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 6:10-24 

屬靈爭戰的生活 
 

1. 作剛強的人（10-13）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6:11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

魔爭戰。 

6:13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 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10『作剛強的人』 

從這裡開始，保羅等於是給他前面所說的做一個結語，同時也是這封書信裡面最後的勸勉。首先他

勸勉他們要作剛強的人，不要軟弱或懼怕，因為在這世上基督徒有許多的仇敵會攻擊他們，抵擋他

們，纏擾他們。這些仇敵不是普通的人，乃是有能力的靈界的活物（當然經常是藉著人表現出

來），是我們每天要面對的敵人。12節會介紹他們。 

 

『靠著主 in the Lord』 

因為對手是邪靈，所以我們也缺乏抵抗的能力。既然如此，我們要如何才能剛強起來呢？保羅說，

我們需要主與我們同在，他來幫助我們。所以他說要靠著主，就是在主裡面。我們前三章已經看

到，以弗所書裡面『在主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對保羅來說，一個基督徒不只是生命在基

督裡，生活更應該在基督裡。 

 

『倚賴他的大能大力 in his mighty power』 

除了靠著主，我們還需要依賴主的大能大力，也就是在他的大能裡面，支取他的能力，受他的保

護。這句話也暗示我們一切的能力都是從神而來。如果我們離開了主，也就同時失去了力量。如果

主用他的大能大力幫助我們，我們就沒有理由在戰場上退縮不前。 

 

11『全副軍裝』 

知道了爭戰的原則以後，在實際生活中又如何能夠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呢？主怎麼用他的能

力來幫助我們呢？就是將他的全副軍裝賜給我們。但我們往往疏忽或是忘記了，以致我們不能利用

這幫助。好比一個士兵，在將要面對敵人時，戴上了頭盔，卻忘記了藤牌。為了糾正這種情形，保

羅借用軍事技術來作比喻，囑咐我們穿戴神所提供的全副武裝。這樣，我們就能作萬全的準備，一

無缺失。 

 

『抵擋 stand firm against』 

就是站穩。這是在本段中第一次提到『站立的穩』。在 13和 14節中又再次出現。站穩的反面就是

跌倒。很顯然，保羅如此重視站穩就是因為基督徒太容易跌倒了。基督徒生活中的一個事實就是，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神，我們就什麼時候跌倒，甚至在我們竭力想要做好的時候（羅 7:18我也知

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因為我們的仇敵魔鬼是一個非常狡猾的對手，他會用各樣的方法來引誘人離開神。 

 

『魔鬼的詭計 scheme of devil』 

所以保羅以此警惕我們。魔鬼不但會從正面攻擊，而且他非常狡猾陰險，會用各種的手段伏擊我

們，往往在我們不知不覺的時候，甚至自以為平安穩妥的時候，將我們置於危險的境地。例如顛倒

是非，模糊黑白，混淆真理等（pro-life vs. pro-choice）。因此這全副的軍裝就成為我們戰勝仇敵的

必要裝備。 

 

12『不是與屬血氣（blood and flesh）的爭戰』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Mn4jK&o=e0&sec=sec1&op=sti=%22%E6%B7%86%22.&


保羅這裡指出這敵人的特徵。我們的困難，遠超於與世人作戰，因為世上的戰爭是人與人為敵，武

力對抗武力，技巧對抗技巧。而此處的情形卻大不相同，因為我們的敵人是不能靠人的力量來制勝

的。『血氣』是指人，與屬靈的敵人相對。 

 

爭戰原文是摔跤，說明我們與魔鬼的爭戰乃是像摔跤一樣，經常處於一種拉鋸戰當中。就如雅各與

天使摔跤摔了一整夜，我們與魔鬼的爭戰也是一種長期的抗戰。 

 

這句話也告訴我們，我們的真正對手是誰。我們若只看見人的攻擊，就會四面受困。與血肉的人鬥

爭，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我們必須直接與真正的敵人交戰，因為他充滿了詭詐，躲在黑暗中攻擊

並傷害我們。這裡保羅用了四個詞來形容我們的敵人。 

 

