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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得救得救得救是是是是本乎恩本乎恩本乎恩本乎恩藉藉藉藉著信著信著信著信(弗弗弗弗 2:1-10) 

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呂振中譯本 ESV MSG 

1你們呢﹑你們過去的時候在你們的過犯和罪惡中是死的；2那時你們行於其中﹐順著這世界的世風﹐順著空中有權勢的執政者﹐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用動力的靈。3就是我們從前也都在其中﹐在我們肉體的私慾裏起居﹐行肉體上﹑心神上所意願的﹐生來就是該受神義怒的兒女﹐像會外人一樣。 

4然而神富於憐憫﹐因他愛我們的盛愛﹐5竟在我們因過犯而死的時候﹑使我們和基督同活〔你們得了救﹑就是靠著恩〕。6神使我們和基督一同活起來﹐一同坐在天界中在基督耶穌裏﹐7他好在將來的世代﹑在基督耶穌裏﹑用慈惠向我們證顯他的恩之極豐富。8你們得了救就是靠著恩﹑憑著信。這又不是出於你們自己﹐乃是神的禮物：9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因為我們乃是他所造之物﹐是在基督耶穌裏被創造﹐為行善事﹑就是神早已豫備好了﹑使我們行於其中的。 

1
And you were dead in the trespasses 

and sins 
2
in which you once walked,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following the 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 the spirit that is now at work i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3
among whom 

we all once lived in the passions of our 
flesh, carrying out the desires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were 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 like the rest of 
mankind.  
4
But God, being rich in mercy, because 

of the great love with which he loved us, 
5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our 

trespasses, made us alive together with 
Christ—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6
and raised us up with him and 

seated us with him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7
so that in the 

coming ages he might show the 
immeasurable riches of his grace in 
kindness toward us in Christ Jesus. 

8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your own doing; it 
is the gift of God, 

9
not a result of works, 

so that no one may boast. 
10

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them. 

1
It wasn’t so long ago that you were mired 

in that old stagnant life of sin. 
2
You let the 

world, which does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living, tell you how to live. You 
filled your lungs with polluted unbelief, 
and then exhaled disobedience. 

3
We all did 

it, all of us doing what we felt like doing, 
when we felt like doing it, all of us in the 
same boat. It’s a wonder God didn’t lose 
his temper and do away with the whole lot 
of us. 

4
Instead, immense in mercy and 

with an incredible love, 
5
he embraced us. 

He took our sin-dead lives and made us 
alive in Christ. He did all this on his own, 
with no help from us! 

6
Then he picked us 

up and set us down in highest heaven in 
company with Jesus, our Messiah. 
7
Now God has us where he wants us, with 

all the time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to 
shower grace and kindness upon us in 
Christ Jesus. 

8
Saving is all his idea, and all 

his work. All we do is trust him enough to 
let him do it. It’s God’s gift from start to 
finish! 

9
We don’t play the major role. If 

we did, we’d probably go around bragging 
that we’d done the whole thing! 

10
No, we 

neither make nor save ourselves. God does 
both the making and saving. He creates 
each of us by Christ Jesus to join him in 
the work he does, the good work he has 
gotten ready for us to do, work we had 
better be doing.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希臘原文中 (弗 2:1-7) 這七節經文又是一個相當長的句子，其中主要的動詞有三個﹕「叫…活過來」(弗
2:5)、「叫…復活」(弗 2:6)、以及「叫…坐在天上」(弗 2:6)。是神使我們與基督從死裏一同活過來而有從
上面來的新生命，這新生命靠著基督還可以過得勝的新生活，並且與基督在天上一起作王。現在請你想
一想，在信主之前你的光景如何？你能簡單明瞭地傳達你那時的狀況嗎？如果你向一個非基督徒傳福音
時，你會怎樣描述你未信主時的光景？這一段經文先描述未信時的光景是多麼的可悲，但是信了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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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完全不同了！讓我們從這段經文裏面思考神的恩典是多麼地豐盛！細細咀嚼信主後的身份地位是
多麼的尊貴榮耀啊！ 

