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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早期书信 

信息 22——以弗所书 

和解的福音 

以弗所书 2、3章 

 

介绍 

以弗所书第一章以使徒的祷告为结束（1:19-23）。保罗祈祷信徒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理解神

的“大能”…… “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

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

世的也都超越了。神使万有服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

体……”这里强调神的大能有两个原因，基督的权柄和超越的地位。1）在第 2章，保罗教

导信徒，“神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2：6)。基督曾经

的崇高位子现在就是我们的位子。 2）在第 6章，保罗劝导信徒拿起他们 “属灵的全副军

装”，靠着多方祷告祈求去打败仇敌，而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他们。基督的权柄和能

力也属于基督徒的我们。以弗所书强调信徒要连接，靠着基督的死，埋葬，复活和升高。 

 

在以弗所书第 2 章，保罗退后一步，解释了他如何成为神的孩子。在他所有的书信中，这里

他做了可能是最明确的解释，他说到了“福音的和睦”。首先强调我们和神和解，第二我们

和其他人和解。根据新约，当中反复强调的两条诫命是——爱神和爱邻舍——这两条应该看

作是硬币的两面。 

 

在第 3章中，保罗说，神拣选他成为福音的信使，这是他的殊荣。能够向外邦人世界传讲福

音，告诉人们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同为子嗣，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同为肢体，同受应许。 

在第二次祷告中，他总结道，信徒要知道神对他们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知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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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和解：2:1-10 

 

--- 在神眼里我们以前的光景 

 

“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

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

（2:1-3）。 

 

这段信息很重要（也很令人吃惊）。它告诉我们若不是有基督的拯救，人类的真实光景是怎

样的。这不是说我们不能过属灵生活，或者不能“做好事”。他是指我们和上帝将会隔绝，

不能靠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生命。当然，会有告诉我们“善与恶”的良心。纵然被罪损害，我

们也能够有“神的样式”，让我们去做好事，但是我们却没有和神的属灵关系了。通过这种

关系， 神赦免、更新我们，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的生命也在神的里面，得蒙神

的喜悦。而且我们的本性是愤怒之子（我们要面临神的审判）。而神的“愤怒”本质上是他

的公义对罪的憎恶。这个真理告诉我们，倘若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他赦免了罪），

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神对罪公义的审判。 

 

很多人相信婴儿出生时就是“神的孩子”。也许你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是在神的道中，我们

生下来时对神来说是“灵里死去的，并且在他审判的愤怒当中”。这种光景只有当我们意识

到自己的罪，需要一位救赎主才能够有所改变。听上去很残酷，不过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已经

让他的儿子承担了这罪，并且因着他的爱，祂让所有的审判都临到基督身上，这样，我们相

信基督的人就能够在他的爱里、神的赦免和恩典中站立得住，成为蒙他救赎的孩子。（注：

圣经告诉人们，神的恩典让死去的婴孩能够和上帝在一起。参考撒母耳记下 1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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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让人重生 

 

“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

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

坐在天上，为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

世代”（2:4-7）。 

 

这段经文的起头说的是神，而不是我们。神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基于他的爱，怜悯，恩典

和良善。作为已经“死去”的人，我们不能让自己“复活”。 所以通过耶稣的死亡，埋葬和

复活，神赐给了人们新的生命，只要他们承认基督的救赎工作。通过他恩典的作为（是我们

不配得的）我们跟基督一起活过来，过新的生命，同坐在基督在天上的宝座，和他永远同享

荣耀。 

 

——如何从神得到新生命的恩赐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

得有人自夸。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

好要我们做的”（2:8-10）。 

 

如果神的恩典是我们救赎的源头，那么信心就是我们伸向神的手，它从神那里接受救恩。救

恩从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挣得的（不是我们做工的结果）。我们是神的“工艺品”，这其中的意

思是我们是由神所塑造的。“工”在希腊文是 Poiema, 意指“工艺品”。和那些活在神里面的

人一样，我们也是他的“工艺品”，行在他预定我们所要行走的正道上。救恩不是靠好行为

得到的；但是救恩可以让我们有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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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彼此和解：2:11-22 

“和解”指的是“重新在一起”。当在乎的人和我发生了嫌隙或者关系破裂，我们期待能够

彼此和解。同样，神也期待我们和他彼此和解。当我们真的与神和解了，那么在人的世界，

我们也能够和曾经疏远的人和解。保罗的重点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和解上，因为他们都

相信耶稣基督。想想看，在保罗之前，犹太人和外邦人已经彼此为敌几百年之久了。他们彼

此憎恨，族裔的鸿沟隔绝了他们的关系。 

 

——作为一个团体，外邦人之前的光景 

 

“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

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2:11,12）。 

 

外邦人作为一个团体曾经是被隔绝和排除的外族人。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而外邦人没有希

望，“没有神”。 

  