『執政的 rulers』 

這可以指在魔鬼的國度裡面作首領的邪靈，更是指這世界中被魔鬼所控制的地上的君王首領，因為

魔鬼被稱為這世界的王。 

 

『掌權的 powers/authorities』 

這可以指那些有超然能力的邪靈（如那些被鬼所附的人，參可 5:2-4 耶穌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

附著的人從墳塋裏出來迎著他。那人常住在墳塋裏，沒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鐵鍊也不能；因為人

屢次用腳鐐和鐵鍊捆鎖他，鐵鍊竟被他掙斷了，腳鐐也被他弄碎了；總沒有人能制伏他。），更是

指這世界中被魔鬼所控制的那些人的權柄和能力（如尼祿王，祭司長，文士）。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powers of this dark world』 

魔鬼掌管世界，因此全世界都是黑暗的。魔鬼也只能居住在這敗壞的世界中，因為魔鬼不能居留在

純潔無暇的生命中。人的罪惡讓魔鬼建立他的國度。『幽暗』是指不相信和不認識神，以及因此而

產生的後果。全世界既被黑暗所籠罩，魔鬼就是這世界的王。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heavenly spiritual forces of evil』 

天空不是指物質界的空中，乃是指靈界的空中，表明這些邪靈可以不受物質界的限制，往往可以做

出一些所謂的神跡奇事來。 

 

聖經各處教訓說，神按照他全能全知的智慧，容讓魔鬼在惡人之中掌權。問題不是在於魔鬼有什麼

力量敵對神，而是在於這惡勢力對我們是多麼可怕，我們要謹慎注意。 

 

13『所以』  

我們既然不是與世上屬物質（血氣）的人爭戰，我們的武器自然也不是屬物質的兵器。與屬靈的敵

人抗爭的也唯有屬靈的武器。 

 

『要拿起 put on, take up』  

保羅勸勉我們要奮勇爭戰。爭戰的武器就是神的軍裝，這是第二次提到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參 11

節）。他說『要拿起』，因為雖然神賜下了全副的軍裝，但他並沒有強迫我們穿上，乃是由我們自

己來決定是否穿上。當然按常理來說，如果你真的知道敵人的危險和可怕，沒有一個人會赤手空拳

的去和魔鬼作戰的。可惜魔鬼用各樣的詭計蒙蔽人心，讓人以為他一點都不可怕。 

 

『在磨難的日子 evil days』 

就是邪惡的時代。對真正的基督徒來說，因為我們不屬於這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我們。參約 17:14

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這正是 12節所說的因為世界乃是被魔

鬼所管轄的，所以全世界都是黑暗並邪惡的。我們活在世上一日，就要面對著邪惡的攻擊，所以每

一天都是磨難的日子。 

 

『并且成就一切 having done everything』 



意即完成主所託付的一切事。這再次說明這個爭戰乃是一生之久，也顯示出魔鬼的一個優點，就是

他永遠鍥而不捨。他會跟我們爭戰到底，一直到我們離世歸天的那一刻。 

 

『還能站立得住 to stand firm』 

這是第二次提到站穩。這一句話是一個應許。因為我們雖將遭遇極大的危險，終久卻必會得勝。而

且凡穿戴全副武裝，與魔鬼爭戰的人，也絕不會在中途失敗。 

 

保羅為什麼勸勉他們要作剛強的人？他們會面對什麼敵人？ 

他們要如何作剛強的人？什麼叫做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如何能在主和他的大能大力裡面？神的軍裝有什麼作用？ 

魔鬼的詭計有哪些？可以舉出一些例子嗎？ 

ISIS是我們的敵人嗎？基督徒真正的敵人是誰？ 

我們是在何時與敵人爭戰？要爭戰多久？ 

怎樣才能堅持到底？ 

 

2. 神的全副軍裝（14-17）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14『所以所以要站穩了』 

