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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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 1–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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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 1–1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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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 1–1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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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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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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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在過犯罪惡中的生活
是怎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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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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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恩得救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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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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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恩得救得生命

• 神憐憫，神愛，大愛
恩典(3x)  (+vv. 8-10)

• 與祂(耶穌)復活
在基督耶穌裡(3x)  (+vv. 8-10)

• 神所賜，神所作成
神所預先安排 ( vv. 8-10) 



蒙恩得救得生命

羅 5:6-8  

6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7為義人死、是少有的、
為仁(好)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蒙恩得救得生命

約翰福音3:16

神愛世人... 

提多書 3:4-5【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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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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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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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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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 8–10



好行為非靠行為

為何行為那麼重要?



好行為非靠行為

1)  將來審判是按行為

彼前 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
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

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好行為非靠行為

羅馬書2:6-11【新譯本】

6神必照各人所作的(行為)報應各人：
7以永生報答那些耐心行善、
尋求榮耀尊貴和不朽的人，

8卻以震怒和憤恨報應那些自私自利、
不順從真理而順從不義的人；

9把患難和愁苦加給所有作惡的人，…
10卻把榮耀、尊貴與平安賜給所有行善的人 …。

11因為神並不偏待人。



好行為非靠行為

林前 3:13【新譯本】

各人的工程(工作，行為)將來必要顯露，
因為那日子必把它顯明出來。
有火要把它顯露出來，

那火要考驗各人的工程是怎樣的。

馬太12:36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

【新漢語】…在審判的日子，
各人要為自己所說的每句閒話作出交代。



好行為非靠行為

希伯來書 10:30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又說、『主要審判他的百姓。』

彼前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
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

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好行為非靠行為

2)信心表現在行為上

雅各書 2:14，17-18 

14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
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

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17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18 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

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



好行為非靠行為

雅各書 2:20,  22,  24,  26 

v. 20 虛浮的人哪、
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麼?

v. 22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而且信心因著行為纔得成全．

v. 24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
不是單因著信。

v.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好行為非靠行為

帖前 1:3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
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帖後1: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
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
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好行為非靠行為

3) 惡行須要以善行代替
提多書 2:11-14 

11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12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

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
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14 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
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
熱心為善 (追求美善行為)。



好行為非靠行為

提後 2: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好行為非靠行為

提多3: 14-15
【新漢語】

14 耶穌基督為我們獻上自己，
是為了救贖我們脫離一切不法的事，
並為自己潔淨屬於他的子民，
就是那熱心行善的人。

15 這些事你要講明；
要運用一切的權柄勸勉人，
指正人；不要讓人輕看你。



好行為非靠行為

提多 4:1-5【新漢語】
1 你要提醒眾人，要順服執政的、掌權的，
要聽從他們，要準備好做各樣的善事；

2不要毀謗人，不可好鬥，要謙遜，
對所有人都要顯出完全的溫柔。

3其實，我們從前也是無知、悖逆、
被迷惑的，被各樣私慾和享樂所奴役，

生活在惡毒和嫉妒中，
惹人憎恨，又互相憎恨。



好行為非靠行為

提多 4:1-5【新漢語】

4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仁愛顯明的時候，
5他拯救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所行的義，

而是按著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好行為非靠行為

提後 3:16-17 

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好行為非靠行為

4) 有好行為才有好見證

彼前 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
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好行為非靠行為

4) 有好行為才有好見證

提多書 2:7-8 

7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
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

8 言語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
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



好行為非靠行為

羅馬書 2: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們受了褻瀆、
正如經上所記的。

羅馬書 2:17-23



好行為非靠行為

5) 愛心不能缺少行為

希伯來書10:2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約壹 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
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好行為非靠行為

5) 愛心不能缺少行為

加拉太書5: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
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

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纔有功效。



好行為非靠行為

1)  將來審判是按行為

2) 信心表現在行為上

3) 惡行須要以善行代替

4) 有好行為才有好見證

5) 愛心不能缺少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