你是否曾經因為帶領你信仰的人遭受苦難而軟弱呢？ 

你有沒有曾經在自認為信仰最剛強的時刻，反而軟弱了呢？ 
 

 

2.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經文的背景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一章描述並頌讚教會在基督裡的福分。保

羅為以弗所教會禱告，求神使以弗所信徒「真知道他」(弗 1:17)，並

且照明他們「心中的眼睛」(弗 1:18)，看到基督的權柄和教會作為基

督身體的榮耀，接著在第二章幫助以弗所信徒明白基督徒如何在基

督裡得生(弗 2:6)、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弗 2:16)。 

此時的保羅正在被監獄裡被囚禁(弗 3:1)，他擔心以弗所信徒看見

他受的患難就軟弱喪膽(弗 3:13)，於是他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秘(弗

3:3)，並在天父面前屈膝為以弗所信徒懇切禱告。 

 以弗所書 3:14-21 所祈求的是信徒能夠明白（及在生活中認識到）

基督豐盛的愛。教會愈深認識這點，便愈能反映出在神的新造中最

終得以恢復的合一、和諧，以及彌賽亞的平安。 

 

 

 

 

 
以弗所書 3:14-21 

 



 

 

 

3. Bible Passage 經文 

弗所書 3:14-21 (和合本) 解釋6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

家，都是從他得名。）  

16.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

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

剛強起來，  

17.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

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

基，  

18.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

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19.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

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  

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

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

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屈膝 (v.14) ─ 指保羅跪著禱告。猶

太人通常都是站著祈禱(太 6:5; 可

11:25; 路 18:11)，屈膝禱告這個姿

勢，似乎表示格外謙卑與迫切。 

 

天上地上的各家 (v.15) ─ 指歷史

每個時期的在天上的信徒(死亡)與

在地上的信徒(活著)。 

 

心裡的力量 (v.16) ─ 相對於「外

體」(林後 4:16)，即身體 (physical 

person)。 

 

長闊高深 (v.18) ─ 以空間維度來

形容基督毫無保留、無窮無盡、超越

一切和捨己的愛。 

 

過於人所能測度 (v.19) ─ 指基督

的愛超越人的理解與經驗，只有上帝

的兒女才能明白。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了解經文7 

(1)為什麼保羅認為以弗所信徒可能會軟弱，而為他們「心裡的力量剛

強起來」禱告？ 

 

 

(2)請根據以弗所書 3:16-17 說明聖靈如何個別施恩給信徒，使他們

「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6
 此處經文解釋主要參考：《研讀版聖經：新譯本》，（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8 年）; John 

MacArthur, ed., The ESV MacArthur Study Bible（Wheaton:Crossway：2010）. 
7
 此處問題設計與答案主要參考：《研讀版聖經：新譯本》，（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8

年） 



(3) 根據 18-19 節，「基督的愛」在信徒中間有甚麼影響?  

 

 

(4) 以弗所書 3:20 保羅所說的「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

所想」，指的是什麼？這對基督徒有何重要?  

 

 
 

5. 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約翰福音 14:16-17，26 

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

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7.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

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8 

(5)約翰福音 14:16 裡的「保惠師」和約翰一書 2:1 的「中保」在希臘

文裡是同一個字，是法律用詞，指被告的辯護人，也泛指「請求來幫

助」的那一位。為什麼約翰要用相同的字來形容耶穌基督與聖靈的工

作？為什麼主耶穌說「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6) 約翰福音 14:16-17 說聖靈要永遠與我們同在，也要在我們裡面。

聖靈與我們同在有何重要?14:26 指出聖靈有何工作?  

 

 

(7) 經文提及的聖靈的兩項工作如何幫助我們「從軟弱到剛強」? 
 

 

 

7.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8) 你是否曾遭遇過靈性的軟弱與低潮？請跟大家分享你的經歷，並

說明你走出軟弱與低潮的關鍵。 

 

(9) 你是否經歷過上帝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能力？請跟大家分享。 

                                                 
8
 同上 



(10) 當你知道一個弟兄姊妹在軟弱中，你會如何幫助及關心他/她?  
 