前面提到有一個應許，就是穿上神的軍裝，就能在完成主所託付的一切事後仍然站立的住（stand 

firm）。既然有這一個應許，保羅就在這裡再次勸勉他們要站穩（stand firm）。而站穩需要軍裝，

所以保羅告訴我們要如何穿戴神的軍裝，才能站立的穩。這裡的動詞只有一個，就是站穩，其他的

都是分詞，來修飾這個動詞的。也就是說，這些裝備的目的就是要讓信徒能夠站穩。這是保羅第三

次提到站立的穩。那麼神的軍裝到底有哪些部件呢？ 

 

這裡提到六種裝備：束腰帶，護心鏡，鞋子，藤牌，頭盔，寶劍。我們不需要過分精細地分析每個

字的意義，因為保羅的目的是要用當時羅馬兵丁的裝備來比喻神的軍裝。有些人想要解釋，為何用

『公義』當作護心鏡，而不是當作束腰帶，這很可能是白費心思。例如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5:8中，

保羅說信徒要『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帖前 5: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

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由此看來，他只是要說明，凡具有這些美德的

人，就是武裝齊備了。 

 

第一就是『真理』。 

真理的特質就是誠實沒有虛假。保羅比之為一條腰帶。當一個人束上腰帶的時候，就能集中精神和

力量去做事，特別是打仗的時候。因此腰帶是軍裝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裝備。保羅指出誠實的源頭就

是真理，福音的純正洗滌我們一切的詭詐，潔淨我們內心的虛偽。因為魔鬼他不行真理，也是說謊

之人的父，參約 8:44。因此我們面對魔鬼的攻擊的時候，真理就是首要的防禦。 
 

第二就是『公義』。 

保羅將它作為遮胸的護心鏡，用公義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箴 4: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

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一個聖徒必須有公義和聖潔的生活，使我們能夠逃避魔鬼對

我們的各種引誘。 

 

15第三就是『平安的福音』。  

保羅在這裡將它作為走路的鞋。他應該是指著軍靴，因為一個士兵的裝備一定包括軍靴，而且一般

平民也從不穿著軍靴的。士兵不但用軍靴裹住他們的腳以禦寒，並防備其它的損害，而且也讓他們



走起路來或是在戰陣上奔跑都能走的更遠，更有效率。我們也應當穿上福音的鞋子，幫助我們到各

處去與魔鬼爭戰。保羅稱它為『平安』的福音，因為平安是福音的果效。它使我們與神與人都和

好，叫我們的良心得安寧。 

 

16『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一切的火箭（flaming arrows）』 

信德就是信心。魔鬼的箭，不但尖銳，而且更可怕的是，箭頭上有火。信心不但能擋開箭頭（代表

直接的攻擊），也能撲滅熱力（代表間接的影響）。正如使徒約翰所說：『（約壹 5:4）使我們勝

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17『救恩的頭盔』 

在帖前 5:8，保羅稱頭盔為『得救的盼望』。參羅 8:24。頭部和胸部是兩個最重要的部位。我們頭

部最佳的軍盔，就是當我們帶著盼望，抬頭仰望從天上而來，所應許的救恩，這救恩乃是永遠不會

失去的，因此也是永遠不會被攻破的。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前面這五種裝備：束腰帶，護心鏡，鞋子，藤牌，頭盔，基本上都是防禦性的。只有第六種—寶

劍，乃是攻防兼具的。他特別提到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一方面固然是說神的道乃是從聖靈而

來（彼後 1:21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凡不是

出於聖靈的道都是屬於敵基督的；另一方面也是告訴我們，人只有靠著聖靈，才能完全掌握神的

道，能夠將他化為寶劍，藉著他打敗仇敵魔鬼（約 16:1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

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

們。）。 

 

聖靈的寶劍也指出了神的道的能力，他是無堅不摧的。參來 4:12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

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

辨明。 

 

因此，若有人把神的道從基督徒手中挪去，就等於剝奪他最重要的武裝，使他不戰而敗。一個基督

徒若沒有武裝和寶劍，怎能打仗呢？魔鬼最厲害的手段就是用各樣詭詐和欺騙的方法使人離開神的

道。若沒有神的道，不要說我們無法戰勝魔鬼，甚至沒有人能相信耶穌基督（羅 10:17可見信道是

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我們怎樣才能站穩？這裡提到幾樣軍人的裝備？ 

這些裝備裡面有哪些是防禦性的？各有什麼意義？ 

哪些是攻擊性的？它如何去攻擊敵人？ 

我配備了哪些軍裝？為什麼沒有配備完全？ 

我願意補齊剩下的軍裝嗎？我需要如何做？ 

 

