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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丰盛荣耀充满教会求神的丰盛荣耀充满教会求神的丰盛荣耀充满教会求神的丰盛荣耀充满教会(弗弗弗弗 3:14-21) 

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 ESV MSG 

14因这缘故，我屈膝在父面前、 
15天上地上众家族所从而得名的、16求他按他荣耀之丰富、藉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人因大能而刚强，17使基督凭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已扎根立基在爱中，18便很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19能认识那远超过人知识的爱，使你们得充满，完完全全地得到上帝之丰满。 
20愿荣耀都归与他，就是能照那运行在我们中间（或译『身上』）的大能力、格外充满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了悟的；21但愿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荣耀都归与他、直到万代、世世无穷！阿们。 

14
For this reason I bow my knees 

before the Father, 
15

from whom every 
famil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is 
named, 

16
that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he may grant you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in your inner being, 

17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18
may have 

strength to comprehend with all the 
saints what is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and depth, 

19
and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that surpasses 
knowledge, that you may be filled with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20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far 

more abundantly than all that we ask or 
think, according to the power at work 
within us, 

21
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forever and ever. 
Amen. 

14
My response is to get down on my knees 

before the Father, 
15

this magnificent Father 

who parcels out all heaven and earth. 
16

I ask 

him to strengthen you by his Spirit-not a 

brute strength but a glorious inner strength -

 
17

that Christ will live in you as you open 

the door and invite him in. And I ask him 

that with both feet planted firmly on 

love, 
18

you’ll be able to take in with all 

Christians the extravagant dimensions of 

Christ’s love. Reach out and experience the 

breadth! Test its length! Plumb the depths! 

Rise to the heights! 
19

Live full lives, full in 

the fullness of God. 
20

God can do anything, you know-far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imagine or guess or 

request in your wildest dreams! He does it 

not by pushing us around but by working 

within us, his Spirit deeply and gently 

within us. 
21

Glory to God in the church! 

Glory to God in the Messiah, in Jesus! 

Glory down all the generations! Glory 

through all millennia! Oh, yes!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这段经文虽然只有短短八节，其中所包含的能量、颂讚却是十分的浩大！在整本圣经中，很少提到屈膝
跪拜，次数可说只在个位数字内！而在这段经文一开始，使徒保罗就从屈膝敬拜开始。也就是说保罗当
时的感受不是我们这些对神没有那么亲密关系的弟兄姊妹直接所能领受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使徒保罗
一开口又是滔滔不绝的讲下去！在希腊原文里面，第 14-19节又是长长的一句话！许多英文译本这几节
经文都是也只用一个句子，如 ESV, NASB, YLT等译本。主要的目的是显示出使徒保罗当时被神丰富浩
大的感动，情绪完全不能控制的状况。 

14
For this reason I bow my knees before the Father, 

15
from whom every famil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derives its name, 
16

that He would grant you,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 
17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and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18

may be able to comprehend with all the saints what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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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and depth, 
19

and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which surpasses knowledge, 

that you may be filled up to all the fullness of God.(NASB) 

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1. 愿教会愿教会愿教会愿教会更深体会更深体会更深体会更深体会主主主主爱爱爱爱的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弗弗弗弗 3:14-19) 

2. 愿愿愿愿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及及及及荣耀荣耀荣耀荣耀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永远长存(弗弗弗弗 3:20-21) 

觀察、解釋、應用觀察、解釋、應用觀察、解釋、應用觀察、解釋、應用：：：： 

愿教会愿教会愿教会愿教会更深体会更深体会更深体会更深体会主主主主爱爱爱爱的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的长阔高深(弗弗弗弗 3:14-19)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16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
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17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
基，18-19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
的，为要使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盛。 

和合本修订版这段经文也是只用一个句子，同样地显示出使徒保罗当时的激情。你可以试试看可不可以
一口气把这个句子读完。如果不能，你也会稍微体会到保罗当时的激动，不是在肉体的控制、极限之
下。我也曾经历过一跪好几个小时的特殊事件，那也不在我平常肉体的能力范围之内。 