你知道么，神已经预先为你安排好了“好行为“？首先是你要完成的部分，其次是靠你

周围的环境完成的部分。所以你不必去怀疑，为什么给你这样的环境。神使用你周围

的人和事来塑造你，之后他会与你同行，让你完成这些功课。你不用去”琢磨“该为神

做什么；你只要跟随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让他指引你，让你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上。

活出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想该怎么做；这是让我们与耶稣紧紧相连。他自己

曾经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子。若不是靠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若和我

相连接，你们就可以结果子。“（释义约翰福音 15:1-5）。让自己和神每天都保持紧密

的关系。同时请神让你首先更认识他，让你从里而外发生改变；然后让神带领你走在

他为你预定所行的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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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和神没有“直接的关联”。在耶稣到来之前，外邦人个体要想“在

神里称义”就必须先成为“新入教者”（皈依犹太教）。他们必须接受和服从于犹太规约（摩

西律法），这是神赐给犹太人的。新入教者还必须施行割礼，而且每天要受犹太律法约束。

作为一个团体，外邦人不能直接和神有关联。他们只能以个人形式进入犹太教，才能够和神

和好。而根据保罗所述，基督大大改善了外邦人团体的境况。 

 

——带领外邦人亲近基督 

 

“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

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

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既在十字架上

消灭了冤仇，就藉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

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 

（2:13-18）。 

 

保罗传道的主要目的是让外邦世界认识神，靠着耶稣基督和他所作的工，得以进到父面

前。外邦人要与神和好，不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了。他们可以直接靠耶稣，因着信心

成为“神的孩子”。（在使徒行传 15章中所记载，这是在第一次教会会议中争论的重点。 

对于第一批犹太基督徒来说，让他们接受外邦人可以与上帝直接建立关系而无需成为犹太

人的事实是很困难的。上帝开始向彼得启示这条真理时，彼得的反应就像当时的犹太人基

督徒。上帝向彼得展示那些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洁”的食物，让彼得“起来吃”。然后上

帝让彼得迈出重要的一步，让他去一个外邦人家里，感受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何能够同信一

位救主且同工同道——参见使徒行传 10章。）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指外邦人个体可以进到神面前。他还指出外邦人团体和犹太

人团体之间的隔阂已经被神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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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新的人”，“新的身体”。这样他们彼此间就不再有敌意，因为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挪去了敌意的基础。十字架上的基督拆毁了两样东西：首先，他

挪去了至圣所的帐幕，那是曾经将人和上帝隔开的屏障（马太福音 27:51）。第二，他拆毁

了隔绝在犹太人和外邦人（或是任何其他种族之间）中间的墙。十字架上的基督让我们和

上帝和好，也让我们彼此之间和好。 

 

所以，在教会不应该出现某个团体比另一个团体更高一等的现象。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

人，所有人都是通过一个圣灵来到天父面前。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要活出这个事

实来——他们是神眼前的一个新的团体，而不是两个分割开来的团体。 

 

 

  

在美国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礼拜天的早晨是一周内最隔离的时刻。”我们有白人

教会，黑人教会，拉丁裔教会和韩国教会，印度教会以及日本教会。提到教会里的黑

人和白人关系，这种隔离可以追溯到在白人为主的教会中，黑人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力。

他们被迫坐在不同的区域，不能成为“全职人员”，所以黑人不得不成立他们自己的教

会。在 1819 年，由 Richard Allen 创建了非裔卫理公会主教公会，他成为第一个在美

国的正式黑人教会。在过去的 200 年间，非裔美国人教会发展迅速，已经包含了不少

自己的分支和宗派。到今日，在美国的“黑人教会”代表了他们和“白人教会”的全然不同

的基督教表达。在现实环境下，可以说“黑人教会”和“白人教会”是事实，但是在保罗的

以弗所书 2，3 章中所描述的合乎圣经的“教会”中，却完全不该有这样的区分。这就是

为什么教会应该努力寻求种族和解。对于世人来说，倘若礼拜天早上仍旧是“一周中最

隔离的时刻”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福音中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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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中共同成长 

 

“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

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

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2:19-22）。 

 

古时建造房子时都会在房基右角放置一块“房角石”，有一个稳固的根基。这个比喻用来指

‘灵宫’，即教会。这个圣殿要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对使徒和圣徒的教导则是根基。房子

的围墙由‘活石’（彼得前书 2:4-7）所建，指的是来自于不同种族，部族和国家的基督信

徒。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1)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家里平等的成员。2)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都要

被建造在相同的根基上，即对使徒的教导上。3)我们要承认基督是这个新圣殿，即教会的

房角石。4) 我们要在跟随圣灵前行的过程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5) 我们要摒弃任何破

坏“合一新身体”原则的想法和行为，这是耶稣给教会，即他的身体所定的原则。正如耶

稣所叮嘱的（约翰福音 17:20-23）这个合一原则是我们在世上的重要见证。教会必须持守

福音中的两部分和解目标——帮助人们与神和解，以及彼此和解。 

 

保罗总结了自己职份：3:1-13 

3:1的结构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保罗要进行祷告了（3:14-21）。不过这里提到“外邦人”，又

