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課基督裡的得救
經歷

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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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真知道與神有關的事情？
• 神的話即聖經： 神啟示的真理和奧秘
• 聖靈的工作：賜人智慧啟示的靈，照明心中的眼睛
2真知道什麼？
• 真認識神自己：知識和經歷上，知性感性遵行
• 真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大事：

A：恩召有何等指望：得救把握，完全得贖和永遠生命
B：基業有何等榮耀：成為神的產業，進入神的榮耀
C：能力有何等浩大：神永恆的權能和力量運行在信徒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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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的成長：認識神和祂的話, 恩召帶來今生和永生盼望, 過
榮耀神的生活, 依靠神供應和運行的大能大力



書信段落

真
理

蒙
召
恩
惠

屬靈
地位

问安(1：1-2) 在
基
督
裡
與
上
帝
關
係

神的新民的福氣：頌讚(1:3-14) 

神的新民的助力：祷告(1:15-23)

得救
經歷

神的新民的形成：從罪死裡復活(2:1-10) 

神的新民的形成：猶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裡和好(2:11-22）

達到
豐滿

保羅在神的新民計劃中的特殊使命（3:1-21）
-宣讲的特权(3:1-13) -為信徒祈祷 (3:14-21)

實
行

相
稱
行
為

合一
建造

神的新民的生活：屬靈責任（4:1-16）
-保持合一（4:1-6） -合一中的多元（4:7-16）

在
主
裡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更新
順服

神的新民的生活：道德責任（4:17-5:21）
-新生命取代旧生命(4:17-24) -真理取代虚谎(4:25-5:2)
-光明取代黑暗(5:3-14)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神的新民的生活：家庭責任（5:22-6:9）
A 丈夫和妻子(5:22-33) B 父母和儿女(6:1-4) 
C 仆人和主人(6:5-9) 

爭戰 神的新民的爭戰（6:10-20）

结语和问安(6:21-24)





以弗所書

在基督裡死裡復
活（2:1-10）

The Royal Walk



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2那時，你們在其
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
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3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
子，和別人一樣。4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5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6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天上，7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里向我們所
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
得有人自誇。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為
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閱讀經文（2:1-10）



經文分段（2:1-10）

一 信徒得救前:死在過犯罪惡中，本為可怒之子 （2:1-3）
1.隨從今世的風俗
2.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邪靈
3.放縱肉体的私慾，隨著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二 恩典下的大轉機à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2:4-5）
三 信徒得救後:活在基督耶穌裡，成為蒙愛之子 （2；6-10）
1.使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2；6-7）

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 ...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2.使我們在基督裡成為神的傑作 （2：8-10）

我們原是祂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2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
的邪靈。3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
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得救前:死在過犯罪惡中-本為可怒之子 （2:1-3）

信徒在沒得救前死的狀態：因在罪與神隔絕靈性死亡（創2:17），在罪和死的律
（羅8:2）的控制下，離開正路，結局就是無法自救，等候永死。

以前在行為處事上遵行悖逆神的權勢：1 隨從今世的風俗-與神隔絕，受限於屬世
的風俗，文化，觀念，習慣，傳統，人性等社會價值觀，過不討神喜悅的生活；2
受制於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指撒旦的權勢，控制世界的邪惡勢力的存在，是在靈界
層面而非物質層面；3 受控於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沒有神在舊生命中運行，
邪惡的勢力就會運行於其中，人的內在生命若不降服在神的工作底下，就要降服
在邪惡勢力之下，這控制邪惡勢力之靈的源頭就是那惡者。

以前行事為人是在罪中：1 放縱肉體（罪欲、罪性、使人犯罪的旧生命）的私慾
（不正当的欲望，超出正常范围的欲望） 2 以自我為中心，按自己的喜好出發，
任意妄為，在悖逆神的勢力控制下生活

以前在神審判之下-按本性是可怒之子：人的本性是喜好犯罪、悖逆神，罪中放纵
私欲，在生命，地位，性情，行為上都是悖逆神，在神的震怒和審判之下。



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2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
的邪靈。3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
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得救前:死在過犯罪惡中-本為可怒之子 （2:1-3）

死：是指與神的生命隔絕，靈性的死亡（創2:17 「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過犯：trespasses， 失足離開正路
罪惡：人未能按能力所及作当作之事而活，達不到神的標準。
空中：是魔鬼的大本营，地上乃是魔鬼活动的领域，不是人看見的天空，是肉眼
所看不见的环境，在灵界里和在悖逆神的人心中运行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撒但；撒但是空中邪靈(弗6:12)的首領和世界的王，全世界
都臥在其手下(約壹5：19)。
悖逆之子：指意志上反抗神、叛逆神的人；撒但的靈運行在人裏面，人便跟從撒
但，去行神所不喜歡的事。
肉體：指人內在受悖逆神的邪惡勢力影響，有犯罪的天性，喜歡犯罪作惡，相對
於屬靈（神）的生命
私慾：指人不正當的、超出正常範圍的慾望

