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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早期书信 

信息 23——以弗所书 

行事为人与蒙召相称 

以弗所书 4-6章 

 

介绍 

保罗在前三章主要讲解神通过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和他绝大多数书信的结构比较相似，

这里保罗将转至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爱这个主题。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作为活祭，

顺服在神的里面。请注意，在第四章开始保罗就转换主题了。“我为主作囚徒的劝你们，既

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 （4：1）。在 1-3章当中谈到我们被基督呼召

的殊荣。4-6章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相称。保罗将会就信徒的生活诸多方面描

述如何才能算是“行事为人相称”。 

 

行事为人要合一：4:1-6 

“我为主作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凡事要谦虚、

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是为同有一个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

万人之父，超越万有之上，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4：1-6)。 

 

合一是第一要务。我们怎样保守基督身体里的合一？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爱。无论在哪——家，工作单位，班级，组织——倘若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够追求做到这五

个方面的素质，就能够保护和促进这个团队的合一。而如果成员表现出相反的素质——骄傲，

严酷，急躁，愤怒和自私——那这个团体就会瓦解，因为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

保罗的观点很明确：“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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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虽然人的身体中有很多不同的部位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是保罗强调每

个部位的统一性：一个身体，圣灵，希望，神，信念，洗礼，圣父……哪怕我们在身体中只

是某一部分，哪怕我们不同，但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性情‘在基督里竭力’而殷勤地坚守和

推崇合一。 

 

 

 

行事为人要成熟：4:7-16 

保罗接下来转向身体的成熟，指出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所要承担的责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事奉的工作，

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

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邪说

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反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靠着他全身都连接得紧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

爱中建立自己”（4:11-16）。 

 

神让教会的领袖装备并建造整个肢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有效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一

个健康的教会，领袖们不会承担所有的工作；但是他们会在每个人在教会事工的参与中进行

教授，指导，训练，和监督。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更为成熟，然后在一起做工，这样神为教会

所定的旨意就能够完成。这就是“团队的工作”。 

  

某一教会中的信徒，常常会就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被召要竭力保持肢

体的合一。在现有的情况下你如何才能保护基督身体的合一呢？曾经在知情或者不知

情的情况下，你是否因为发怨言而播下了不和谐或者分裂的种子呢？你能否按照荣耀

神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去实现灵里的合一呢？你如何能够行事为人和蒙召的心相

称，如何更加合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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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为人要圣洁:4：17-32 

保罗时代的基督徒要学习如何在一个充满诱惑，引人犯罪的世界中（就像我们今天的时代）

与神同行。保罗让信徒离弃他们曾经的生活方式。在遇到耶稣之后，如果和我们得到救恩之

前的行事方式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没有在基督中成长。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郑重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他

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既然他们已经麻木，就放纵

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4:17-19）。 

 

作为在基督里的新信徒，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有了神的性情。他的圣灵能否改变我们，

却还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恒切让圣灵帮助我们成长。保罗用新旧衣服来做比喻，描写基督徒

的新生活。 

 

“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

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

心志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4:20-

24）。 

 

下面所列的就是坏行为和好行为的区别（旧衣服和新衣服）： 

 

旧衣服                 新衣服 

谎言                   说诚实话 

含怒       解决问题 

偷窃                   勤劳，分享 

坏话                   造就人的好话 

苦毒、愤怒、恼恨       仁慈，温柔的心 

毁谤、恶毒             彼此饶恕 

 

要以新的动机和行动做出这些改变，更新的心意是关键。保罗强调心意的重要（4:23）。这

里有两段对比来表明心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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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罗马书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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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

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歌罗西书 3:1,2)。 

 

 

行事为人在爱里：5:1,2 

“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神。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

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5：1，2)。 

 

为什么要行在爱里？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孩子”如果我们“效法神”那么我们就会模仿他

“行事为人在爱里”，因为圣父，圣子爱我们。神在还没有做事之前是不会让我们为他做事

的。在这封信中保罗关于关系的教导可以总结为一条诫命>> 彼此相爱，效法神>>基督对我

们的爱。 

 

行事为人要谨慎：5:3-7 

“至于淫乱和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淫词、

妄语和粗俗的俏皮话都不合宜；总要说感谢的话”(5：3，4)。 

 