3. 保羅的請求（18-20） 

6: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6: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6: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18-20節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句子，而是圍繞「禱告」和「儆醒」這兩個分詞而組成的連

串子句，再結合它們的從屬分句。整個結構是用以修飾第 14節的「要站穩了」。所以 18節的禱告

和前面的 14-17節中的軍裝從文法上來看乃是平行的子句。我們不要誤以為禱告是第七件軍裝，或

是禱告是穿上那 6件配備的途徑。不過，禱告的確與它們有密切的關系。 

 



有了前面 6件福音的軍裝（14-17），卻沒有來到神面前的禱告，那人就只不過是一具死屍。懂得

祈禱的戰士，卻沒有真正明白福音究竟是甚麼，即使戰意高昂，仍只是一名手無寸鐵、空槍上陣的

士兵。保羅所要他們追求的，是在屬靈層面上對福音的了解，再配合儆醒的禱告。 

 

18「靠著聖靈 in the Spirit」 

禱告必須靠聖靈，就是在聖靈裡禱告（參猶 20）。我們必須經常順服聖靈的帶領，不消滅聖靈的

感動，不讓聖靈擔憂，就能與他有親密的交往，懂得靠著他禱告，而非按自己的私意。因為倚靠聖

靈的禱告方能蒙神的垂聽。聖靈會帶領這種禱告，讓它達到神的面前。參羅 8:26-27況且我們的軟

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

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隨時」 

就是無論什麼時候。不論平安或危險，軟弱或剛強，順境或逆境，喜樂或愁苦。參帖前 5:17不住

的禱告。 

 

「多方」 

指形式方面不受限制。隨時多方，說明禱告是不拘時間和形式，十分靈活的。可以在指定的時間禱

告，亦可以在不指定的時間禱告。可以用某種形式，亦可以不拘形式。 

 

「儆醒 alert不倦 keep on」 

儆醒是保持警覺，不睡覺。不倦就是不鬆懈，有恆心。主耶穌曾教訓門徒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

惑（太 26:41）。可見儆醒禱告是免得入了迷惑的要訣。 

 

「為眾聖徒祈求」 

我們的祈禱往往太多為我們自己，太少為別人。我們必須學習多為別人祈禱，為別人像為我們自己

禱告一樣。 

 

19-20「也為我祈求」 

保羅也要求他們為他祈禱。他要求的，並不是舒適安好，乃是讓他能夠勇敢的、清楚的宣講上帝的

奧秘。 

 

禱告和軍裝有什麼關係？只有軍裝沒有禱告會怎樣？只有禱告沒有軍裝呢？ 

我們應該如何禱告？什麼叫做靠著聖靈禱告？怎樣才能靠著聖靈禱告？ 

禱告的方式可以有哪些？禱告的內容可以有哪些？ 

我經常為人代求嗎？我經常為傳道人代求嗎？ 

 

4. 最後的問安（21-24） 

6:21 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我的景況如何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

。 

6:22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裏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6:23 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6:24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21-22「推基古」 

意即幸運者，是保羅一位得力的同工（可能是亞西亞省的歌羅西人，參西 4:7-9）。保羅在第三次

旅行佈道後回到耶路撒冷去，是帶著海外各地基督徒的捐款回去（徒 24:17），同行的有七人，其

中有推基古。參徒 20:3-4。保羅由監獄中打發他送信到以弗所和歌羅西去，向他們報告保羅在監獄

中的情形，並負有安慰的責任。 

 