你們：受信人，也指信主的外邦信徒；我們：保羅和先於受信人的信徒，也指先
信主的猶太信徒；他們：在罪中，在死裡，悖逆神的人



4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5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蒙恩得救: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2:4-5）

信徒在神恩典中出死入生（一同活過來）：
「然而」是人的重大轉機，因神丰富的怜悯和慈愛，能以在神的恩典中活过来。
「豐富的憐憫」對應人在罪和死的權勢下，永死的結局，沒有盼望的可憐狀態。
豐富的憐憫是神的本性之一，所以神使人能以在祂的恩典中活过来。
「因祂爱我们的大愛」對應人隨從魔鬼悖逆神邪靈的控制，本性喜歡犯罪，在罪
中放纵私欲，在生命，地位，性情，行為上都是悖逆神，在神的震怒和審判之下。
豐盛的愛是神的本性之一，不單在神不希望人死在罪中，更體現在祂對罪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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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神使基督既已死而复活，也使我們通過與基督聯合而一同活
過來。（羅6:5 「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
聯合」）
得救是本乎恩：這句話在括弧裏面是解釋上文的，表明得救不是我們所配得的。
『恩』是神因憐憫大愛而向不配的罪人行出來的一種慷慨的事實



6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7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祂在基督耶穌里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得救後: 使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2:6-7）

信徒在基督裡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神不但使我们和基督一同活過來
相對於死在罪裡狀態，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表明得救
的三個狀態：1從死在罪的狀態中與基督一同活過來；2 和基督合一使我們從神得
到復活新生命；3 和基督合一使我們有天國子民的身分，得過屬天的生命。這三
個狀態都是過去完成時態，表明信徒在基督裡已經具有這些狀態
（"������
 &���*���%!�����)����	�#'��+
) ��(,	��$��������$������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裡面��

信徒在基督裡蒙恩得救的經歷：死à活，起，坐
神在基督裡救恩的目的：信徒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和与祂一同升高，得到天国
子民身分美好計劃。是要将神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
的恩慈，要在將來的世世代代裏，顯明給萬有看。

復活：原文有「起來」之意，也譯作「復起」，比「活過來」的意思更積極。不
只是活了，而且離開了死人的墳墓生活，離開黑暗的罪惡生活，一舉一動活出新
生的樣式來。
坐：是指安息，信徒雖活在沒有安息的世界中，卻可以享用天上的安息。這一切
都在基督已為我們成就的救恩裡面，卻需要我們在生活中去實際經歷。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9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得救後: 使我們在基督裡成為神的傑作 （2:8-10）

向信徒解釋救恩的道理：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白白賜給的恩典，完全是神的工
作，是祂赐下的无限的爱；「因著信」人方面接受恩典的步驟，但不是人的行為，
是人的態度转向神。保羅進一步解釋一切出於神所賜沒有人的任何功勞，一種解
釋是信心本身，惟有靠神的恩赐才能得着；另一種解釋是神主动把这救恩以及其
中每个细节向人提供的，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強調不是出於行為，人是沒有任
何靠自己誇口的，針對保罗时代的犹太人高举律法，靠遵行律法行為誇口。

信徒是神在基督裡創造的傑作： 「工作」指對人救恩和新生命的賞賜，被形容為
是神在基督里的創造工作（同 創2：2神造物的工），信徒是神的新造的人（林後
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與祂合一得以重新創造
有屬神生命。同樣神對新造的人有目標，就是為叫行善，非靠個人行為積功德賺
取恩寵，乃是新生命不可分割的本質，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這是神旨意，是
人生經歷整體，神預定了信徒行為的本質和特性，和日常生活「行走」，回應1:4
「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救恩的本質： 1 神的工作：恩典；2 人的回應：信心；3 救恩對人的生活的影響：
人行出所要求的善；4 真正救恩的標準：非出於人的行為，乃因神所賜的信心。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9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得救後: 使我們在基督裡成為神的傑作 （2:8-10）