 

8. Summing Up 總結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的靈性在低潮裡，信仰在軟弱中嗎？你是否努力

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從軟弱變剛強，卻一直失敗呢？不必驚慌，聖靈保

惠師永遠與你同在，祂會藉著祂的感動，使我們有信心，使基督贖罪

之恩在我們心裡發生效力，使我們從軟弱變剛強！儘管坦然無懼地來

到上帝的施恩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做隨時的幫助！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信心的程度(磐石之上.，傅格森  Sinclair Ferguson) 

信心的程度有大有小。新約聖經提到「小信」（太 6:30;8:26;14:31;16:8）

和「大信」（太 8:10;15:28）、軟弱的信心軟弱的和剛強的信心（羅

4:19-20）、漸長的信心（帖後 1:3）、無偽的信心（提後 1:5）、健全

的信（多 1:13;2:2）、信心的確據（來 10:22）、全備的信（林前 13:2）

和失落了的信（提前 1:19）。信的對像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永不

改變的基督。但是我們對他的愛、對他良善的認識、對他道路的順從，

以及對經歷上帝能力的大小，都會隨著信心的加強而增長的。強壯的

信心是源自於他的恩典，並且能將我們從生活中一切的箝制中釋放出

來；強壯的信心能促使我們把從上帝而來的恩賜，發揮得淋漓盡致（羅

12:3）。同時保羅也教導我們，要我們各自看自己信心的大小要看得

合乎中道，不可只因別人的信心比我們的弱或者比我們的強（羅 14:1）

而輕看別人，或可論斷別人。在信心的大家庭裡，永遠會有改變、有

成長、有進步，但有時也免不了會生病軟弱。信心在屬上帝的人心裡

是有分別的，信徒不是個個像油印副本一樣的。教會永遠是依靠永活

基督而堅立的。 

 

思考問題 

從上文歸納出作者建議我們如何可以「從軟弱到剛強」?  

 

 

我們認為如何可以令自己變得強壯? 你有多認同「強壯的信心是源自

於他的恩典」?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我們回教會參加崇拜，參加團契活動，報名主日學，教會大部分

的活動都是推動信徒個人成長的。所以教會牧師會教導我們要常常

去教會參加各樣活動，要用功學習聖經神的話語，更加需要個人在

家靈修。這些活動都是很需要的，基督徒去教會就是要做這些東

西。 

教會既然叫做教會，等於說不是只有一個人，我們要跟其他人一

起在教會裡面，並且以弟兄姐妹相稱。但是在教會中卻很少教導信

徒怎樣與其他人相交，最多就是笑容多一點，多聆聽其他人分享他

們的生活。但是有許多時候教會的問題，或者爭吵，也是從人而來

的。到這個地步，就不是一兩句和氣的話或者標準的笑容可以解

決。 

無條件的接納可能變成妥協真理；堅持立場卻會產生紛爭。到底

聖經在合一的問題上，是怎樣教導我們的呢？ 

一個團體不合一代表甚麼?  

合一的團體有何特徵?  

 

 

2.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經文的背景 

承接上文(1-3 章)，保羅介紹關於救贖的教義，到第四章以後，保

羅開始將焦點轉到因稱義以後，信徒應該產生怎樣應有的生命見證和

實踐上的問題。信徒們就是這身體上的肢體（林前 12:27），是不能

分開的，是必須合一的。所以所謂肢體的生活，也就是合一的見證，

這是教會在地上最重要的見證之一。在此試分無研究加下： 

１．使徒的勸勉──合一生活的原則（4:1-3） 

２．七個合一的要素（4:4-6） 

３．合一與恩賜（4:7-16）9 

 

 

                                                 
9陳終道，以弗所書，《以弗所書》，《查經資料大全》，網址﹕

http://bible.kyhs.me/chajing/New%20Testament/49Eph/49JT04.htm (2014年 12月 1日讀取)。  

 

 

