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2 屆講道會

余達心牧師：浩瀚的救恩‧大能的子民
——在割裂的世代讀《以弗所書》

第一講：《以弗所書》的歷史場景與主題
歷史場景
主後六十二年，保羅已在羅馬被拘禁兩年，早兩年在該撒利亞坐了兩年監。
·
·
·

尼祿皇﹙Nero﹚登位數年，荒淫無道，更肆意迫害基督徒。主後六十四
年羅馬大火，基督徒被大舉殺戮。
神秘流行、神祇眾多，基督位列其中。
基督徒僅一微不足道的小群。

四大主題
主題一
· 對救恩浩瀚不能停斷的感恩和讚美
· 三句令人透不過氣的句子（一章 314 節、1523 節；三章 1419 節）
主題二：基督是中心
· 祂是全宇宙的救主、萬物的中心
· 三一結構躍然紙上（一章 36 節、712、1314；四章 310 節）
· 基督是中心、是依歸、是總結
主題三：幽暗的勢力
· 一切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一章 21 節）
· 我們曾追隨空中掌權的首領（二章 2 節）
· 天上執政的、掌權的（三章 10 節）
· 基督升上高天擄掠仇敵（四章 8 節）
· 撒旦的詭計和法術（四章 14 節）
· 我們與管轄幽暗世界的惡魔爭戰（六章 12 節）
主題四：教會是末世群體、大能子民
· 全書聚焦的一節經文（三章 10 節）現在，對，是現在！
· 人自我中心到了極盡，自戀主義猖獗
· 看我們的世代
o 完全否定超越，活在當下，此刻即一切
o 否定上帝，人以自己為神，滿城偶像
o 無盡資訊，失卻知識，鄙視智慧
o 真理無常，價值浮移不定
· 徒信備受衝擊，教會迷失方向
重讀以弗所書
· 重拾末世視野
· 重新確認自我身份
改變歷史軌跡與人類的命運

第二講：浩大救恩的讚歌（《以弗所書》一章 123 節）
保羅最後一次宣教旅程
在以弗所宣教三年（《使徒行傳》廿章 31 節），主道興旺引來騷亂。回耶路撒
冷。在耶路撒冷幾乎被害，下放該撒利亞監中兩年之久，當時保羅六十歳。被
解到羅馬受審，經六、七個月危險旅程，在羅馬受拘禁，兩年之久。
· 如何能如此毫無保留？
· 如何能如此奮不顧身？
強烈的感激之情
止不住的感恩（314 節）
· John Mackay: A cascade of words, rhapsodic outburst of thanksgiving.
· John Stott & Peter O’Brien: An Outburst of Praise.
3 節：短短的一句用了三個同出一源的字——頌讚﹙eulogētos﹚、祝福
﹙eulogēsas﹚、福氣﹙eulogia﹚
314 節：「在基督裡」出現了九次。
45 節：「藉基督」共出現十次。
4 節：凡「在基督裡」的人就是神的選民
聖潔
·
·

原初用來表達本體區分的﹙Separation, Ontological Distinction﹚，成了神
向我們發出的邀請。
分享祂聖潔的性情。被邀作祂的兒女。被祂「領養」﹙adopt﹚成為祂家
裡的人。

得兒子的名份
William Barclay 精彩的解說：父權絕對，一切屬於父親。
· 歸入另一人的名下作兒子乃重大的事
· 兩次賣出，再贖回，第三次賣出作實
· 兒子在新家庭中享有一切權利。
· 舊有的父親再沒有 Patria Protesta。
· 買贖﹙apolutrosis﹚可從這角度理解。
910 節：神旨意的奧秘
· 豈止外邦人得救
· 萬物在基督裡同歸於一
我們是神的產業（《出埃及記》十九章 6 節；《詩篇》卅三章 12 節）
11 節：我們要承受祂給我們的產業
我們要領取的產業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在天國裡特定的位置
12 節：在神設計的度大拼圖中我是其中的一小塊。我的份是完成這拼圖
Westminster Catechism：人存在唯一的目的是榮耀神並永遠的享受祂