1
Also you -- being dead in the trespasses and the sins, 

2
in which once ye did walk according to the age of this 

world, according to the ruler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air, of the spirit that is now working i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3
among whom also we all did walk once in the desires of our flesh, doing the wishes of the flesh 

and of the thoughts, and were 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 -- as also the others, 
4
and God, being rich in kindness,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with which He loved us, 
5
even being dead in the trespasses, did make us to live together 

with the Christ, (by grace ye are having been saved,) 
6
and did raise [us] up together, and did seat [us] together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7
that He might show, in the ages that are coming, the exceeding riches of 

His grace in kindness toward us in Christ Jesus. 
8
For by grace ye are having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not of you -- of God the gift, 

9
not of works, that no 

one may boast; 
10

for of Him we are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to good works, which God did before 

prepare, that in them we may walk.  (YLT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1. 從前從前從前從前死在過犯罪惡中死在過犯罪惡中死在過犯罪惡中死在過犯罪惡中(弗弗弗弗 2:1-3) 

2. 如今蒙神憐憫大愛而得到救恩如今蒙神憐憫大愛而得到救恩如今蒙神憐憫大愛而得到救恩如今蒙神憐憫大愛而得到救恩(弗弗弗弗 2:4-7) 

3. 絕非靠自己絕非靠自己絕非靠自己絕非靠自己乃乃乃乃是是是是神的恩賜藉信而得神的恩賜藉信而得神的恩賜藉信而得神的恩賜藉信而得(弗弗弗弗 2:8-10) 

觀察、解釋、應用觀察、解釋、應用觀察、解釋、應用觀察、解釋、應用：：：： 

從前從前從前從前死在過犯罪惡中死在過犯罪惡中死在過犯罪惡中死在過犯罪惡中(弗弗弗弗 2:1-3) 

1從前，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2那時，你們在過犯罪惡中生活，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
權者的領袖，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心中運行的邪靈。3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他們當中，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別人一樣，生來就是該受懲罰的人。 

基督徒在還沒有信耶穌時，與其他未信的人完全一樣都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過犯」指誤入歧途、偏
離了正路；「罪惡」指射不中鵠 (劍靶的中心點)，特別指達不到神的標準，不僅僅是行為上不該做的，也
包括內心裏面不該想的，或者可行的善事卻沒有去行。這個詞在新約出現了約173次之多是講罪最普遍的
用詞。這兩個詞原文都是複數，基本上都是有意地違背神和祂的義，複數表示不是偶然犯，乃是繼續不
斷的犯。「死」是指與神完全的隔絕。在這裏也可指靈死，就好像亞當、夏娃不聽神的話，而吃了禁
果，神就把他們趕出伊甸園而與神完全隔絕一樣。當人靈死時，不再能夠與神有任何來往，雖然肉體仍
是活著，卻無法經歷神的豐盛。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死人有沒有自救的可能性？你會被過犯罪惡捆綁嗎？什麼是你最不容易克服的過犯罪惡？你對死亡
有什麼想法看法？怕不怕死？ 

那時 (指從前還沒有得救時) 的罪中之樂是享受這世界上的榮華富貴、讓撒旦控制著生活上各種各樣的層
面，價值觀、看法、作法都是按照今天世界的潮流而走。就好像我們華人有一句土話「人在江湖，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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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己」一樣地隨波逐流，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時髦。我們現在所居住的世界有一個強大的邪惡力量，就
是撒但在運行做工，整個世界受到這個邪惡力量的挾制、支配。就是許多所謂的基督徒(包括許多所謂的
教會) 也在這個邪惡力量的控制之下不能自拔。「悖逆之子」不順服、質疑神的權柄命令就是悖逆。而撒
但就是悖逆的老祖宗。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今天有什麼風俗潮流是違背神的？「今世的風俗」與美國立國時清教徒的風俗是否一樣？我們的教
會有什麼是隨著時代潮流而走？你對哪些過犯罪惡比較不敏感？會不會是受到一些潛在因素的影響？如
家庭背景、周遭鄰居？你覺得什麼是時髦？趕上時代？今天撒旦是不是仍然掌權？你覺得人心可不可
靠？哪些人你比較可以信靠？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如何心意更新而變化，查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請設立你的讀經計劃讓聖經與聖靈
改變你；想想自己有些什麼好見証可以影響鄰居，而去進行。 