你自己有没有曾经很自然地跪下祷告的体验？如果有的话，比较能够略略体会到使徒保罗这时心情的激
动，不可控制。一般犹太人祷告都是站着，我们可以从耶路撒冷哭墙的照片上看到。只有在非常特殊，
感情受冲击的情况下才跪下。其实，保罗这时的心情可以从前面所诉说神使外邦人与犹太人中间隔断的
墙被破除，在教会中合而为一，这么不可思议有关；或者是回到第1章 3-14节中在基督里属灵福气的浩
大有关。 

祷告的对象是天父，就好像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对象也是天父一样。而祷告的态度则是又虔敬、又卑
微。这次我来德国，这边的弟兄姊妹还问我那个跪下虔诚祷告的两岁小外孙女现在怎么样了？可见虔诚
跪下祷告的形象常常会留在脑海深刻难忘。但愿许多基督徒都十分愿意经常虔敬卑微地来到神的面前跪
下祷告。 

使徒保罗自然的敬虔表现是基于神长阔高深的爱，无论是在天上或是地上每个属神的家都是在祂的名
下，全都在一个神所结合的大家庭内蒙受神的福气。我们既然在祂的名下，就是神在世界上的代表，理
当好好作神的大使，生活行为天天为主作见証。是的，最初的教会成员被称为基督徒原有讽刺的意味，
他们好像小基督一样，也就是说有耶稣基督的表现。当时信主的犹太人与外邦人已经不分彼此，在教会
里合而为一成为神家中的成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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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在这里为教会求属灵的福气。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灵里刚强，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每一
个成员都要被神的爱充满，好作神爱的导管让许许多多枯干的地方也能够得到神爱的滋润。打属灵的战
争乃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内住的圣灵。「内心的力量」原文是里面的人，指良心或灵魂。基督徒的良心
或灵魂所以能够刚强是因为神荣耀的丰盛，祂藉着我们这些属于祂的子民彰显祂自己。祂是永远信实可
靠而不会失信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也有自己特别软弱的地方。主耶稣在升天前告诉门徒
们，祂去之后就赐下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更加进入神话语的精意中，也让我们藉着圣灵多多荣耀主，作
主美好的见証。只要我们经常愿意放下自己、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做法，而让神居首位掌王权，我们就
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见証。 

另一方面，打属灵的战争不要单打独斗，而要同心联合起来。所以这段经文经常用「你们」以及众圣
徒，在许多弟兄姊妹团结下才会产生更大的灵力，打好属灵的战争。如果你有一天信心特别软弱，而有
一位灵命较成熟的伙伴在旁边，你就可以得到这位伙伴的支持而度过难关。 

不但里面的人得以刚强，也藉着我们的信主，主耶稣基督就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不再离去；祂的爱日夜
浇灌我们，使得我们所扎的根基非常非常的深厚稳固。因为神爱的浩瀚无边，一个人实在能观察到的非
常有限，所以要和众圣徒彼此交接才能体会那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不但体会并且亲身经历而被神
的丰盛充满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中。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你祷告的对象是谁？在心态上的准备又如何？你有没有跪下祷告的习惯？你对于你现在是属于主，
在祂的名下有什么警惕？你的生活是荣耀祂或羞辱祂？你祷告所求的是什么？是一般人喜欢的生活享
受、名利富贵吗？自己愿意被神充满吗？什么叫被神充满？愿意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吗？
愿意不醉酒乃被圣灵充满吗？神的爱那么的长阔高深，无法测度；这不是要我们不再去思考，你觉得你
的爱心怎么可以更加彰显？你所要的是什么样的属灵福气？信心更坚固？爱心更细腻？更敏锐？事奉更
有果效？有更坚强的自制力抵挡不讨神喜悦的欲望？在工作上不争取名利而失去见証？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试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内容操练自己更进入灵里的祷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爱心不够，
求神加添你的爱心，并设定时间去做一、二件爱心表现的实践。 