让他停下来回顾神给他的恩赐——被神拣选为信使，将基督的好消息带到外邦世界（保罗

反复承认自己不配这样的殊荣，因为他曾经严酷的迫害过信徒）。保罗这里偏离话题提到这

份殊荣，并指出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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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

（3:6）。 

 

也许这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消息；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可以说这是具有革命性

的想法，尤其对于犹太人来说。因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被“分别出来

的”与神直接立约的特殊民族。 

 

在 3章 10，11节中保罗继续解释另一个重要的“谜团”，神有他的永恒的计划。“教会是神

的智慧在地上的表现（通过教会让人与神和解，彼此和解）。教会要向地上的掌权者展示神

天国的样子”。保罗曾经提到天使有好也有坏。教会不仅是作为对人类世界的见证，也是对

天国的见证。 

 

在这段话题的结束处保罗暗示他偏离主题的另一个原因：他不希望他的外邦人听众认为他

这段即兴话题而感到沮丧或者不适。保罗希望他们知道，对他而言，能够成为神所拣选向

外邦世界传福音的使者，这是莫大的荣幸，哪怕他会为此受苦。保罗经常将自己称为基督

耶稣的囚徒（以弗所书 3:1）。他的眼光超越了世人，他看到独一真神让他成为囚徒，遭受

患难。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光荣”（3：12，13）。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迷”，需要特别的智慧和视野才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它。有些我们生

命中的“为什么” 让我们永远无法参透，那中间有“神的方法”。但是保罗鼓励我们去更

深入的认识神，认识他的爱。这样我们就会相信他，跟随他，而不至于怀疑他对我们

的爱和旨意。那些生命中的“迷”有的会被解开，有的也许不会。希伯来书 11 章让我

们看到，那些遭遇患难但仍秉持信念的人，最终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了神的旨意。他

们行在神为他们预定的旨意当中，完成了自己的工，并成就了神神圣的篇章，虽然他

们当时并不知道生命最后会怎样。我们的职责就是相信神，相信他会实现自己的旨

意。我们对神认识越多，越相信他爱我们，我们就会越能够相信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订

立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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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祈祷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爱：3:14-19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藉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

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

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盛。” 

 

对这段祷告的两个发现： 

1） 既然知道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已经在他们心里，为什么保罗还祈祷圣灵给他们力量，“使

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呢？“住在”是“安居在家”的意思。保罗祈祷基

督能够在他们心里完全安家并掌权。耶稣从每位信徒的灵性重生的那一刻就“住在他

们心里”了。但是，对于信徒来说，让耶稣在他们心里掌权的程度却还是不同的。保

罗主要祈求圣灵能够让信徒愿意更顺服耶稣，认定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和君王。 

 

2） 保罗接下去祈求神赐给信徒能力，从而可以完全理解神不可测度的爱。他祈求信徒能

够知道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能充满神的丰盛。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精义—

—神的爱。保罗曾经信仰的宗教强调的是对神的敬畏，以及神的律法。这样的宗教环

境通常会阻碍我们理解神的爱，因为我们会一直活在“因行为称义的模式”中，以好

行为来获得神的喜悦。但是保罗意识到他永远没办法靠行为做到让神满意的程度。而

神的爱就像一望无际的海洋，可以盖过他曾经，现在还有将来的失败。就是这像海一

样深不可测的圣爱和怜悯让保罗感到无比温暖。他祈祷那些在以弗所的信徒（还有所

有小亚细亚的信徒）都能够活在神的奇异的爱中，并得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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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祝祷和赞美：3:20,21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

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保罗用赞美诗来总结以弗所书前三章。他聚焦在每位信徒心中的神的大能。这种能力

远远超过那些在以弗所和罗马世界的诸多神祗。教会和基督耶稣的荣耀都来自于神。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保罗会继续敦促以弗所的信徒（和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中，

不辜负我们得到的诸多好处，从而给彼此，也给周遭的世人，带去基督的亮光。 

 

问题讨论 

1. 与神和好（2:1-10）。在这里你是否读到了什么新的观点？其中有什么特别印象深

刻的部分。 

 

2. 与人和好（2:11-22）。这一部分和你目前的现实生活，教会和家庭生活有什么联

系？在哪些地方你看到这种原则还没有得到体现？ 

 

3. 保罗的祷告（3:14-21）。为什么说理解神奇异、伟大的恩典对我们的成长很重要？

你是如何认识神的爱，并成长的？反之，对于认识神的爱，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呢？ 

 

 

 

 

 

 

你今天是否享受到神的爱？或者你还活在“靠行为称义的模式”当中，而心存恐惧

呢？神让我们为他的爱所激励，而不是慑于他的审判、标准或者他的好恶。学习

生活并享受在神的爱里。对于我们这些在“靠行为称义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这是

一个思维模式的巨大转变。你能够让神帮助你更深入的掌握他爱的要义么？这

样你就能够更充分的享受神丰盛的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