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9)

以弗所書4章7-16節

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陳祐生牧師



合一與恩賜（4:7-16）

基督的恩賜（4:7-10）

五種恩賜的職分（4:11）

恩賜的效用與運用（4:12-16）

•效用（4:12-14）

•運用（4:15-16）



基督的恩賜（4:7-10）



希臘原文

•4:7  Ἑνὶ δὲ ἑκάστῳ ἡμῶν 

ἐδόθη ἡ χάρις κατὰ τὸ μέτρον 

τῆς δωρεᾶς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
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But to each one of us 

grace wa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gift of 

Christ.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但我們每個人的

恩典都是按照基

督恩賜的量度給

予的。



各人蒙恩

• 我們各人蒙恩得到不同的恩賜，爲使全體得益。恩字在此
的用法，近似前面3章2、7〜8節：蒙特殊呼召事奉神之高
貴地位。這字暗示沒有誇口的餘地，除了白白得來的以外，
誰都一無所有。沒有人擁有全部的恩賜；同樣的，全身也
沒有一個肢體是完全沒有屬靈任務，或沒有任何屬靈恩賜
的。這恩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不單只是賜給傳
道人或教會領袖的。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2.



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 基督身體合一的道理，結合一個相輔相成的真理，就是肢
體各有不同。每個肢體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沒有兩個是相
同的，也沒有相同功用的。每人負責的部分，都是照基督
所量給各人的恩賜，祂看為合適便作安排。若這裡的基督
⋯⋯的恩賜是指聖靈（約14:16, 17;徒2:38, 39），那麼意
思就是聖靈是那位把恩賜分配給每位聖徒，並賜能力運用
恩賜的了。每個肢體都能完成所指派的工作，基督的身體
便在屬靈和人數上增長。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33.



希臘原文

• 4:8  διὸ λέγει· ἀναβὰς εἰς ὕψος 

ᾐχμαλώτευσεν αἰχμαλωσίαν, 

ἔδωκεν δόματα τοῖς ἀνθρώποις.



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Therefore it says, 

‘When he ascended on 

high he captured the 

captives, he gave gifts 

to people.’ ”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所以它說，

‘當他升上高天，

他俘虜了俘虜，

他給了人們禮

物。’”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為了要說明上面的論點，保羅賦予詩篇68篇18節新的

意義。惡人批評他濫用聖經，猶太人想要證明他們的

批評是對的，便惡意曲解這節經文的原意。他們把指

神的代名詞，解作大衛或猶太百姓。他們聲稱，大衛

或猶太百姓因戰事節節勝利而超越他們的仇敵，好似

升上高天。但是我們如果仔細查考這篇詩篇，就能看

出這是單指著神而言。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82.



擄掠了仇敵
•耶柔米：上帝從外邦人中呼召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
使我們聚集在一起。雖然我們是上帝所造的，但是魔
鬼從前俘擄了我們，屬於魔鬼的掌權者買了我們。當
我們正在這個情況裏的時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來
了，背負著被擄者的包袱，像以西結所說那樣，並且
蒙著頭，不讓敵人認出他。他對被擄的人宣告減刑，
對受捆鎖的人宣告他們得釋放。…...我們從前是俘虜；
基督在使我們自由、搶救了我們以後，就使我們變成
基督的俘虜，這個新的俘虜身分使我們自由。

• 黃錫木, ED., 新約篇：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 VOL. IX OF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 (校
園書房, 2005), 208.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在這裡保羅所採用的字眼作出了重要的修改。希伯
來原文的詩篇作「在人間受了供獻」，保羅則說將
各樣的恩賜賞給人。這分別有好幾個不同的解釋，
有人認爲這個誤引是故意的，有人認爲是無意的。
詩篇的他爾根(猶太教的亞蘭文意譯本)也是說賞賜而
非收納禮物：「先知摩西啊！你升上穹蒼，你俘虜
戰俘，你教導律法的話語，你以它爲禮物送給人的
兒女。」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爲他爾根的詮釋大槪
源自基督教之前。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3.



