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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蒙召的使命教会蒙召的使命
以弗所书 二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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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以弗所书：二1~10

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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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 样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4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6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7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
9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 是他 作 在基 稣 造成 要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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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看这段的圣经，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它…
第一个段落 保罗说尽管教会的成员来源有异 彼此之间也的确有明显的差别第 个段落，保罗说尽管教会的成员来源有异，彼此之间也的确有明显的差别，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走过来的经历，二1a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也就是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在信主之前属灵的景况，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下面他讲到两方面…

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的看一个蒙恩以前的外邦人他们属灵的光景？

二2b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二2b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二3a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为什么要区分你们、我们？为什么要区分你们、我们？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事实上是交错着用着「你们」跟「我们」的这两个词汇，
「你们」比较多用来表达的是他的读者外邦人的身分

「我们」常常特别用来强调保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从旧约的背景当中，他是神的选民的身分

但是无论是外邦人 犹太人 在信主之前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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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在信主之前都有
共同属灵的景况，事实上都是罪人。

保罗怎么样描述外邦人信徒他们在信主之前属灵的景况呢？
1 二2a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1.二2a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外邦人不像犹太人从古早就有摩西律法，教导他们关乎神的律例、神的心意，
以及神的期盼祂百姓行事的法则，外邦人没有，因此从起初人在犯罪之后，

那个可怜的光景，外邦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地从他们的传统、文化，

承继那个犯罪，而持续不断被定罪的属灵负债的可怜光景。

2 还有属灵的影响 不必说以弗所教会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2.还有属灵的影响，不必说以弗所教会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
周边都是异教、都是敬拜邪灵、污鬼的宗教，一个人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成长，
相信他周围、以及他居住的世界，是在许多的邪灵、污鬼的管辖之下

不知不觉他不但是察觉、也正在邪恶与神敌对的属灵势力之下，

信主之前，是在这个背景当中，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

这是外邦人他们在信主之前可怜的光景这是外邦人他们在信主之前可怜的光景…

犹太人呢？二3a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肉体」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肉身，它是一个中性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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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肉身，它是 个中性的用词，
不过在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常常都赋予它负面的意涵。



人在犯罪之后许多犯罪、喜欢犯罪的习性，都跟我们肉身的文化、传统而来，
许多生活的行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是那个生活的习性、方式，许多生活的行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是那个生活的习性、方式，

持续不断地使这个人活在罪人的生活方式当中。
保罗说即便我们犹太人是有摩西律法的规范，但是都还是在肉体的私欲里生活。

保罗要先讲一件事情：所有蒙恩的人，不论是外邦人、犹太人，
在我们信主之前，都共同走过相同的经验，都从罪人那个可怜的光景，

因为神的爱 人在尚未寻求 神就已经为他预备救恩 因着神的怜悯因为神的爱，人在尚未寻求、神就已经为他预备救恩，因着神的怜悯，
叫软弱的人、叫无助的人、叫无力翻身的人还可以有机会。

怜悯，不只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同理心而已怜悯，不只是我们 般所想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同

神的怜悯是讲到一个与人有立约关系的神，

神既然与亚伯拉罕立了约，要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

是 先前在 成 事实目的就是要翻转人先前在亚当里，已经犯罪成为罪人的事实，

要从撒但篡夺了神荣耀的可怜现状当中，夺回原本属乎神荣耀的美景

因此救恩本身来讲，就是神所喜悦要叫罪人回转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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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救恩本身来讲，就是神所喜悦要叫罪人回转的新路，
是神的爱、对罪人的爱，是神的怜悯、对那无力自救罪人所作救恩的努力。

5a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事实上你们 也包括我们这些犹太人 在蒙恩之前事实上你们、也包括我们这些犹太人，在蒙恩之前
都共同地都从错谬、软弱、无能自救可怜的光景，

我们都在肉体的私欲当中无能自拔。
是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得在祂的恩典当中重新一同活过来。

6-7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我们有一个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恩典

它就是一个蒙恩的信徒有分于基督那个高天得荣的生命，

验 是与基督 同活过来的 个 典经验经文所说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这个恩典

事实上这一个蒙恩共同的回忆，
是赋予我们所有的人 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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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赋予我们所有的人，犹太人跟外邦人都 样，

是赋予我们所有的信徒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6-8a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要 他 丰富 恩 ，就是他在 耶稣 向我们所施 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恩典，
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为什么这个我们所经验的恩典、可以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呢？

在我们所蒙的恩跟后来的世代 所期盼他们也可以蒙相同的恩典之间在我们所蒙的恩跟后来的世代，所期盼他们也可以蒙相同的恩典之间，

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跟连结呢？

8b-9a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8b 9a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因为你们蒙恩、因为你们得救，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借着你们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信靠是借着你们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信靠。

事实上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之所以蒙恩的原由、以及回首一路
走过来属灵的路径 保罗要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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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来属灵的路径，保罗要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我们自己就是神恩典展示的物证。