23-24「平安、仁愛、信心、恩惠」 



在以弗所書開始保羅向他們問安的時候，提到願恩惠平安臨到他們。這裡結尾的時候他再次為他們

祝福，求神將平安、仁愛、信心、恩惠賜給他們。在生活的種種環境下，平安可以保衛他們的心思

意念；仁愛能使他們更愛神，並且互相配搭作工；信心可叫他們站立得穩，打那美好的仗。一切的

恩惠都是神白白的賜與，是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來的。 

 

以弗所書是托誰帶去的？推基古和保羅有什麼關係？ 

保羅在最後的問安中為他們祝福什麼？這些福氣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我在今天的查經中學到什麼？對我的靈命有什麼幫助？ 



 
和合本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6:11 要穿戴上帝 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是摔跤；下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6:13 所以，要拿起上帝 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 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 

6: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6: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6: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6:21 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我的景況如何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

。 

6:22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裏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6:23 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6:24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NIV NASB 

10 
Finally,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his 

mighty power. 
11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you can take your stand against 

the devil’s schemes. 
12 

For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is dark world and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evil in the heavenly realms.
13 

Therefore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when the day 

of evil comes, you may be able to stand your 

ground, and after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to 

stand. 
14 

Stand firm then, with the belt of truth 

buckled around your waist, with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in place, 
15 

and 

with your feet fitted with the readiness that 

comes from the gospel of peace. 
16 

In addition 

to all this, take up the shield of faith, with 

which you can extinguish all the flaming 

arrows of the evil one. 
17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18 

And pray in the Spirit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and requests. With this in 

mind, be alert and always keep on praying for 

all the Lord’s people. 
19 

Pray also for me, that 

whenever I speak, words may be given me so 

that I will fearlessly make known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20 

for which I am an 

ambassador in chains. Pray that I may declare 

it fearlessly, as I should. 
21 

Tychicus, the dear brother and faithful 

servant in the Lord,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10 
Finally,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 
11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stand firm against the schemes of the devil. 
12 

For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a]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powers, against the world forces of this darkness,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s of wickednes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13 

Therefore, take up the full armor of God,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resist in the evil day, and having done 

everything, to stand firm. 
14 

Stand firm therefore, HAVING GIRDED 

YOUR LOINS WITH TRUTH, and HAVING PUT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15 

and having shod YOUR FEET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GOSPEL OF PEACE;
16 [b]

in addition to all, 

taking up the shield of faith with which you will be able to 

extinguish all the flaming arrows of the evil one. 
17 

And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18 [c]

With all prayer and petition 
[d]

pray at all times in the Spirit, 

and with this in view, 
[e]

be on the alert with all perseverance 

and petition for all the saints, 
19 

and pray on my behalf, that 

utterance may be given to me in the opening of my mouth, to 

make known with boldness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20 

for 

which I am an ambassador in 
[f]

chains; that 
[g]

in proclaiming it I 

may speak boldly, as I ought to speak. 
21 

But that you also may know about my circumstances, 
[h]

how I 

am doing, Tychicus, the beloved brother and faithful minister in 

the Lord, will make everything known to you. 
22 [i]

I have sent him 

to you for this very purpose, so that you may know 
[j]

about us, 

and that he may comfort your hearts. 
23 

Peace be to the brethren, and love with faith,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24 

Grace be with all those who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k]

with incorruptible love. 
 



so that you also may know how I am and what 

I am doing.
22 

I am sending him to you for this 

very purpose, that you may know how we 

are, and that he may encourage you. 
23 

Peace to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love 

with faith from God the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24 

Grace to all who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with an undying love.
[a] 

 

Footnotes: 

 

a. Ephesians 6:24 Or Grace and immortality to 

all who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Footnotes: 

 

a. Ephesians 6:12 Lit blood and flesh 

b. Ephesians 6:16 Lit in all 

c. Ephesians 6:18 Lit Through 

d. Ephesians 6:18 Lit praying 

e. Ephesians 6:18 Lit being 

f. Ephesians 6:20 Lit a chain 

g. Ephesians 6:20 Two early mss read I may speak it boldly 

h. Ephesians 6:21 Lit what 

i. Ephesians 6:22 Lit Whom I have sent to you 

j. Ephesians 6:22 Lit the things about us 

k. Ephesians 6:24 Lit in incorru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