 
以弗所書 4:1-16 



3.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4:1-16（和合本） 解釋（參考研讀版聖經）10 

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

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

寬容，  

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

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5 一主，一信，一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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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

人的恩賜。  

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

滿萬有的。）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

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

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詭

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

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

於元首基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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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為人」（v.1）：直譯是

「行」 

「呼召」（v.1）：信徒蒙召得

著一個盼望，在這裡，他則

把焦點放在他們蒙召要過的

生活 

「一」（v.4-6）：這個字在 4-6

節中出現七次（三次指向神

的不同位格，四次指向關乎

我們救贖的層面） 

「我們各人」（v.7）：每位基

督徒都蒙受特殊的恩典：得

著某些獨特的恩賜，以造福

教會 

「擄去許多俘虜」（v.8）：被

基督在十字架上擊敗並廢除

了的黑暗屬靈勢力 

「使徒」（v.11）：曾與耶穌

一起並見過復活主，曾接受

過復活耶穌的特殊見證？，

或是曾受耶穌差派建立教會

及傳遞啟示的人。 

「先知」（v.11）：初期教會

中負責傳遞直接而特殊啟示

的人。他們的指責包括說預

言、訓誡、勸勉、警告和解

釋 

「傳福音的」（v.11）：有特

別恩賜帶領更多人歸入神的

羊群的人 

「身」（v.16）：比喻。信徒

得著恩賜，並不是要獨自使

用它早就自己，或是自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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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讀版聖經－新譯本》，環球聖經公會，2009 年 8 月，第三印，p.1855-1856。 



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求靈命成長 

4.Understanding the Text 瞭解經文 

(1) 「蒙召的恩」相稱的行事為人是怎樣？ 

 

 

(2) 4:4-6 指出那七個合一的要素?試簡單解釋。 

 

  

(3)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甚麼恩賜使我們合一?不同的「恩賜」如何使

我們「恩賜」 （ v.7 ）（這一句未寫完吧？） 

 

  

(4)保羅在 4:13 下-16 從四方面說明「合一」的特質，試完成下表? 

「合一」的特質 解釋 

對基督的認識

(13 下) 

因為認識基督，所以長大成人像基督，而對基督自己

在世生命的一切理解，作為惟一衡量的尺度。 

對真實的認識

(14) 

為什麼是「不再做小孩子」 ? 

 

 

對弟兄姊妹的

認識(15) 

「愛心說誠實話」有何重要? 

 

 

對教會的認識

(16) 

如何「在愛中建立自己。 」 ? 

 

 

  

 

5.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約翰福音 17:20-23 

以下是主耶穌基督的祈禱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17: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

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

合而為一。  

17: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

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6.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索經文的意思 

(5)主耶穌基督為誰祈禱? (約 17:20)祂如何為基督徒合一祈禱?(約

17:21-23) 

 

 

(6)約 17:20-23的祈禱與弗 4:7-11分別說明主耶穌基督在「基督徒合一」

一事上有何重要? 

 

  

(7) 「基督徒合一」如何「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

如同愛我一樣。 」 ?(23 節) 

 
 

 

7.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8）有什麼經驗是你在教會裡面與其他弟兄姐妹相交，你覺得是在

建立教會的呢？ 

 

（9）保羅在 4:13 下-16 從四方面說明「合一」的特質，你有沒有這四

方面的特質? 

 

（10）我們怎樣可以幫助其他弟兄姊妹一同連於基督來建立教會？ 

 

8. Summing Up 總結 

我們都因基督的恩典而來到教會，除了保持自己聖潔以外，我

們也要來到教會中與其他人一同團契，這樣才是真正蒙恩信徒的見

證。因為我們雖然各有不同，但我們明白一切都是恩典，因此我們

要彼此謙卑，互相扶持來見證基督，一同來建立教會。這樣我們既

建立了教會，同時也是在建立自己的靈性。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先分別後合一(教會怎麼合一？ 陳終道)  
  聖經中幾處論合一的經文，都不是沒有界限的跟所有的人合在