希臘原文

• 4:9  τὸ δὲ ἀνέβη τί ἐστιν, εἰ μὴ 

ὅτι καὶ κατέβη εἰς τὰ κατώτερα 

[μέρη] τῆς γῆς;



9 （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4:9. “Now what is the 

meaning ‘he ascended,’ 

except that he also 

descended to the lower 

parts of the earth?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除了他也下降到地球

的較低部分之外，‘他

升天’是什麼意思？



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 彌賽亞怎能升上高天？祂豈不是在永恆裡與父神同住高天嗎？
顯然，祂若要升上高天，必先從高天降下。詩篇68篇18節提
到祂升天的預言，暗示祂曾先降下。我們可以把本節意譯為：
「詩篇第六十八篇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我們知道這就是事實。主耶穌降生於伯利恆的馬槽裡、死在
十字架上、埋葬在墳墓裡。地下有時用作指陰間或地獄，但
這解釋並不切合經文的論點：祂升天，必須先降下，卻不是
在地獄。再者，聖經指出當基督死了，祂的靈去了天上，不
是地獄（路23:43, 46）。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33.



希臘原文

• 4:10  ὁ καταβὰς αὐτός ἐστιν 

καὶ ὁ ἀναβὰς ὑπεράνω πάντων 

τῶν οὐρανῶν, ἵνα πληρώσῃ τὰ 

πάντα.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
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4:10. He who descended 

is himself also he who 

ascended above all the 

heavens, in order that he 

might fill all things.”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4:10。那降下的，

也是升到諸天之上，

為要充滿萬有的那

一位。”



遠升諸天之上

• 即遠超受造的宇宙之上。基督所居的天堂，不是在太空星

球之間。天堂超乎太空，是指定為神子復活後居留之處。

嚴格的說，它並不在世界之外，但我們只能用人的一般的

詞彙來描述。從「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這句話可

以推斷，基督雖升上高天，但是和我們並沒有距離的間隔。

所謂基督被提到諸天之上，他其實並不是住在太陽、星宿

及一切有形的宇宙之中。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85.



要充滿萬有的
•使徒在此強調的，似乎有兩點。第一，基督的定意和宗
旨，是要萬有浸淫在祂的同在中。祂降下升上，爲要充
滿萬有。祂至高超乎天上地下一切的能力，沒有任何事
物不在祂的權下，也沒有任何地方或存有不認識或不感
受到祂的臨在。祂降下升上都與這宗旨相合。巴克萊尤
其指出：由於聖靈的賜下，「耶穌升天並非表示世界被
基督離棄，而是代表世界被基督充滿」。第二，我們應
當了解教會如今崇拜的，就是曾經降下來與我們同住，
分擔我們的憂患、考驗、試探，因而今日能夠體會我們
感受的升天之主。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4.



五種恩賜的職分（4:11）



希臘原文

•4:11  καὶ αὐτὸς ἔδωκεν τοὺς μὲν 

ἀποστόλους, τοὺς δὲ προφήτας, 

τοὺς δὲ εὐαγγελιστάς, τοὺς δὲ 

ποιμένας καὶ διδασκάλους,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Namely, he gave some to 

be apostles, and some to 

be prophets, and some to 

be evangelists, and some 

to be pastors and 

teachers,”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也就是說，他給

了一些人做使徒，

一些人做先知，一

些人做福音傳道者，

還有一些人做牧師

和教師，”



恩賜的職分

• 保羅繼續討論神所賜下的具體恩賜。這些恩賜都是人。每
個人在他自己特定的事工中，都是神賜給教會的禮物。加
爾文說：「我們所以有福音的工人，得歸功於基督。」教
會的確可以委派人負責各樣的事工和職分，但是除非這些
人具有聖靈的恩賜——也就是說，這些福音工人是基督賜
予教會的禮物——否則教會的委派本身便沒有價値。因此，
本節亦「提醒傳道人，聖靈的恩賜不是爲使一己得益，而
是爲使教會得益」（艾倫）。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4–135.



使徒
• 使徒的意思是“帶著使命受差遣的人”。耶穌有許多門徒，
但是他選出了十二使徒（太10:1–4）。門徒是“追隨者”或
“學習者”，而使徒是“神所指定的代表”。使徒要見證耶
穌復活（徒1:15–22），因此他們必須親自看見過升天的基
督（林前9:1–2）。從最嚴格的新約意義上講，今天沒有使徒。
使徒們幫助建立教會的根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弗
2:20），一旦根基建立起來，也就不再需要他們了。神用神
跡奇事為他們的使命作見證（來2:1–4），所以我們今天不應
該要求同樣的神跡。當然，從廣義上說，所有基督徒都有一
種使徒性的侍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20:21）但是，我們不能自稱是使徒。

• 威爾斯比, 榮耀基業：以弗所書, (美國庫克傳播出版集團, 2012), EPH 4:11A.