工作：原意-傑作，精心產品手藝創造之作；文義-是單數一件工作，神的工作是
把眾多神的兒女藉與基督合一成為新造的人，是神創造傑出作品。
行善：是神對已經得救之人的要求，這不是靠個人行為的積功德賺取神恩寵，乃
是新生命的不可分隔的部分，新生命的基本質素。
神預備叫我們行的：神是全能全知有預知，祂的旨意有預定性，叫我們行在神的
預定的旨意和計劃中，指人生經歷整體，神對基督徒行為的本質和特性，和他日
常生活「行走」是有旨意的，回應1:4「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
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賽
43:7）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
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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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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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話講述福音的內容，福音的本質和人得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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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用5-10分鐘向一個陌生人講什麼是福音（好消息）？
復活節有什麼意義，是記念什麼？
人如何可以得救（有永生），（去天堂）？
為什麼人需要耶穌（我是好人，過的很好還需要被救嗎）？
基督徒是什麼人，我不覺得他們過的或做的比一般人好？
是所有人都可以到天堂嗎？



以弗所書

在基督裡猶太人
外邦人和好
（2:11-22）

The Royal Walk



11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
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12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
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13你們從前
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
了。14因祂使我們和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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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要將兩下借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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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兩下借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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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借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閱讀經文（2:11-22）



經文分段（2:11-22）

一 外邦人從前光景：與基督無份，沒指望，遠離神（2:11-12）
二 恩典下的轉機：在基督耶穌裡，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了（2:13）
三 外邦人如今光景：（2:14-22）
1.在基督裡的「新關係」：與人和睦，與神和好，成為新人（2:14-18）
(1)祂使我們和睦à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2)祂使我們與神和好à得以一同進到父面前
2.在基督裡的「新身份」：成為神家裡的人（2:19）
3.在基督裡的「新前途」：同被建造，為主的聖殿，神的居所（2:20-22）
(1)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2)耶穌基督自己為房角石
(3)成為主的聖殿，神藉聖靈居住的所在



11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
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12那時，你們與基督無
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
望，沒有神。

從前光景：與基督無份，沒指望，遠離神（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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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 外邦人

按肉體 亞伯拉罕的後裔，神的選民 外邦人，化外人，被輕看

割禮立約記號 受割禮與神立約，神的選民，
分別與其他民

未受割禮，在神的約之外

與基督 神應許拯救以色列人的彌賽亞 在神的拯救之外

與以色列國 神的選民，神國的國民，有神
掌管和同在

非神國的國民，沒有神的掌權、
福分、管治與同在

與應許的諸約 神與以民所立約-亞伯拉罕之
約，摩西之約，大衛之約等，並
有關福分產業地位的應許

與所立的約和應許無關無分

世上生活 有救贖，有盼望 沒指望，空虛等待死亡

與神 以耶和華為神 受世上事物限制沒機會認識真神



13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恩典的轉機：在基督耶穌裡，靠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
了（2:13）

外邦人從前，根據律法，是沒機會到耶和華神的聖殿敬拜，無法親近神，所以猶太
人稱外邦人是「遠離神的人」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 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這些罪過
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
所。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希
10:12-20）
如今，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罪都得赦免，並在基督裡，因祂寶血的遮蓋，可
以來到神的面前，親近神。

。。就要獻一隻公牛犢為贖罪祭、牽
到會幕前。。按手在牛的頭上、將牛
在耶和華面前宰了。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帶到會
幕。把指頭蘸於血中、在耶和華面前、
對著幔子彈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
會幕內、耶和華面前壇的四角上、再
把所有的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壇
的腳那裡。。。祭司要為他們贖罪、他
們必蒙赦免。（利：4，8，9，16章）



外邦人院

隔斷的牆

各入口均立有石板，「外國人

不得進入圍牆及聖殿四面之內
院。被捉拿處死者，責任自負」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關係」-和睦（2:14-15）
14因祂使我們和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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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將兩下借著自己造成一
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聖殿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關係」-和睦 （2:14-15）
14因祂使我們和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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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將兩下借著自己造成一
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記在律法上的規條：原文是「規條中誡命的律法」以
色列人事奉神的律例都叫規條，如割禮，獻祭、節期、
禁食等規條，使猶太人特殊化的要素，也是猶太人和
外邦人仇恨的原因；每一條是一個誡命又帶著律法；

這些律法把猶太人圈在裏面，把外邦人圈在外面。

這個分隔和仇視仍在保羅時代的猶太和外邦信徒群體
中，例如使徒彼得曾因怕犹太人而与外邦信徒隔开，
不在一起吃饭（加2:11-15），保罗在耶路撒冷时，
犹太人因疑惑他带希尼人进圣殿而全城轰动。

神的心意是取消這個隔閡，徒10彼得見異象不在顧慮
潔與不潔，徒15耶路撒冷會議解決外邦人是否要受割

禮的問題。

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擔當了
罪的刑罰，成全了律法，廢掉
了律法的控告和冤仇，使人藉
愛子的血得贖，不再與神為敵。