一起。反之，都是有條件的，先分別後合一： 



  1. （約一七章）主耶穌將“那滅亡之子”與門徒分別出來，然

後講合一；又一再說“他們不屬世界”（約一七：14-16），然後祈

求“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17-23）。 

  2. （林前一二章）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講論在基督的“身體”上

合一，雖然身體上有各種肢體，卻因出於一位聖靈的安排，仍屬同

一身體。身體只能將屬於身體的肢體合一，不能將不屬身體的肢體

“合一”。凡是已經從一位聖靈受洗的，就同屬一個身體了（林前一

二：13）。但那些未從聖靈而生的，怎能合一到“身體”裏？ 

  另一方面，信與不信，義和不義，光明和黑暗，基督與彼列，

沒有甚麼可合一的（林後六：14-17）。他們所需要的是分別，不是

合一。 

  3. （弗四：4-6）使徒提出合一的七個先決條件：1） 一身，2） 

一靈，3） 一望，4） 一主，5） 一信，6） 一洗，7） 一神，然後

才講論基督如何賜下使徒，先知，傳福音的，教師和牧師，使信徒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在愛中增長。 

  這些正面教訓的，與聖經中好些反面的勸勉，要求信徒防備假

先知（太七：15），不容讓假弟兄（加二：4-5），分辨假師傅（彼

後二：1），試驗假使徒（啟二：2）的教導，互相呼應，這證明： 

  聖經所講論的合一，絕不是不分黑白的大混雜。 

 

思考問題 

沒有分別的合一會產生甚麼問題?  
 

 

 

 

 

 

 

 

 

 

 

 

 

 

 

 

 

 

 

 

 



 

 

 

 

 

 

1.Opening Thought 開始的話 

做基督徒的，最怕就是別人跟我們說：「你是基督徒！？」這表

示別人無法從我們的行為舉止看出我們是基督的信徒。平常基督徒

被別人知道，可能是因為我們吃飯禱告，或者禮拜天會去教會做禮

拜，或者也有些人把許多基督教的小裝飾放在桌上。不過我們的行

為舉止，人生願望，可能跟其他人沒有兩樣，甚至基督徒常常有失

見證之舉。因此我們知道，表面的宗教行為，並不保證純潔的信

心。 

那麼聖經到底怎麼形容一個真正蒙神喜悅的基督徒呢？我們決志

以後，應該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呢？ 

 

 

2.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經文的背景 

承接上文保羅提到基督徒是各有恩賜，目的是來建造教會，並連

於基督元首。從 4:17 至 5:21 ，保羅進一步詳細解釋這個成聖的過程

的具體要求是什麼，訓勉他們如何在個人的生活上存聖潔敬畏的心來

事奉神。 這一段可分五題研究： 

１． 行事不應再像外邦人（ 4:17-24 ）  

２． 新生活的應有表現（ 4:25-32 ）  

３． 像蒙愛的兒女（ 5:1-6 ）  

４． 要像光明的子女（ 5:7-14 ）  

５． 信徒行事七“要” （ 5:15-21 ）11
 

 

保羅一開始便堅決提出，要收信者棄絕從前外邦人的生活方式

（ 17 節），它是黑暗的（ 18-19 節；參西 1:21 ，3:7 ），與他們所

聽聞基督的福音有著強烈的對比（ 20-21 節）。 基督就是新造的人

的樣版，保羅提醒收信者，福音的內容因此包括教導信徒要脫去舊

人、穿上新人（ 22-24 節；參西 3: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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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ble.kyhs.me/chajing/New%20Testament/49Eph/49JT04.htm 

 

 

 
以弗所書 4:17-32 



3.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4:17-32（和合本） 解釋（參考研讀版聖經12 

1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地說：你們行

事不要再像外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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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汙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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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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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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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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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v.17)：類比，象徵

還沒有信主的人，於上帝

隔絕的生命 

 

無知（v.18）：無知將帶來

審判，就是屬靈的死亡 

 

聽了他（v.21）：即聽了祂

的信息。 

 