先知
•先知是基督賜給教會的另一個基本賞賜。他們的事工
很難具體描述，但在新約中，他們顯然是默示的發言
人，其話語的事工對正在長成的年輕教會十分重要。
他們偶爾會預言將來的事，使徒行傳11:28和21:9、11

都是例子。但新約先知的主要工作和舊約先知一樣，
是宣講神的話語；這包括了以大能揭露罪惡，使人知
罪（林前14:24〜25），和藉勸勉的話爲教會加添新力。
使徒行傳15:32是先知勸勉最顯著的例證：安提阿的
「猶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許多話勸勉弟兄，堅固
他們」。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 校園書房, 2012), 136.



傳福音的
• 這是一些“好消息的送信人”。這些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
一個地方，傳講福音，贏得失喪的靈魂（徒8:26–40，
21:28）。所有牧師都“應該做佈道者的工作”，但這並不
意味著所有牧師都是佈道家（提後4:5）。使徒和先知打下
了教會的根基，佈道家通過為基督贏得失喪的人而在根基
上建立教會。當然，在初代教會中，每個信徒都是見證人
（徒2:41–47，11:19–21），我們今天也應該成為見證人。
但是，今天也有一些人擁有佈道家的恩賜。一個信徒也許
並不擁有這個恩賜，但這並不能免除他贏得失喪靈魂或為
這些人做見證的責任。

• 威爾斯比, 榮耀基業：以弗所書, (美國庫克傳播出版集團, 2012), EPH 4:11C.



牧師和教師

• 然後（在希臘原文中用同一個冠詞）連在一起的，是牧師和敎師。牧師
和敎師指的或許是地方教會的傳道人，而使徒、先知、傳福音的職分則
與普世性教會的事工相關。不過，本節的主要思想，仍是屬靈的職事和
恩賜。使徒和傳福音者的任務，是在各處植立教會，先知的任務則是在
特定處境中，帶出從神而來的話語。牧師和敎師所得到的恩賜，則負責
在每日的生活中建立教會。兩者間的分別並沒有明確的界線。牧師（直
譯「牧羊人」）的職責是以靈糧餵養羊群，保護他們免受屬靈上的危險。
主耶穌以約翰福音10:11、14的話，來形容自己的工作，祂仍是牧長
（來13:20；彼前2:25，5:4），其他人在祂手下蒙召「牧養神的群羊」
（彼前5:2）。每位牧師都必須「善於教導」（提前3:2），但顯然其中
部分的人有出類拔萃的教導恩賜，可以成立教會中獨特的事工部門；這
些人是基督給予教會的特殊賞賜（徒13:1；羅12:7；林前12:28）。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7.



恩賜的效用與運用
（4:12-16）



效用（4:12-14）



希臘原文

•4:12  πρὸς τὸν καταρτισμὸν τῶν 

ἁγίων εἰς ἔργον διακονίας, εἰς 

οἰκοδομὴν τοῦ σώματος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為要預備聖

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

體，”



對於教會之建立

•



•在這節經文中，用了三個片語來形容上述屬靈恩賜的
宗旨。正如不同譯本所顯出的，這三個片語可以有不
同的連結可能。KJV將三者並列，但希臘原文中所用的
介系詞之歧異不支持這個詮釋；並且就原文來看，至
少暗示了後兩個片語，依附於第一個片語。本節大槪
可以如此詮釋：第二個片語從屬於第一個片語，並關
係密切；第三個片語則從屬於前面兩個片語。也就是
說，「爲(to;希臘原文，pros)裝備聖徒，以(for;希臘原
文，eis)作事奉的工作，以(for;希臘原文，eis)建立基督
的身體」（和合本：爲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
基督的身體）。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8.



成全聖徒

•如此，賜給教會的事工，首要的是「裝備聖徒」。

名詞「裝備」(katartismos)新約只在本節出現，相應

的動詞則用來形容修補東西（太4:21），或神起初怎

樣按照心目中的形狀和秩序使宇宙形成（來11:3），

或使跌倒的人在靈裏康復（加6:1）。它亦可以用來

描述使信心有欠缺的基督徒「臻於完全」。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8.