「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他們當中」這裡的「我們」是指所有真正信主的人，包括神的選民以色列人以及
我們這些原來不屬於神的外邦人。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從前的生活方式、被罪的轄制就是與他們一樣的
敗壞無救。「私慾」是指不正當、超過正常範圍的慾望。「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指滿足肉
體和心中所喜好的。肉體所喜好的，是外在的；而心中所喜好的，卻是內在看不見的。「本為可怒之
子」照我們與別人沒有什麼不同的本性行事為人，結局就也是和別人一樣地得罪神。所以大衛說﹕「我是
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詩 51:5）看孩子學壞很容易！學好卻非得一而
再、再而三努力又努力地重復操練才有所改變。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你對這個世界或社會有什麼看法？你注重你生活上的享受嗎？會不會受感官的控制？身體不同的需
要是不是罪？為什麼？你所喜歡的，你都能得到嗎？有沒有神不喜悅的？你覺得什麼是放縱肉體的私
慾？羨慕與嫉妒有什麼區別？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回想從前有些什麼過犯罪惡還沒有徹底的除盡，設定時間表去除一、二件。 

如今蒙神憐憫大愛如今蒙神憐憫大愛如今蒙神憐憫大愛如今蒙神憐憫大愛而而而而得到救恩得到救恩得到救恩得到救恩(弗弗弗弗 2:4-7) 

4然而，神有豐富的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5竟在我們因過犯而死了的時候，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
來—可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6他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裏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7為要把他極豐富
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然而」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從消極必死轉變成神積極豐富賜予的恩典，而神就是人生的轉捩點。我們
原來注定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然而神…；我們原來注定成為悖逆之子，然而神…；我們原來是可怒之
子，然而神…；我們原來順從撒但，然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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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憐憫」完全是神的主動，而不是接受的人有任何一點點可取之處。我們所以能夠得到救贖的恩
典是因為神豐富的憐憫與大愛，把我們從過犯罪惡中拯救出來與王子同坐。大愛是不能以人有限的想像
力去推測、遠遠超過幾度空間的想象，所以這愛實在是難以測度的。 

本來我們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下，如今卻有了生機！這個新的豐盛的生命是神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復活而賜
給我們的。當主耶穌從死裏復活時，我們所有接受主耶穌的人都因著與主耶穌的聯合而一起復活了。
「一同活過來」指我們的靈恢復了與神交流的功用，能夠體會神的心意，願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
們有新生命的生活是具有主耶穌復活大能的生活。不但一同復活，並且一同坐在天上！這不是指將來，
而是現在已經與主耶穌坐在天上！現在就享受主耶穌所成就的工作，已經與主耶穌一同坐在榮耀的寶座
上了！耶穌所完成的救贖工作、他榮耀的身份能幫助我們面對困難及苦難。信徒與主耶穌一同坐在天上
顯示我們是天國的子民，同享神的榮耀！神那使基督復活的大能同樣地運行在我們身上，天天支持和幫
助我們過得勝的生活！我們現在就可以宣稱我們尊貴的新地位，因著與主耶穌聯合的緣故已成為天國榮
耀的子民。這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
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這樣、你們向
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 6:8-11)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顯明」神要顯明祂在人身上極為豐富的恩典！「顯明」是個法律用語。在最後結
辯時，神憑著教會和教會中的肢體向世人顯明祂極為豐富的恩典！都是在基督裏造成的。「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結果就是無限、永恆的
稱頌讚美從神的子民口中發出！把榮耀、稱頌、讚美都歸給神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我們要顯明神
極豐富的恩典給世上其他那些還未信的親戚、朋友、族群們直到福音傳遍地極。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你對神的憐憫、大愛有多少的認知或經歷？你是什麼時候信主成為神的兒女的？在你生命中，什麼
是最令你震撼的經歷？你曾經蒙受過你覺得自己不配的恩典嗎？神有沒有算計過你對不起祂的地方？在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如同在天上一樣？你常常禱告嗎？有沒有靠著聖靈多方代禱？曾經為神作過見証嗎？
有沒有經常向自己的兒孫傳講神的話語？生活的見証？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如果有兒孫輩，請花時間與他們讀經禱告，讓他們早日接受主耶穌的救恩。。。。你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愛
的朋友鄰舍？計劃一下，怎麼能夠與你不愛的人親近。 