第三講：從末世的亮光看自己（《以弗所書》二章 110；1922 節）
世俗化的年代
· 世俗化：Secular, Secularization, Secularism——出自拉丁文 Saeculum
· “Saeculum＂就是「現在、現時、當下、此刻」的意思。
· 「當下、此刻」就是意義的全部，沒有超越、沒有將來。
· Beatles: “He is a nowhere man, sitting in this nowhere land, making his no
where plan, for nobody.”
末世的生命向度、主再來的等候
不聞久矣
三十多年前滕近輝牧師的一首詩
透過主的再來看萬事
透過主的再來看自己
我的燈是否剔亮？我的油是否添滿？
是否欣然對主說：主我願您來？
Viktor Maag, “Malkut YHWH”
以色列人進入迦南，安頓下來，便以為到了歷史的終點，失卻了歷史—末世的
向度﹙historicaleschatological orientation﹚
以色列的罪——停頓﹙Sedentarization﹚
不少基督徒就像以色列人一樣，信了主，領了洗，在教會中有了事奉崗位，便
以為到了信仰的終點，安頓了下來。
《以弗所書》整卷書都透出末世的亮光
保羅的祈求（一章 1519 節）
照明心中眼睛
· 更深的認識神便會更深的認識自己
· 更高層次的屬靈事實
恩召的指望
· 神擺在我們面前的未來，其實已在我們現時的生命中透出來。
· 我們活在盼望中，也同時活出所盼望的。
我們要得的基業—被神得，並分享祂生命的豐富。
因基督復活的大能已賜給了我們，我們超乎得勝，不單有戰勝罪惡勢力的能
力，更有能力成全神的美善。
二章 16 節 Change, Radical Change
我們的本相：我們被空中掌權的愚弄、控制，為悖逆之子。
基督復活的大能改變了我們。

一章 20 節及二章 6 節
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我們竟可以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親睹曾操控我們的勢力伏在我們的腳下（基
督的腳下）。
二章 7 節
· 我們所受的恩，我們生命的轉變，神要藉我們顯明給後來的世代。
· 我們是救恩工程和歷史的一部份。

第四講：從浩瀚的救恩歷史看教會（《以弗所書》三章 121 節）
John Mackay, God’s Order—the Ephesian Letter and the Present Time
“The Universe is rifted. The fact of a rift is the elemental, decisive fact about the
reality in its wholeness.”
John Stott,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 Alienation
二十世紀人類的實況（不計二次大戰）：
· 中國內戰單是軍隊已一百二十萬人死
· 法國在越戰中軍隊六十多萬人死亡
· 韓戰軍隊三百多萬人死亡
· 中國大躍進三千八百萬人死去
· 文化大革命一千多萬人死
· 美國越戰三百多萬人死亡
· 赤柬屠殺二百多萬國民
· 埃賽俄比亞內戰﹙7491﹚一百多萬人死
· 波斯尼亞種族仇殺數十萬人，二百七十萬人被迫遷徙
· 盧旺達種族清洗，一百多萬圖西族人被胡圖族人所殺
以色列人的高墻
· 「受割禮的」與「未受割禮的」隔絕
· 分隔的高墻以保聖殿的神聖：至聖所、祭師院、以色列院、女院
· 五級下一道墻，這墻以外再下十四級，另一道厚一米半的墻，之外是外
院。
· 警告：「擅闖者必被處死」
人間的隔絕
· 這隔絕、疏離在保羅看來完全是人一手造成的。
· 本來作施福器皿的以色列反成了神施恩的攔阻。
· 各民各族的洪溝
天上的割裂
· 空中邪惡的靈不斷將宇宙斷裂
斷裂失敗
· 拆墻、和好不斷在歷史中擴散
教會是人類的醫治
· 教會是末世的﹙eschatological﹚
· 教會是滿載靈恩的﹙charismatic﹚
· 教會是立約的﹙covenantal﹚
· 教會是以死亡感恩的﹙Eucharistic﹚
· 教會是群體

第五講：末世的群體‧大能的子民（《以弗所書》四章 116 節）
·
·
·

毛澤東：「革命不是請客吃飯！」革命需要付出代價，甚至生命。
教會是人性的革命者，被召改變歷史方向，人類命運，直至萬物伏在基
督腳下。
我們的生命要如明光照耀

四章 13 節
· 保羅用了一個很特別的身份勸勉信徒：為主被囚的﹙prisoner for
Christ﹚—為主的緣故被囚。
· 在三章 1 節他稱自己為「基督的囚奴」﹙prisoner of Christ﹚
· 「行事為人」——peripatēsai——walk 乃指具體的生活
· 這裡的「行事為人」與二章 2 節的「行事為人」互相呼應，作出對比
天國的核心價值
三種素質：謙虛、柔、忍耐
· 謙虛 Tapeinophrosunēs
Tapeinos=低賤，沒有地位、身份
Phroneō=自視，決定
· 柔 Prautētos
自制的力量
· 忍耐 Macrothumia
Thumos=heat of anger 怒火
Thumia 由 Thumaiō﹙燃燒馨香之祭﹚
Thumiama 就是馨香的祭
三種生命表現出自一本體：愛——愛生出謙虛、柔、忍耐
彼此堅立 Anexomenoi=sustain, erect, bear, endure, hold firm
四章 3 節
聖徒之能合而為一，因有雙重保障
聖靈——和平的聯絡﹙bond of peace﹚
Bond=sundemos=筋節 ligament
數一數：共有七個「一」
Peter O’Brien:“The church is the eschatological outpost, the pilot project of god’s
purposes, and His people are the expression of this unity that displays to the Universe
His final goal.”
四章 7 節
清楚指「我們各人」﹙each one of us﹚
每一個信徒有獨特禮物
保羅書信提及恩賜的四段經文
三十多種恩賜

