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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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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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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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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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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我們原是他的 作 在基督 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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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怎麼樣描述外邦人信徒他們在信主之前屬靈的景況呢？
1 二2a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1.
外邦人不像猶太人從古早就有摩西律法，教導他們關乎神的律例、神的心意，
以及神的期盼祂百姓行事的法則，外邦人沒有，因此從起初人在犯罪之後，
那個可憐的光景，外邦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地從他們的傳統、文化，
承繼那個犯罪，而持續不斷被定罪的屬靈負債的可憐光景。
2 還有屬靈的影響，不必說以弗所教會在小亞細亞這個地方，
2.
周邊都是異教、都是敬拜邪靈、汙鬼的宗教，一個人在這樣的背景當中成長，
 相信他周圍、以及他居住的世界，是在許多的邪靈、汙鬼的管轄之下
 不知不覺他不但是察覺、也正在邪惡與神敵對的屬靈勢力之下，
信主之前，是在這個背景當中，死在過犯和罪惡當中
這是外邦人他們在信主之前可憐的光景…
這是外邦人他們在信主之前可憐的光景

我們看這段的聖經，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段落來看它…
第一個段落，保羅說儘管教會的成員來源有異，彼此之間也的確有明顯的差別，
第
個段落，保羅說儘管教會的成員來源有異，彼此之間也的確有明顯的差別，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共同走過來的經歷，二1a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你們，也就是以弗所教會弟兄姊妹，在信主之前屬靈的景況，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這個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下面他講到兩方面…
為什麼保羅會這樣子的看一個蒙恩以前的外邦人他們屬靈的光景？
二2b 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二3a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為什麼要區分你們、我們？
為什麼要區分你們
我們？
保羅在這段經文當中事實上是交錯著用著「你們」跟「我們」的這兩個詞彙，
「你們」比較多用來表達的是他的讀者外邦人的身分
「我們」常常特別用來強調保羅自己是一個猶太人，
從舊約的背景當中，他是神的選民的身分
但是無論是外邦人、猶太人，在信主之前都有
共同屬靈的景況，事實上都是罪人。

猶太人呢？二3a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
肉體」這個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肉身，它是 個中性的用詞，
「肉體」這個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肉身，它是一個中性的用詞，
不過在保羅用這個字的時候，常常都賦予它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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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犯罪之後許多犯罪、喜歡犯罪的習性，都跟我們肉身的文化、傳統而來，
許多生活的行為密切的關聯 因此是那個生活的習性 方式
許多生活的行為密切的關聯，因此是那個生活的習性、方式，
持續不斷地使這個人活在罪人的生活方式當中。
保羅說即便我們猶太人是有摩西律法的規範，但是都還是在肉體的私慾裡生活。

5a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事實上你們、也包括我們這些猶太人，在蒙恩之前
都共同地都從錯謬、軟弱、無能自救可憐的光景，
我們都在肉體的私慾當中無能自拔。
是基督的救恩，使我們得在祂的恩典當中重新一同活過來。

保羅要先講一件事情：所有蒙恩的人，不論是外邦人、猶太人，
在我們信主之前，都共同走過相同的經驗，都從罪人那個可憐的光景，
因為神的愛 人在尚未尋求 神就已經為他預備救恩 因著神的憐憫
因為神的愛，人在尚未尋求、神就已經為他預備救恩，因著神的憐憫，
叫軟弱的人、叫無助的人、叫無力翻身的人還可以有機會。
 憐憫，不只是我們一般所想像的是強者對弱者的同理心而已
憐憫 不只是我們 般所想像的是強者對弱者的同理 而已
 神的憐憫是講到一個與人有立約關係的神，
神既然與亞伯拉罕立了約，要使他成為萬國的祝福，
目的就是要翻轉人先前在亞當裡，已經犯罪成為罪人的事實，
要從撒但篡奪了神榮耀的可憐現狀當中，奪回原本屬乎神榮耀的美景
因此救恩本身來講，就是神所喜悅要叫罪人回轉的新路，
因此救恩本身來講
就是神所喜悅要叫罪人回轉的新路
是神的愛、對罪人的愛，是神的憐憫、對那無力自救罪人所作救恩的努力。

6-7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使我們有一個可以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恩典
 它就是一個蒙恩的信徒有分於基督那個高天得榮的生命，
經驗經文所說是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的這個恩典
事實上這一個蒙恩共同的回憶，
是賦予我們所有的人，猶太人跟外邦人都一樣，
是賦予我們所有的人，猶太人跟外邦人都
樣，
是賦予我們所有的信徒有一個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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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a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因為)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我們的得救是出於神兩方面恩典的預備：
1 祂預備耶穌基督的救恩，讓我們可以憑信心信靠。
1.
2. 是在祂的恩典和憐憫當中，這份恩典臨及需要救恩的人。
所以保羅說你們得救、或者嚴格來講對所有的信徒，這句話是普遍適用：
我們所有的人蒙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神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恩典，
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所賜給我們的恩典。
為什麼這個我們所經驗的恩典、可以顯給後來的世代看呢？
在我們所蒙的恩跟後來的世代 所期盼他們也可以蒙相同的恩典之間
在我們所蒙的恩跟後來的世代，所期盼他們也可以蒙相同的恩典之間，
兩者之間有什麼共同跟連結呢？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藉著神恩典的預備、
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因此我們才得救的
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此我們才得救的。
我們所有信主的人都走相同的路徑，因此保羅會說：
神就是這樣的藉著那我們所經驗的恩典 要顯給後來的世代看
神就是這樣的藉著那我們所經驗的恩典，要顯給後來的世代看，
所以保羅才會說：這一切不是出於自己、也不是出於行為。