 

絕非靠自己乃是神的恩賜藉信而得絕非靠自己乃是神的恩賜藉信而得絕非靠自己乃是神的恩賜藉信而得絕非靠自己乃是神的恩賜藉信而得(弗弗弗弗 2:8-10)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所賜的；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使我們行善，就是神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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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開頭原文有「因為」這個詞，合和本沒有譯出來，但可以從 ESV或 YLT版本看得出來。從「因
為」我們可以斷定其間的因果關係：神的恩惠是因，而此外藉著人的信也是因，而產生的結果則是得
救。「本乎恩」特別指出人原來根本不配，但卻得到了；原來是該死的，但卻得到永遠的生命。而蒙這
「恩」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藉著接受(信)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工作。其他什麼都不需要，因
為這是神白白賜給的禮物，所以接受的人不必付任何代價。不必付任何代價是指我們領受的人這一方面
來說。其實更正確的說，代價是已經付清了！主耶穌為我們每一位已經付清了所有的贖價，為我們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流寶血，並且與父神完全的隔離而死！想想看，神竟然為人而死！這是多麼偉大奇妙的
恩典！ 

既然主耶穌是賜我們永遠生命的主，我們當然應當尊祂為我們新生命的主宰，我們才能藉著信被判決無
罪！其實就是「信心」也不是從我們自己而來的，也是神的賞賜、無價的禮物！這裡提醒我們每一個人
的得救都是神的恩典以及神所賜給的信心，全都是從神而來！一般人很難相信一件重大的禮物會是完全
免費的，覺得一定要付代價，才能得到酬報。所以才容易受假教師的欺騙要行割禮才得救。在這裡使徒
保羅特別加強語氣地表白「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得救與賺取之間毫無關係！得救的人不
需要付任何的代價是因為主耶穌已經完全代付了，只要接受就成就了。 

當我們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後，我們就是神創造的傑作 (創造中的甚好)，這是在基督裡作成的，
而讓我們恢復神起初造人的目的，預備叫我們去做祂造人的目的！所以我們成為神的兒女後去事奉神乃
是理所當然的，不再與得救有任何關係了。也就是說當我們回到起初神創造亞當、夏娃沒有犯罪的伊甸
園中，我們會有許多工作要進行的，目的是彰顯神的榮耀。雅各書也提醒我們活的信心必定產生外表行
為上的見証。基督徒成為世界上的光是因為主耶穌基督在我們生活上的救贖，使得我們過得勝的生活，
在這個黑暗的世界產生作用。這裡的「行善」清楚提到就是神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不是像其他宗教
所說的「行善」為的是積功德。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你自己是怎麼得救的？是不是神的恩典？你的信又是怎麼來的？你認為你配得救嗎？你怎麼認可你
就是神的傑作？你又怎麼認可教會每一個成員都是神的傑作？教會是一個身體，我們都是身體上不同的
肢體，互相連接而有效的配搭事奉，你是身體上哪一部分？當你清楚知道你是神的傑作，但是自己卻是
那麼的不配時，你應當有什麼回應？你會怎麼向未信的人傳福音？你覺得什麼是神要我們做的？你願意
為神做什麼？教會的工作？家裡的工作？社區的工作？還是所有一切的工作？神給你的恩賜你有沒有使
用？當你看到在教會中某些人沒有基督徒的見証時，你會怎麼做？「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就是叫我們
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對神旨意的了解深不深厚？如果不夠深厚時，願不願意多花時間定期研讀聖經？每
天至少可以花多少時間？ 



 6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如果神給你的恩賜你還沒有使用，請盡快尋找門路讓神給你的恩賜發揮出來。如果你發覺某些事工
你可以參與，請自動找負責人加入事工團隊。如果還沒有向別人傳過福音，請寫下自己的得救見証，約 5

分鐘的時間，而試著講給你未信的朋友聽。如果你還沒有每天讀經的習慣，請籌劃每天如何能夠至少花
15分鐘在靈修上，當然如果願意花更多的時間，神更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