1. 說預言、服事人、教導、勸慰、把財物分配、領導、行善（羅 12:68）
2. 智慧言語、知識言語、信心、醫病、行神蹟、講道、辨別諸靈、說方言、繙
方言（哥前 12:810）
3. 使徒、先知、教師、行神蹟、醫病、幫助人、治理事、說方言、繙方言（哥
前 12:2830）
4. 使徒、先知、傳福音、作牧養和教導的（弗 4:1112）
每一種恩最基本的內涵——愛
教會不是 Talent Show 天才表演的地方

第六講：敢問我是誰——新造的人（《以弗所書》四章 17 節  五章 21 節）
教會是上帝陣旅中的一隊軍隊。一隊軍隊無論如何龐大，由將領到士兵，
每一個人的素質都非常重要。人多勢眾的軍隊可以兵敗如山倒。最好的例子就
是在淝水之戰中苻堅的九十七萬大軍被敵方的八千輕騎衝擊到潰不成軍。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描述苻堅九十七萬大軍組成的過程，已清楚給我
們看到其敗的原因。全軍都是烏合之眾。沒有作戰能力。領軍的都是紈 子
弟。謝玄的八千輕騎乃精兵並且抱必死的心迎敵。
在軍旅作戰中，每一個單元，無論多微小，都可以非常關鍵。
四章 17 節
保羅鄭重而迫切地說：「所以，我說」，還補上一句：「我在主裡確實地
說」。「確實地說」原文為 martuomai——testify, witness（見証），甚麼樣的見
証？
Marturomai 與 martyr（martus 殉道者）是同一字系。亦即是說，保羅以他的性
命作見証。
1718 節
John Mackay 的意譯：they live blindfolded in a world of illusion, cut off from the
life of God through ignorance and insensitiveness.”
他們的心剛硬（porosis—calcified 鈣化）
John Stott: Hardness of heart leads to darkness of mind, then to deadness of soul.
四章 22 節
· 「脫去」﹙apothesthai﹚Hoehner 認為可解作“put away, lay aside, get rid
of＂（參《羅馬書》十三章 12 節 get rid of the deeds of darkness）。即棄
絕、撇棄。
· 「穿上」﹙endusasthai﹚有“furnish＂（放進去）的意思。要回復我們原
有的「上帝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
四章 25 節
「棄絕謊言」=「棄絕虛假」，踐行真實，真誠，誠實無偽。
保羅特別注重說話
· 四章 29 節「污穢的言語一句不出口」
· 五章 4 節「淫詞妄語和戯笑的話，都不相宜」
言語不謹謹是傳意的媒體，它就是生命的表達。
進一步清理生命的殘渣：憤怒、苦毒、惱恨、忿怒、嚷鬧、
我執。
五章 3 與 5 節
淫亂、污穢、貪心
三種行為連在一起

謗。這一切來自

貪心的原文是 pleonekchia
pleon=more 更多，ekchia=have 擁有，即擁有更多之仍要更多。是一種沉溺。
這些都要撇棄。但單是禁絕、撇棄、清理會使人疲累和氣餒。
一定要有積極的追求。關鍵是生命操練。
五章 1 節
「你們效法神」
四章 20 節
「你們學了基督」，不單是「學基督的教訓」而是「學基督」
四章 21 節
· 「你們聽過祂」不是「聽關於祂的事」而是直接地聽祂。
· 和合本的繙譯：「學了祂的真理」譯不出精髓，原意應為「你們在祂裡
面受教，
· 因為真理乃在耶穌」我們要學真理就要活在耶穌裡面。
甚是祂所喜悅，甚是他恨惡的？
約翰衛斯理名言
“Give me a hundred men who fear nothing but God, who hate nothing but sin, and
who know nothing bu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and I will shake the world.”
「給我一百個除了上帝甚麼都不怕，除了罪一無所恨，除了耶穌基督一無所
識，給我一百個這樣的人，我可以搖撼世界」