要离弃从前的不道德不圣洁的生活需要特别的谨慎。当我们听到“不道德”或者“不圣洁”

这两个词时，我们会以为是指淫乱的问题，当然这的确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保罗的重点是我

们的心和我们的言语，是否道德和圣洁（参见关于 4:29-32的注释）。 

  

我最近和一位研究高级算法的专家交谈，这种算法用来指导超级计算机的运行。一旦

设计并安装好算法，计算机就会严格有效的据此运行。我们人类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复

杂的计算机。但是根据我们设定的“程序”，我们的心思是可以以健康或不健康的方式

来运行的。倘若你的心里充满了神的算法，那么你的心意就会按照神喜悦的方式运作：

他的想法，真理，价值和计划。倘若你按照世界的教导来运行，那你的心意就不会按

照神喜悦的方式运作。最近，你的心中放进了什么？参考腓利比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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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 12:34）。雅各也强调“舌头”的重

要性，因为所说的话表达了心里所想的。所以要经常问自己：从我嘴里说出的是什么样的话？

你的回答能够给你一个准确的诊断，告诉你在那一刻你的整体的灵性状况。 

 

 

行事为人要在光里：5:8-14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

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

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凡被光

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有话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

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5:8-14）。’” 

 

“光”和“黑暗”都是对神的国和撒旦的国的比喻。作为“光之子”（神国的孩子），我们行

事为人就应该像光的孩子，要不断地持续的学习“如何讨神的喜悦”。这是一生的功课（也

叫“成圣”）要学习如何行事为人才能喜悦神。 

 

 

 

行事为人要靠力量：5:15-20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

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

神”(5：15-20)。 

  

你是否还在“过去的黑暗中”行事或讲话？让圣灵帮助你回答这个问题，在你与神同行的

旅程中，聆听神的教诲。神的话充满真理，圣灵让我们意识到需要放弃一些我们的老

的习惯。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向神承认（认同圣灵）你的罪，向神灵祈求智慧和能力

来离开这些做法，并且开始“光中”的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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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5:18）就会在性情和行为上表现出圣灵的样子（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 5:22,23）。我们的内心会表达感谢和赞美。我们彼此的言语也会蕴含着经文的真

理。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将会在我们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曾这样说，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

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

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 15:4,5）。 

 

“连在葡萄枝上”和“靠着圣灵的力量行事为人”是同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和赐生命和力

量的神相连接。我们如何降伏在圣灵的掌控之下？因着信，我们祈求神充满我们，给我们力

量，我们一直这样做（希腊文中的“被充满”可以理解为“一直被充满”）。一旦你邀请耶稣

做你的救主，他就降临，并一直在你的里面。相反，你要不断地请求圣灵充满你，每天，每

时每刻。 

 

 

行事为人要顺服：5:21—6:9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5：21)。 

 

 

 

 

 

 

 

  

每天清晨都要让圣灵降临。请他来掌管。之后的一整天，都靠着圣灵行事为人。聆听他

的教诲，跟随他。如果他让你注意什么，停下来问圣灵，他希望借此想你显明什么？让

他在困难中赐给你力量。让他引导你做出决定。当你祷告的时候，让他来帮助你。当你

读神的话时，让他照亮你的内心。“紧紧跟随圣灵”（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 5:25 所述）。

被圣灵充满（控制）是每天信徒时时刻刻的经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过喜悦主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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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特别指出了几种关系：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主人和仆人。整个这一部分都是为了

说明开始部分 5:21 的诫命：“彼此顺服……。”这种相互间的顺服关系特别定义了基督徒在

生活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不论在这些关系中是哪一方，我们都要让自己的行为表明我们

对基督的顺服，而不是表明对某个人的顺服。简而言之，我们对基督的爱可以通过我们在世

上的关系表现出来。 

 

——丈夫和妻子 

 

“作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

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作丈夫的，

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使她成为圣

洁，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

是极大的奥秘，而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每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5:22-33）。 

 

在保罗时期的罗马文化下，丈夫在家完全行使主权。相比而言，保罗提出丈夫要为妻子而“死”

