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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2: 1–10

讀 經



(1/5)

1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
原是死的。

2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
隨著時代的潮流，

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弗 2: 1–10



(2/5)

3 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
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
我們與別人一樣，

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4然而神滿有憐憫，
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弗 2: 1–10



(3/5)

5 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
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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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4/5)

7 為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中，
顯明他在基督耶穌裡

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
8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
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所賜的；

弗 2: 1–10



(5/5)

9 這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原是神所作成的，
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
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就是神預先所安排的。

弗 2: 1–10

Ω



1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2那時你們在過犯
和罪惡中行事為人，隨著時代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
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3我們從前也都和
他們在一起，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意喜好的去行；
我們與別人一樣，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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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得救是靠著恩
典，）6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他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7為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中，
顯明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
8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這不是出於自己，
而是神所賜的；9這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我們原是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裡創造的，
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就是神預先所安排的。

以弗所書 2: 1–10



弗 2: 1 – 10

1-3 節 死在罪惡過犯裡

4-7 節 蒙恩得救得生命

8-10節 好行為非靠行為



1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2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

隨著時代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3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
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
我們與別人一樣，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死在罪惡過犯裡 vv. 1-3



死在罪惡過犯裡

路加福音 15:24

因為我這個兒子、
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他們就快樂起來。



死在罪惡過犯裡

活在過犯罪惡中的生活
是怎樣的生活?



1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2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

隨著時代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3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
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
我們與別人一樣，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以弗所書 2:1-3



1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2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

隨著時代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3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
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
我們與別人一樣，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以弗所書 2:1-3



死在罪惡過犯裡

1. 隨著時代的潮流
2. 順從空中掌權的
3. 隨從肉體的意欲



1. 隨著時代的潮流

約翰壹書 2:15-17
15不要愛世界和世上的東西。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6 原來世上的一切，就如肉體的私慾，

眼目的私慾和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
而是從世界來的。

17這世界和世上的私慾都要漸漸過去，
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卻存到永遠。



1. 隨著時代的潮流

約翰壹書 2:15-17
15不要愛世界和世上的東西。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6 原來世上的一切，就如肉體的私慾，

眼目的私慾和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
而是從世界來的。

17這世界和世上的私慾都要漸漸過去，
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卻存到永遠。



1. 隨著時代的潮流

約壹 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
使我們勝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壹 5: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於神的，
而整個世界是伏在那惡者手下。



2. 順從空中掌權的

馬太 4:1
隨後，耶穌被聖靈帶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馬太 13:19  
凡是聽了天國的道卻不明白的，
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中的奪去。

這就是撒在路旁的。

馬太 6:13
不要讓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2. 順從空中掌權的

弗 4:27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約 13:2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經把出賣耶穌的意念
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的心裡），



2. 順從空中掌權的

彼前 5: 8-9  
8你們要謹守、警醒。你們的仇敵魔鬼，

好像吼叫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以吞吃的人；
9你們要用堅強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弟兄，
也經歷過同樣的苦難。

帖後 3:3 
主是信實的，他必堅定你們，
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2. 順從空中掌權的

以弗所書 6:11-12  

11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使你們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2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3. 隨從肉體的意欲

羅 7:15-19
15因為我所作的，我不明白；
我所願意的，我沒有去作，
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16如果我所不願意的，我倒去作，
我就不得不承認律法是好的。

17 既是這樣，那就不是我作的，
而是住在我裡面的罪作的。



3. 隨從肉體的意欲

羅 7:15-19

18 我知道在我裡面，就是在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因為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來卻由不得我。
19 所以我願意行的善，我沒有去行；
我不願意作的惡，我倒去作了。



3. 隨從肉體的意欲

加拉太書 5:19-21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20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
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

21嫉妒、醉酒、荒宴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死在罪惡過犯裡

1. 隨著時代的潮流
2. 順從空中掌權的
3. 隨從肉體的意欲



死在罪惡過犯裡

活在過犯罪惡中的生活
是怎樣的生活?



死在罪惡過犯裡

弗 4:17-5:7
【新譯本】

1 7 所以，我要這樣說，並且要在主裡肯定地說：

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存著虛妄的意念。18他們的心思昏昧，

因為自己無知，心裡剛硬，就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19他們既然麻木不仁，就
任憑自己放縱情慾，貪行各樣污穢的事。20但是你們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

。….22 就要除去你們那照著從前生活方式而活的舊人。
這舊人是隨著迷惑人的私慾漸漸敗壞的。 23 … 24 …. 25 所以，你們要除掉謊言…. 

26 生氣卻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 27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8偷竊的，不要再偷，… 29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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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7 1 … 2 …. 3 至於淫亂和任何污穢或貪心的事，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提，
才合聖徒的體統。 4 更不要講淫穢和愚妄的話，或下流的笑話，…. 5因為你們確
實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污穢的或貪心的（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在基督

和神的國裡的基業。 6不要給別人用空言欺騙了你們，正因為這些事，
神的震怒必定臨到那些悖逆的人。 7 所以，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



死在罪惡過犯裡
歌羅西書 3:1-9

【和合本】
1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
在神的右邊。 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5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6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7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8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
〔或作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9不要彼此說謊．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10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死在罪惡過犯裡

提多書 3:2-5
【新譯本】

2不可毀謗人，要與人無爭，謙恭有禮，
向眾人表現充分溫柔的心。

3我們從前也是無知、不順服、受了迷惑、
被各種私慾和逸樂所奴役，生活在惡毒和嫉妒之中

，是可憎可惡的，並且互相仇視。
4 然而，到了神我們的救主顯明他的恩慈

和憐愛的時候，
5 他就救了我們，並不是由於我們所行的義，

而是照著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死在罪惡過犯裡

林前 6:9-11
【和合本】

9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
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10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11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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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6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

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為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中，

顯明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恩典，
是多麼的豐盛。

以弗所書 2: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