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講道系列 (28)
The Book of Ephesians Series (28)

真正認識神 (4)
The True Knowledge of  God (4)

經歷神大能

以弗所書 1: 15 -23 



以弗所書 1: 15 – 23
【新譯本】

讀 經



(1/4)

15因此，我聽到你們
在主耶穌裏的信心，
和對眾聖徒的愛心，

16就不住的為你們獻上感謝。
我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

弗 1: 15 – 23
【新譯本】

以弗所書系列 (28) 弗 1:15-23 真正認識神 (4) 6



(2/4)

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

使你們充分的認識他，
18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
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他基業的榮耀，
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弗 1: 15 - 23 【新譯本】

以弗所書系列 (28) 弗 1:15-23 真正認識神 (4) 7



(3/4)

19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20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弗 1: 15 - 23 【新譯本】

以弗所書系列 (28) 弗 1:15-23 真正認識神 (4) 8



(4/4)

21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作主的、

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

22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
並且使他作教會至高的元首。

23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弗 1: 15 - 23 【新譯本】

Ω
9



19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20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弗 1: 19 - 20 【新譯本】

以弗所書系列 (28) 弗 1:15-23 真正認識神 (4) 10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林前 1:18 

真正認識神 - 經歷神大能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
蒙召作使徒，奉派傳神的福音。

2 …藉著眾先知在聖經上預先所應許的，
3 就是論到他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按肉身說，他是從大衛的後裔生的；

4 按聖潔的靈說，因為從死人中復活，
以大能顯明他是神的兒子。

羅馬書1: 1-4【新譯本】

真正認識神 - 經歷神大能



4 然而神滿有憐憫，
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5 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
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6 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
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 4 - 6 【新譯本】

真正認識神 - 經歷神大能



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20 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弗 1: 15 - 23 【新譯本】

真正認識神 - 經歷神大能



13你們因著過犯和肉體未受割禮，
原是死的，

然而神赦免了我們的一切過犯，
使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14塗抹了那寫在規條上反對我們、
與我們為敵的字句，

西 2:13-15 【新譯本】

1. 能力去饒恕



15他既然靠著十字架
勝過了一切執政掌權的，

廢除了他們的權勢，
就在凱旋的行列中，把他們公開示眾。

西 2:13-15 【新譯本】

1. 能力去饒恕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赦免了…
塗抹了…
拿去了…
勝過了…
廢除了…

1. 能力去饒恕



12所以，你們既然是神所揀選的，
是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的心腸、

恩慈、謙卑、溫柔和忍耐。
13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

互相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照樣饒恕人。14在這一切之上，

還要有愛心，愛心是聯繫全德的。

西 3:12-14 【新譯本】

1. 能力去饒恕



31 一切苛刻、惱怒、暴戾、嚷鬧、毀謗，
連同一切惡毒，都應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32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
彼此饒恕，

就像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 4:31-32 【新譯本】

1. 能力去饒恕



6 我們知道，
我們的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使罪身喪失機能，使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死了的人已經脫離罪了。

8 我們既然與基督同死，
就信也必與他同活。

羅馬書 6:6-8 【新譯本】

2. 能力去勝過罪



榮耀釋放
Glorious Freedom



1.   我曾被罪惡 之鎖鏈捆綁
像奴不自由 痛苦難當；
但耶穌斷開 我一切捆綁，
榮耀之救恩 使我釋放。



2.  主使我脫離 情慾和嗜好，
脫離我妒忌 恨惡狂傲 ；
脫離我世俗 虛空之幻想；
亦使我離去 一切憂勞。



3. 主使我脫離 驕傲和愚昧，
脫離我溺愛 金錢迷惑；
脫離我惱怒，暴躁之性情；
榮耀之釋放，無窮喜樂。



【副歌】

榮耀之釋放，奇妙之釋放，
我再無罪惡束縛痛苦；
榮耀釋放者，是救主耶穌，
從今到永遠，使我釋放。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裡面；

如今在肉身中活著的我，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的；

他愛我，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 2:20 【新譯本】

3. 能力去為主而活



7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
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
8我們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

我們無論活著或是死了，總是屬於主的人。
9為了這緣故，基督死了，又活過來，

就是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羅馬書 14:7-9【新譯本】

3. 能力去為主而活



14原來基督的愛催逼著我們，
因為我們斷定一個人替眾人死了，

眾人就都死了。
15他替眾人死了，

為的是要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著，
卻為那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

林後 5:14,15【新譯本】

3. 能力去為主而活



14原來基督的愛催逼著我們，
因為我們斷定一個人替眾人死了，

眾人就都死了。
15他替眾人死了，

為的是要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著，
卻為那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

林後 5:14,15【新譯本】

3. 能力去為主而活



3. 能力去為主而活

2. 能力去勝過罪

1. 能力去饒恕

真正認識神 - 經歷神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