我们的得救是出于神两方面恩典的预备：
1 祂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凭信心信靠1.祂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凭信心信靠。

2. 是在祂的恩典和怜悯当中，这份恩典临及需要救恩的人。

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或者严格来讲对所有的信徒，这句话是普遍适用：
我们所有的人蒙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借着神恩典的预备、
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因此我们才得救的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此我们才得救的。

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走相同的路径，因此保罗会说：
神就是这样的借着那我们所经验的恩典，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神就是这样的借着那我们所经验的恩典，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

所以保罗才会说：这一切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

我们从来不曾自己定意要蒙恩，从来也没有作出什么任何的努力
足以交换我们所需要翻身的救恩，我们自己就是神恩典的物证。

事实上我们是神恩典宣扬的人证，

(因为) 是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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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如果把10跟前面6、7连在一起的话，你就会看更得清楚一点…
6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6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同复活， 同坐在天上，
7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10a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是祂的工作，我们得蒙拣选，从起初蒙恩神就有一个心愿，
我们自己的确是经历神恩典的人、我们自己是物证我们自己的确是经历神恩典的人、我们自己是物证
 10 我们不只是神恩典展示的物证，我们这个蒙恩的人，

自己就是那个宣讲神恩典的人证
经文说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工作」也许翻译成「杰作」更好一点，我们是神恩典奇妙的成品。

神喜悦叫那先前已经是死了的 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无力翻身 自救的罪人神喜悦叫那先前已经是死了的、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无力翻身、自救的罪人，
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不但拥有属灵的新生命，并且心向着主愿意走主的路，

我们自己这心意的回转、我们自己这从先前死亡到如今得以存活的蒙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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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 这 意的 转、我们自 这 先前死亡到如今得以存活的蒙恩的人，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神恩典的展示，是带着神一个使命性心意的期盼的。

谁是那个最有说服力的传讲者呢？岂不是就是那个自己蒙了恩典，
讲述神在他身上是如何成就救恩的人讲述神在他身上是如何成就救恩的人。

当耶稣在雅各井旁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交谈，
她本来是要中午出来打水的，可是既然得蒙救恩，

她放下她手中的水罐、回到她自己的城里，

跟人讲述先前在耶稣基督与她的对话当中，

是怎么样地叫她生命更新是怎么样地叫她生命更新。

每一个蒙恩的人在神的面前，不但是神恩典的物证、也是神恩典宣讲的人证。

当把二1-10跟第一章的信息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出保罗宣讲信息的全貌…当把 1 10跟第 章的信息连结在 起的时候，就看出保罗宣讲信息的全貌…
第一章 神所预备的救恩，是借着神预定的拣选、要将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是神终末在全地的心意。而这个心意因着人的犯罪，

他失去了这个能力、失去了这个可能、甚至也失去了这个意愿。

神既有要叫罪人从罪里得翻转的意愿、要将先前被撒但篡夺的荣耀重新拿回来，

因此神定意要叫祂的能力不但是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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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定意要叫祂的能力不但是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

并且要显明在教会身上。

神的能力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叫耶稣基督这十架代赎的作为，

成就一份人可以借着相信的救恩成就 份人可以借着相信的救恩

神的能力显明在教会的身上，要叫教会从蒙恩的第一瞬间开始，

有一份对自己身分、以及对于自己所承担使命的新认知

因此神不但是要教会成为物证，神也要叫教会成为一个宣讲神恩典的人证。

既然神的心意是要叫祂的能力显明在教会，既然神的心意已定，要叫所有
受造有祂荣耀形像的人 都可以以祂的荣耀为尊荣 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受造有祂荣耀形像的人，都可以以祂的荣耀为尊荣、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教会不只是只有一方面的功能—向世人展示他们自己蒙恩、那荣耀的来时路

并且教会有一个责任—自己就是神话语的宣讲者并且教会有 个责任 自己就是神话语的宣讲者

二8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为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预备了我们应当解释「为什么神要借着我们来展示」。
二10因为我们是祂的荣耀。

回答了问题—如果神的心意是要借着祂显明的能力，透过教会来表达的话，
10我们如何能够叫这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传给后来的世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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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们如何能够叫这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传给后来的世代看，
因为我们不但是神恩典展示的物证，我们也是神恩典展示、传扬的人证。

当我们想到我们不但是物证、我们也是人证的时候，
至少有两方面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我们自己祷告至少有两方面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我们自己祷告…

第一、求主加多、加深我们在神恩典当中的经历，
以至于当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

那个跟随主所拥有新生命所带来的喜乐
在祷告当中所经验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新的

我们有越多这样的经验 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就越深刻我们有越多这样的经验，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就越深刻，
因为我们是物证，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展示。

第二、既然我们是人证，就求主用我们的口，
把我们的经验说得清楚和完备把我们的经验说得清楚和完备，

叫人看出来我们的确就是这样经验，

的确经验的就是这样神荣耀丰满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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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经验的就是这样神荣耀丰满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