8b-9a
8b
9a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因為你們蒙恩、因為你們得救，這件事情是出於神的恩典，
是藉著你 對耶穌基督救恩的信靠
是藉著你們對耶穌基督救恩的信靠。
事實上我們回頭看我們自己之所以蒙恩的原由、以及回首一路
走過來屬靈的路徑，保羅要說我們這些蒙恩的人，
我們自己就是神恩典展示的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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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來不曾自己定意要蒙恩，從來也沒有作出什麼任何的努力
足以交換我們所需要翻身的救恩，我們自己就是神恩典的物證。
事實上我們是神恩典宣揚的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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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為)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因為)我們 是他的 作 在基督
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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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 10 跟前面 6、7 連在一起的話，你就會看更得清楚一點…
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同復活
同坐在天上
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10a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誰是那個最有說服力的傳講者呢？豈不是就是那個自己蒙了恩典，
講述神在他身上是如何成就救恩的人。
當耶穌在雅各井旁邊跟那個撒瑪利亞婦人交談，
她本來是要中午出來打水的，可是既然得蒙救恩，
她放下她手中的水罐、回到她自己的城裡，
跟人講述先前在耶穌基督與她的對話當中，
是怎麼樣地叫她生命更新。
每一個蒙恩的人在神的面前，不但是神恩典的物證、也是神恩典宣講的人證。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原是祂的工作，我們得蒙揀選，從起初蒙恩神就有一個心願，
 我們自己的確是經歷神恩典的人
我們自己的確是經歷神恩典的人、我們自己是物證
我們自己是物證
 10 我們不只是神恩典展示的物證，我們這個蒙恩的人，
自己就是那個宣講神恩典的人證
經文說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工作」也許翻譯成「傑作」更好一點，我們是神恩典奇妙的成品。

當把 二1
二1-10
10 跟第
跟第一章的信息連結在一起的時候，就看出保羅宣講信息的全貌…
章的信息連結在 起的時候 就看出保羅宣講信息的全貌…
 第一章 神所預備的救恩，是藉著神預定的揀選、要將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是神終末在全地的心意。而這個心意因著人的犯罪，
他失去了這個能力、失去了這個可能、甚至也失去了這個意願。
 神既有要叫罪人從罪裡得翻轉的意願、要將先前被撒但篡奪的榮耀重新拿回來，
因此神定意要叫祂的能力不但是顯明在耶穌基督身上、
並且要顯明在教會身上。

神喜悅叫那先前已經是死了的、是死在過犯罪惡當中、無力翻身、自救的罪人，
神喜悅叫那先前已經是死了的
是死在過犯罪惡當中 無力翻身 自救的罪人
如今在耶穌基督裡，不但擁有屬靈的新生命，並且心向著主願意走主的路，
我們自己這心意的回轉、我們自己這從先前死亡到如今得以存活的蒙恩的人，
我們自己這
意的回轉 我們自己這從先前死亡到如今得以存活的蒙恩的人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神恩典的展示，是帶著神一個使命性心意的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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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能力顯明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叫耶穌基督這十架代贖的作為，

當我們想到我們不但是物證、我們也是人證的時候，
至少有兩方面可以持續不斷地為我們自己禱告…
至少有兩方面可以持續不斷地為我們自己禱告
第一、求主加多、 加深我們在神恩典當中的經歷，
以至於當我們跟還沒有信主的人分享，
 那個跟隨主所擁有新生命所帶來的喜樂
 在禱告當中所經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新的
我們有越多這樣的經驗，我們所分享的內容就越深刻，
因為我們是物證，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展示。

成就一份人可以藉著相信的救恩
成就
份人可以藉著相信的救恩
 神的能力顯明在教會的身上，要叫教會從蒙恩的第一瞬間開始，
有一份對自己身分、以及對於自己所承擔使命的新認知
因此神不但是要教會成為物證，神也要叫教會成為一個宣講神恩典的人證。
既然神的心意是要叫祂的能力顯明在教會，既然神的心意已定，要叫所有
受造有祂榮耀形像的人 都可以以祂的榮耀為尊榮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受造有祂榮耀形像的人，都可以以祂的榮耀為尊榮、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因此教會不只是只有一方面的功能—向世人展示他們自己蒙恩、那榮耀的來時路
 並且教會有一個責任—自己就是神話語的宣講者
並且教會有 個責任 自己就是神話語的宣講者
二8 因為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為所有的教會的弟兄姊妹預備了我們應當解釋「為什麼神要藉著我們來展示」。
二10 因為我們是祂的榮耀。
回答了問題—如果神的心意是要藉著祂顯明的能力，透過教會來表達的話，
10 我們如何能夠叫這顯明在我們身上的救恩傳給後來的世代看，
我們如何能夠叫這顯明在我們身上的救恩傳給後來的世代看
因為我們不但是神恩典展示的物證，我們也是神恩典展示、傳揚的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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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然我們是人證，就求主用我們的口，
把我們的經驗說得清楚和完備，
叫人看出來我們的確就是這樣經驗，
的確經驗的就是這樣神榮耀豐滿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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