愿神的大能及荣耀永远长存愿神的大能及荣耀永远长存愿神的大能及荣耀永远长存愿神的大能及荣耀永远长存(弗弗弗弗 3:20-21)    
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
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的新生命充满了我们不曾想到的能力，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远远超过我们曾经想过的！为什
么？因为新生命不再是属自己短暂肉体的生命，而是藉着圣灵重生，如同复活的主有无穷生命的大能。
此外，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生生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更利。我们也可以藉着圣经神自己的
话语成就大事。这些大能不是人的头脑可以想象清楚的。让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愿意降服在神的宏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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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下，甘心情愿让祂充满在教会里，并藉着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使祂的荣耀充满天地，直到永永远
远，阿门！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圣灵重生了你后，有没有想到如何使用圣灵带给你的能力？圣经中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你经
常去支取吗？你曾经像使徒保罗这样地称颂赞美神吗？犹太人与外邦人在教会里不分彼此，同心敬拜
神，你在教会中对别人有没有成见？如何除去？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请找一件圣经中的一个命令或应许，而去实际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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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成人主日学龙校长这段经文的教材。 

為以弗所人的禱告(3:14-21) 
 

一....    保羅向父禱告(3:14-15) 3: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3:15 （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都是從他得名) 
� 保羅在監獄裏為以弗所人代禱–環境無法禁止禱告 
� 不可太依賴聚會–任何環境下都可敬拜神 
� 禱告與教導一樣重要 
� 代禱比為自己禱告更蒙神垂聽 
� 禱告的方式:屈膝?站立?俯伏在地 
� 兩種極端:形式與隨便 
� 禱告的態度-虔誠敬畏的心(來12:28) 
� 面前=面對面,不得不敬虔(賽6:5) 
� 外邦人與猶太人同為神家裏的人 
� 從祂得名–我們帶的名乃為神的名,代表神 

 

二....    保羅為何事禱告(3:16-19) 3: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3: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3: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1. 求神使信徒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3:16) 

•••• 保羅積極禱告的特色 a) 絕對屬靈的–關心的不是物質的,而是屬靈的 b) 具體的–關心以弗所人屬靈的光景 c) 不逃避現有的問題(但也不輕視神的應許-祂必開路) d) 不求神賜方法,乃先對付屬靈的光景 
•••• 建立以弗所人受患難的抵抗力 
•••• 心裏的力量=裏面的人(林後4:16;羅7:22) 
•••• 建立裏面的人,增加抵抗力=剛強(箴23:7;箴4:23) 

2.2.2.2. 求神使信徒的愛心有根有基(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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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心裏的基督 a) 住–居住的意思,長久住下去 b) 這是為基督徒的禱告 c) 基督在心中掌權 d) 信–使我們相信基督能住來我們心裏,接受此事實 
•••• 在愛裏生根立基 a) 兩個比喻–一棵樹與一座建築物 b) 樹根吸收水份與營養–在神的愛裏成長 c) 有愛才有功效(加5:6)-雅各的例子 d) 當效法神愛人的模樣(太5:46) e) 建築物的穩固在乎根基(林前3:10) f) 屬靈生活沒有捷徑–不要忽略根基去追求經歷 g) 隨時問自己對神的態度是否出於愛(可12:30) h) 隨時問自己對人的態度是否出於愛(腓2:4-5) 3.3.3.3. 求神使信徒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3:18-19) 
•••• 能以和=有能力 
•••• 在愛裏有根有基才能明白神的大愛 
•••• 只有愛才能明白愛 
•••• 神的愛的長闊高深 a) 長–基督的愛是永無窮盡(耶31:3;啟13:8) b) 闊–神愛所有的人(啟5:9-11;啟7:9) c) 高–神不但使我們的罪得赦免,也使我們成為祂得兒女,同為後嗣(約壹3:1-2) d) 深-基督愛的表現 i. 基督的虛己–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腓2:6) ii. 基督的犧牲–受苦,受侮辱,被釘十字架 iii. 我們沒有一點配得這愛(羅3:10-19) 
•••• 知道那不能測度的神的愛 a) 明白–有觀念上的知識 b) 知道–個人經歷上的知識 c) 過於人所能測度的–超越知識,比你想像的更偉大  

三....    使主得榮耀(3:20-21)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3:21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 神能成就的是充充足足的 
� 神能成就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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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神能充分成就一切的條件 a) 聖靈在我們心中的運行 b) 基督住在我們裏面 c) 基督的愛充滿我們 d) 神自己的豐滿充滿我們 
� 神因此得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