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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宇宙之主宰，世界盼望
無限的穹蒼是祢手所造
祢竟在世穿上血肉之軀
浩大無際之神成為人子
為救贖罪人甘作人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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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救主啊，讚美祢
向祢敬拜

教我們尊崇祢 深而又深
教我們尊崇祢 深而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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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宇宙之主宰，世界盼望
求祢發出恩光 遍照全地
願認識祢的人 行祢旨意
將福音恩典向萬人傳揚
帶來救贖的自由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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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救主啊，讚美祢

向祢敬拜
教我們尊崇祢 深而又深
教我們尊崇祢 深而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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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宇宙之主宰，世界盼望
受造的萬物皆切望救贖

尋求祢、渴慕祢、守望等候
盼祢公義國度早日降臨

創造主、救贖主、得勝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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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救主啊，讚美祢
向祢敬拜

教我們尊崇祢 深而又深
教我們尊崇祢 深而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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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講道系列 (31)
The Book of Ephesians Series (31)

與聖徒同國，成為神家的人 (1)

以弗所書 2: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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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以你們要記得、
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

是沒受割禮的，
這名字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
受割禮之人所取的．

12要記得那時候、你們與基督無關、
與以色列選民團體隔絕、
在所應許的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弗 2: 11–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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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
已經得親近了。14因他使我們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15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弗 2: 11–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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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
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

與神和好了．
17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
18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 11–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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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弗 2: 11–22 (4/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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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2: 1–10

死在罪惡過犯裡 (1-3 節) 

但現在…

蒙恩得救得生命 (4-7 節) 

好行為非靠行為 (8-10節)

你們以前，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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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 11-12

你們應當記得，你們從前…

與基督無關
與以色列國無份，是局外人
沒有指望
沒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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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
他使雙方合而為㇐，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

就是以自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
15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

使兩者在他裡面創造成為㇐個新人，
這樣就締造了和平。

16基既然藉著十字架消滅了仇恨，
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神和好，成為㇐體，

以弗所書 2: 14–16
【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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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創造) 成一個新人

基督...
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

除掉雙方的仇恨，
廢掉了律法的規條，

消滅了仇恨，
藉著十字架

使雙方與神和好，成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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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十架成就了

新創造
新人類
新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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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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
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

就是以自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
15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

使兩者在他裡面創造成為㇐個新人，
這樣就締造了和平。

弗 2: 10,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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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6:14-15

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19



以弗所書 4:24 
並要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創造的，
有從真理而來的公義和聖潔。

1. 十架新人類是一群美麗的人
滿有公義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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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你們必定聽過他的事蹟，在他裡面領
受了教導－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面－

22就是要除掉舊人；
這舊人屬於你們過去的生活方式，
順從著迷惑人心的私慾，日漸腐化；

23又要在心思意念上更新，
24並要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創造的，
有從真理而來的公義和聖潔。

以弗所書 4:21-24【新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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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
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1. 十架新人類是一群美麗的人
滿有公義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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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5:14-17  
14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16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17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2) 十架新人類是一群活得快樂
有新思維的人 -- 完全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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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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3) 十架新人類是一群滿有體諒和諒解的人
有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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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美麗的人 –
因有神的公義和聖潔
A society of beautiful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righteous and holy

一群生活得快樂的人 –
因有一個為主而活的新思維

A society of joyful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living totally for the Lord 

一群充滿諒解和體諒的人 –
因有信神而生的愛心

A society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passionate people 
because they have a love that is out of their faith i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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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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