在祂裡面，猶太人和外邦人也
不再因規條而成冤仇



猶太人 外邦人

基督

教會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關係」-和睦 （2:14-15）
14因祂使我們和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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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將兩下借著自己造成一
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造成一個新人：這新人不是指個別的得救的
信徒，乃是指一切已經在基督裏的猶太與外
邦信徒，也就是教會；教會是神造的「新人」
群體。基督藉自己造的新人即是教會，包括
猶太人和萬邦萬國的人在祂裡面和睦，也包
括與神和睦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身分」-與神和好 （2:16-18）

16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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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基督已經完成救贖，在十架上
受死，担负了世人的罪和刑罰，
解決神對所有罪人的憤怒，使
所有人在基督裡成為一體，能
到神的赦免，與神與人和好，
我們得以藉著基督到父面前。

指主在復活後，藉著使徒及教會，來把和平當作福音
傳給全地的人即有遠處的外邦人也有近處的猶太人。
我們倆類人藉著耶穌基督在一個（聖）靈裡得以被引
導僅見父神，
表明人到父神面前的道路：藉著基督，靠著聖靈在人
心中的工作，可以像兒女般到父神面前。

被一個聖靈所感：原文「在一位靈裏」，是指基督在
我們身上一切的工作，都是藉著聖靈來執行的，耶穌
是為神與人的中保。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關係」-神家裡的人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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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以前的光景 外邦人如今光景

按肉體 外邦人，化外人，被輕看 不再作外族人

割禮立約記號 未受割禮，在神的約之外 有聖靈為得救印記和受基業憑證

與基督 與基督無關，在神的拯救之外 被基督救贖，在基督裡

與以色列國 在以色列國民之外 不再作客旅，有公民權，與聖徒
同國

與應許的諸約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基督的寶血所立新約，永遠的生
命屬靈的福氣和天上的基業

世上生活 沒指望，空虛等待死亡 有蒙召和永生的盼望

與神 沒有神 是神家裡的人，有神為父

神家裡的人：神的兒女成為神的家即教會（提前3:15）的成員，同享神家中的歸
屬感，親密關係，安息和溫暖。神的家顯明父神與基督耶穌的關係，基督與信徒
的關係，所有人是藉著信靠耶穌成為神兒女的真理，並生活在以基督為頭為中心，
以神新造的人為群體彼此連接為肢體的大家庭中即神的教會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前途」-同被建造，為主的聖
殿，神的居所（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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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借著
聖靈居住的所在

家是需要建造的，保羅繼續用建築物的比喻來講神的家--教會的建造，根基是使
徒和先知所見證來自基督的真理和教訓，靠著聖靈的充滿和帶領所領會的（太

16:16-18），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作為定位支撐穩定連接建築物的頭塊基石。

房角石：「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
房角的頭塊石頭」詩118:22，「我在
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
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
石、信靠的人必不著急」賽28:16



如今光景：在基督裡的「新前途」-同被建造，為主的聖
殿，神的居所（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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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借著
聖靈居住的所在

主的聖殿
神借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

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

成為神借著聖靈居住的所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所有被建造之物在基督裡靠著祂
連接配搭一起，逐漸增大而成為
在主裏面的聖殿是神的居所，神
與祂子民相會的地方，是神荣光
降下的所在，是祂旨意可以暢通
執行。

這個建造是不斷生長的過程，建
造也體現在基督裡信徒被建造在
一起；神藉著聖靈居住在基督里
和基督在祂子民們裡面，也就是
神在基督裡藉著聖靈與信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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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用什麼來比喻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反應神對教會的什麼旨意？

弗1:22-23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
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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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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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頭和身體的關係，耶穌是教會的頭，他對教會就有權柄，指導其的方向。教會
時代所有的信徒都是合一，基督也恩賜使教會成長，逐漸建成基督的身量（弗4:11-
13），聖餐的參與，也刻划出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合一（林前10:16-17「我們所擘
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
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弗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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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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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或作全〕房靠
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
所在。
彼前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
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
比喻建築物，強調教會是猶太人外邦人聯合，有基督為房角石，有真理為根基，活
石靠主聯絡合身，逐漸增長建造為主的聖殿，各自也被建造，成為神聖靈居所，神
在基督裡藉著聖靈與信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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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從保羅所描述基督和信徒，基督和教會的關係，瞭解自己在基督裡的
地位和功用嗎？

2 根據所學經文，你對敬拜，教會的聚會，同心禱告，團契生活，傳福音
有什麼新認識，你願意在參與的態度上有什麼改變？

3 應用所學的聖經真理，幫助基督徒如何對待現今社會的紛爭和擾亂，特
別是種族，政見，背景，文化，國家等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