（就像基督为了他的新娘，教会而死一样），保罗让妻子主动尊重丈夫的领导。保罗指出当

女性尊重他们的丈夫，就是在尊重耶稣，因为这就像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娘）尊重基督

一样。这个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保罗指出丈夫就像“死去的弥赛亚”，他为了新娘将

自己的生命摆上。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来爱妻子，通过这种牺牲的精神，丈夫尊崇耶稣，并向

世界展示耶稣基督如何爱他的新娘，教会的。 

 

——父母和孩子 

 

“作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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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应该是服从于父母的领导下的，如果他们这样做，就能得到天父上帝的赐福。不过，与

罗马文化相反，保罗没有将所有责任都放在孩子身上。家长也要在对待孩子时按照神的方式

承担责任。（记住，“相互顺服”指的是所有保罗所提及的关系。） 

 

“作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 6:4）。 

 

在保罗时代，父亲具有控制权，也最有可能错误管教孩子。今天这里所说的“父亲”指的是

父亲和母亲，他们共同在家对孩子行使权威。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带领孩子时都要体恤

他们，而不要去激怒（以不合理的要求使人气馁）孩子。 

 

 

——主人和仆人 

 

“作仆人的，你们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

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是讨人的喜欢，而是作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

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作主人的，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

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6:5-9）。 

 

主仆（或奴隶-奴隶主）关系是罗马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主人或女主人往往会虐待他们的

仆人或者奴隶，而没有任何悔意。（保罗告诉人们这种关系如何保持，其实不是说保罗认可

奴隶制。 

在哥林多前书 7:21中保罗说，如果一个仆人或者奴隶可以获得自由，这是最好的选择）。 

  

作父母的，你们是否在什么情况下激怒你们的孩子呢？你是否对他们有不合理的要

求？你是否在孩子失败时让他们承受不合理的后果呢？你是否花时间聆听孩子的心

声？或者你只是关注于控制孩子的行为？问问神（或你的伴侣）你是否在什么时候对

孩子很丧气，这影响了孩子认识他们的天父，也影响了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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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其他的关系中一样，主仆关系中也要求双方互相顺服。对于主人和仆人来说，都应该

有谦卑，爱和甘做奴仆的态度。注意对主人说的第一句话：“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比如，

对于主人和仆人来说，保罗督促他们都按照第 5节所说的那样行“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同样，保罗的建议在罗马也是与当时的文化格

格不入的。 

 

 

行事为人要穿戴全副军装：6:10-20 

在以弗所书中，圣灵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点可以在记录保罗传道历史的经文中读

到（使徒行传 19，20章）。保罗强调信徒需要认识到敌对和邪恶的力量，并以此作为这封书

信的结束。要胜过这些邪恶力量则要穿戴全服军装，与基督同行。 

 

“最后，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

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争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

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

能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了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6;10-13）。 

 

注意，我们“在主里面”是强大的（在他的名中），而且是“在他的全能下”（不是我们自己

的力量）。当耶稣的主要门徒彼得，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在这部分关于关系的章节中反复出现的观点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其实正如我们对

待基督的方式。要超越“主人”，雇主和掌权者这样的概念。从心里顺服，就像你对主

顺服一样。我们全心全意侍奉基督，也接受他的奖赏，这就是我们顺服于人的动机。

而身处高位的“主人”或是掌权者，也要像对待基督一样，去尊重和对待身份低于他的

人。这种相互间的顺服就像顺服基督。他顺服于天父，是我们的榜样。你怎样对待地

位高于你和低于你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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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黑暗力量时，耶稣告诉彼得、雅各和约翰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而他们

却睡着了。彼得本来希望到死都保护耶稣，而且以为他可以做到。但是后来有人问他是否认

得耶稣，彼得无法抵挡邪恶力量，而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 22：31-34，39-46，54-62）。他

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和邪恶力量相抵抗。 

 

有些看不到的属灵敌人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抵挡的。魔鬼设诡计让我们中圈套。“诡计”

一词（11节）指的是“设计的圈套和陷阱”。 邪恶力量挖空心思想要让我们远离神的道；让

我们去怀疑，中圈套，不再靠着圣灵行事为人。正如保罗在第二章所述，撒旦是“空中掌权

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撒旦每天都撒出欺骗的大网，想要把人

从主那里网走。这就是为什么“属灵的军装”如此重要。有学者认为，当保罗在描写信徒每

天所要穿戴的七件“军装”时，他一定观察了在他牢房外站岗的罗马士兵的穿戴。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