第七講：新的生活‧新的家庭‧新的社會秩序（《弗》五 15 – 六 9）
五章 15 到 21 節是接駁上下的一段經文，連接 4:175:14 及 5:226:9
這兩大段，也可以說是我們理解新的家庭、新的社會秩序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惡…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希臘文用來表達時間有兩個字：kronos、kairos。
· Kronos 乃指時鐘一分一秒的時間
· kairos 的意思是「契機」（那一刻所賦予的機會）。
保羅要我們贖回的正是 kairos(契機)。我們一度愚昧地虛耗生命，虛耗了不少生
命契機。更深一層的意義：保羅在《哥林多前書》七章 2931 節迫切地說：
「弟兄們，時候減少了，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哀哭的要像
不哀哭;快樂的要像不快樂；置買的要像是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不世物；因
為這世界的樣子都要過去了。」
「被聖靈充滿﹙plirourthe﹚﹙continuous imperfect﹚」不斷地被聖靈充滿。
聖靈在我們的生活中應該有一個決定性的位置，在整卷以弗所書中保羅便不断
提到聖靈的重要：
· 一章 13 節「受了所應許的聖為印記」
· 一章 14 節「這聖靈是得基業的憑據」
· 一章 17 節「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靈賞給我們」
· 二章 18 節「我們兩下被一個聖靈所感得以進到父前」
· 二章 22 節「我們被建造成為聖靈的居所」
· 三章 5 節「這救恩的秘無人知道如今藉聖靈啟示給聖徒」
· 三章 16 節「藉著祂的靈叫我們心裏的力量剛強起來，心有根有基,叫我
們明白基督的愛何等長 高深」
· 四章 3 節「竭力保守聖靈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 四章 4 節「只有一個聖靈」
· 四章 30 節「我們不可叫聖靈擔憂」
· 五章 18 節「聖靈充滿」
· 六章 17 節「起聖靈的寶劍」
· 六章 18 節「聖靈多方禱告祈求」
聖靈將感恩、讚美和愛植根在我的生命中，一切也因此而變化。
「順服這個字 hypotasso」直譯為 put under 放在下面。
在五章 21 節這個字的語態﹙voice﹚不是主動，也不是被動，而是中間語態
﹙middle voice﹚即是說：人主動的將自放在下面﹙submit oneself to﹚──這是
自願的舉動，與自我降卑有相同意思。
當這種生命態度在社會中擴散，內裡的社會關係便起了根本性的變化。在社會
關係中，最容易出現張力和矛盾的就是涉及權柄和順服的關係，在政治上如
是，在經濟結構中如是，在家庭關係中如是，在一代與另一代之間的關係也如

是。權柄、權力在各種不同的人的組織裡不可能避免，但權柄和權力亦是最容
易被誤用和妄用，因而做成關係的緊張與破裂。
新約學者 Markus Barth 在他的以弗所書註釋 Broken Wall（拆 的墻）中指出，
這三種不同層次的關係—丈夫/妻子，父母/兒女，主人/奴僕—涉及到人存在最
基本的三方面的狀態：人是具有性別而存在於兩性關係中；人的生命是具有時
間性的，他存在於過去與未來之間，因此他的生命與上一代並下一代的生命連
在一起，息息相關；人也存在於經濟結構中，在經濟關係中便有主僕或從屬的
關係。而在這三方面的基本關係中，基督教徹底地改變了社會文化歷來的錯誤
觀念。
新的家庭秩序
這裏的「順服」並不涉及身份的尊卑，而是在神的設計中，用 John Stott 的說話
是一種功能性的順服﹙functional submission﹚是涉及角色的問題。神決定將
casting vote 交給丈夫。但這決定性的一票只是功能性的，不表示有了這權利，
丈夫便可以用之來制宰妻子。在這種極深的愛的關係中，男人有權去制宰女人
這種想法幾乎可以說是荒謬的，與福音信仰是完全不符的。
保羅進一步論及父母對子女的權柄。再一次，我們清楚看到，誤用或濫用權
柄，都是否定的。背境是希羅文化流行的意識，就是父權是絕對的，兒女彷如
父親的附屬品，沒有個人獨特的身份，只能有家族要他們有的身份。父權社會
似乎是古代社會的常態，直到新約時代，耶穌基督的教訓將父權的「權」作了
一徹底的重新定義。這權的內涵是愛，並且是有規範的。因為父母有責任以
「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六章 4 節）他們聽從父母，不單因為尊敬父
母，更因父母傳給他們的是主的教訓，是生命之道，是關乎他們的生命的。兒
女的聽從乃出於對父母的「尊敬」﹙tima﹚。原文 「timaō」這個字含有「貴重
﹙prized﹚」之意。父母不應「惹兒女的氣」﹙parorgizeteo,provoke﹚，令們生
出怨憤、憤恨，因為當他們對父母怨憤，他們便會連主的教訓也抗拒。歌羅西
書便更詳盡的解釋什麼是「惹兒女的氣」，歌羅西書 3:21「你們作父親的不要
惹兒女的氣，恐怕他們失了志氣。」兒女失了志氣便不能長大成人，是嚴重的
後果。作主人的看見奴僕，不是看到一個身份比他卑下的人，而是看到在他裡
面的神的形象。
如何待他，如何作主人？
要效法天上的主如何對待我們這些連奴隸也不配的人。以愛、以尊重對待。有
了這樣的態度和價值取向，奴隸制度的根基便動搖了，最後全面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