脫去……舊人（v.22）……

穿上新人（v.24）：摒棄舊

生命和接受新生命。保羅

以脫去破衣服和換上全

新的衣服作為比喻。 

 

（v.27）：信徒在實際生活

上合一，展現了神那使人

和好的大能。因此，對註

定失敗但仍然頑抗的魔

鬼來說，破壞信徒的合一

使難能可貴的事。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v.30）：即是，以口裡的

壞話叫聖靈憂傷（v.29）。

聖靈會憂傷一事，有力地

顯明祂是具位格的存在

個體，而不是一股缺乏位

格的力量。 

 

4.Understanding the Text 瞭解經文 

（1） 為什麼保羅要提及外邦人（v.17）？他們的行為有什麼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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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至 24 節比較了舊人與新人的特質，試根據經文完成下表﹕ 

 舊人 新人 

生命的本

質 

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

絕了 

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

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

聖潔 

內心 心地昏昧、心裡剛

硬、良心既然喪盡 

心志改換一新、「聽過他的

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

理」 

行為 存虛妄的心行事、放

縱私慾，貪行種種的

污穢 

學了基督、脫去你們從前行為

上的舊人(25-32 節進一步說

明) 

 

（3） 保羅為什麼要提及要「脫去舊人」，要穿上新人？ 

 

 

(4) 我們應該怎樣面對自己的怒氣?( v. 26-27)  

 

 

(5) 為什麼神的聖靈會為我們擔憂?  

 

 

(6) 「要除去一切苦毒用恩慈相待」與「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

樣。」有甚麼關係?（v.32） 

 

 

5.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林後 5:17-18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 

5:18 一切都是出於 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

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5:19 這就是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

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5: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

們替基督求你們與 神和好。 

 



 

6.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索經文的意思 

(7) 如何成為「新造的人」? (林後 5:17，弗 4:21) 「新造的人」與非

基督徒做一個好人有何分別? 

 

  

(8) 林後 5:17-20 的主旨是甚麼? 

 

 

(9)林後 5:17-20「新造的人」的表現與弗 4:25-32 的表現如何相輔相成?  

 

 

7.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10）在教會就等於是新造人嗎？我們有讓聖靈擔憂嗎？ 

 

（11）分享你信主後，主耶穌基督如何改變你舊人的行為？ 

 

（12）我們在接納和原諒人的事上有何困難？「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

了你們一樣」如何幫助我們饒恕別人? 

 

 

8.Summing Up 總結 

當我們信主以後，我們不能單單停留在稱義的地步，而仍然停

留在如外邦人那種犯罪的行為中，特別是以弗所那種異教敬拜的文

化中。這跟我們現代社會的大城市一樣道理。 

我們既然有真理的聖靈作為基督徒的印記，我們就要行出基督

徒當有的樣式，一步一步把我們的舊人的壞習慣歸正，恢復神給我

們的形象。而且要用憐憫接納其他人，好像基督接納了我們一樣。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在十七世紀，改革宗神學發展出一個觀念，就是把神與人之間

的盟約視為聖經教導的核心。今天我們普遍上稱這種觀點為“聖約

神學”（Covenant Theology）。在傳統的聖約神學裏，整個聖經的歷



史主要分為兩種聖約關係：“行為之約”與“恩典之約”。 

  在改革宗的神學中，“行為之約”是指人類墮落前，神與

亞當的約定。其他基督教傳統往往認為，那是指神與摩西在西奈立

的約，其實不是。與亞當立行為之約時，神承諾：他若聽從命令（創

一：28-30），就賜福給他；不聽從就要受審判（創二：15-17）。因

此，決定性因素是亞當的行為，“行為之約”就是這個意思（參何

六：7）。(第九課討論恩典之約) 

 

請根據創 1:28-30 說明亞當和上帝立約的內容，亞當如何失敗？ 

Ans:  

約的

分類 

聖約 經文 主動

立約

者 

代表

立約

者 

神的恩典 神要求人的

忠誠與刑罰

(若不遵守) 

行為

之約 

(第一

約) 

亞當

之約 

創

1:28-30；

2: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