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信德当作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着的箭。要戴上救

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

不倦，为众圣徒祈求”（6:14-18）。 

 

1. 真理的带子——这是一根粗带子，将其它部分的盔甲束在一起。撒旦最主要的身份是“谎

言之父”。这样，基督徒就一定要站在神的真理之上来抵挡那些谎言，以免他们毁灭我

们。真理也可以让信徒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有依靠。 

2. 公义的护心镜——希腊文中“护心镜”被称为 “护胸”—就是古时的防弹背心。由金属

所造，然后挡住胸部的重要器官，阻挡弓箭，矛和剑刺。“公义”就是信徒的护胸。公义

由真理实践。知道神的真理是第一步。行出神的真理是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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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成为“真理的实践者”。就像雅各所说，“而不仅仅是听道后欺哄自己。” 

3. 福音的鞋子——罗马人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是因为他们发明了鞋子，可以让他们的军

队快速前进。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写道，这些鞋底密密的布满了尖钉，让士兵在战斗中更

有优势。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穿上福音和平信息的鞋子。我们要准备在任何环境下活出、

传讲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和平的福音藉着我们的行为和言语而快速传播。当有人质疑或

者反对福音时，我们不会因他们的推搡而跌倒。我们的脚在福音的土地上深深扎根。 

4. 信德的盾牌——在古时，士兵会将箭头先在焦油中沾一下，然后带着火射向敌人。由于

盾牌多数是由木头所造，它们通常会起火燃烧。这样武士就要在战斗前先浸湿盾牌，就

不怕带火焰的箭了。同样的，撒旦也会向我们射来带火的箭：试探，控告，怀疑，谎言，

和灰心。但是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就可以抵挡这些燃烧的箭：信德。我们的信心是牢固

地建立在神那里的，我们指望他来帮助我们抵挡一切攻击。信心是我们抗击撒旦攻击的

武器。如果我们只相信自己，那些凶残的箭头就会伤到我们；但如果我们用心信的双眼

仰望神，我们就站立的稳。 

5. 救恩的头盔——头盔通常是戴在头上的。我们的头如果用基督的救恩来武装的话，那么

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会从罪的惩罚中被救赎；我们也能从罪中得救。最后我们会赢得

战争，抵御那些在道德上不足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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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当撒旦带着谎言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要使用神的话。耶稣在

旷野受试探时，他就用圣经的话去抵挡魔鬼（魔鬼滥用圣经的话来攻击耶稣）。在试探面

前，耶稣挥舞圣灵，神的话的宝剑。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7. 在圣灵里祷告祈求——最后一样武器是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这是我

们战斗的方式……向主呼求，因为他能“照着他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3:20）”要和那位坐在指挥室统领万军的总指挥交流，祷告就是我们的方式。一旦我们

能够和他通过祷告交通，他就会引领我们战胜邪恶力量和他们的诡计。保罗最后让信徒

为他祷告，这样他就能够有智慧和力量继续在监牢里，在罗马帝国传扬基督的名。 

 

 

最后的问安：6:21-24 

 推基古是神里一位衷心的弟兄和仆人。也是保罗的忠心的同伴。他将这封信带给了以弗所

教会。保罗最后以祝福结束。 

 

“愿平安、慈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弟兄们。愿所有恒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6:23,24）。 

 

问题讨论 

1. 保罗在第三章开头谈到了世俗生活，要求信徒在生活中“行事为人与蒙召的心相称”。浏

览这些章节，看看哪些是你想更强调的生活方式，从而让你的行为与蒙召相称。你的选

择是什么？ 

2. 根据第四章最后一节（4:32），你谅解他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在 4:26-32 当中

“怒气”一次被反复提及？ 

3. 在 5章 21节中，保罗让信徒要“彼此顺服”。21节中另外一部分强调的是什么？为什么

这一点如此重要。 

4. 第 6章集中在信徒的军装和祷告这两个主题。军装的每一部分和祷告的作用是什么？你

目前认为哪个部分对你来说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