各盡其職

• 羅賓遜說得對：這字表示「使聖徒達到合格地步，能夠在基
督的身體中履行職責，它並沒有從反常狀態中復原的意思」。
但達到這地步並不是已臻完善；神另有旨意。祂的旨意是使
他們能以合格，可以「作事奉的工作」。本節和第7節同樣
清楚地，間接表明每位信徒都有「事奉的工作」，在基督身
體中有屬靈的任務和職責。這句話的名詞(diakonia)和相應的
動詞，可以描述低微的工作（路10:40，17:8，22:26〜27；
徒6:2），亦引伸到後來稱爲「執事」(diakonos)之人所作的事。
但在本節，它是比較廣義的「服侍」之意。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 138–139.



建立基督的身體

• 和「為要成全聖徒」的意義相同。信徒的完全和成熟，是
在乎聯於基督的身體。保羅稱建立基督的身體，是藉著講
道來成就的。由此我們看出他對講道事工的重視。有什麼
事情比建立健全的、屬基督的真教會更為美好呢？保羅宣
稱，這種可稱讚而神聖的工作，乃是藉著「道」的宣揚而
成就的。顯而易見的，人若忽略這項工作，卻希望還能在
基督裡生長，乃是一種妄想。有些迷信的人，自稱得到聖
靈神秘的啟示；另有一些自大的人，以為自己不需要教會
公眾的講道，而只需要個人讀經就夠了。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91.



希臘原文

• 4:13  μέχρι καταντήσωμεν οἱ πάντες 

εἰς τὴν ἑνότητα τῆς πίστεως καὶ τῆς 

ἐπιγνώσεως τοῦ υἱοῦ τοῦ θεοῦ, εἰς 

ἄνδρα τέλειον, εἰς μέτρον ἡλικίας τοῦ 

πληρώματος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until we all attain 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to a mature person, 

to the measure of 

Christ’s full stature,”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直到我們都在真

道上同歸於一，認

識神的兒子，長大

成人，滿有基督長

成的身量，”



對於信徒之靈命



同歸於一

•當主把祂的教會接到天上，我們眾人就達到在真道

上同歸於一。在許多的事情上，「我們如今仿佛對

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在許多事上我們持不同

的見解，但到那時都要完全一致，達到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了。現在信徒對主自己、祂的形像、

祂教訓的含意，都有不同的觀感，到那時我們就要

面對面見主，像祂知道我們一樣。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35.



認識神的兒子

• 本節再次強調信心不是一套教條，也不是接受了就能達到合一的地
步。反之，信心是深入而個人的，是在認識神的兒子上的合一。保
羅自己致力尋求的認知（腓3:10），也是他爲別人所定的目標。要認
識一個人，單靠理性是永遠行不通的。本節所描繪的認識，必然包
括了最深切的溝通，因爲認識的對象是神的兒子。「神的兒子」這
稱呼，在大部分的保羅書信中極少使用（參：羅1:4；加2:20；帖前
1:10）。保羅討論主與祂教會、或與父神旨意的關係時，經常使用的
稱號是「基督」，但「當形容祂是信心和認知對象，我們的合一至
終會在其中成就的時候」（羅賓遜），保羅就會提到祂作爲「神的
兒子」之獨特地位。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39–140.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 與1章23節一樣，部分學者將這話解作「完美基督的身量」，因
祂在教會中所成就的得以完全。又有人把「基督的豐滿」，解作
被基督所充滿的。但似乎最好還是依循1章23節的理解，將這話
詮釋爲完全得著基督想要給予人類的賞賜和恩典。祂自己擁有神
一切的豐盛（西1:19，2:9），也要基督徒被一切可傳贈之賜予所
充滿。至於這目標能否在今生達到，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基督徒必須抱著這雄心壯志，勇往直前。一個合乎神原來心意的
人生，就是依照我們對基督自己在世生命的一切理解，作爲惟一
衡量的尺度。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40.



希臘原文

•4:14  ἵνα μηκέτι ὦμεν νήπιοι, 

κλυδωνιζόμενοι καὶ περιφερόμενοι 

παντὶ ἀνέμῳ τῆς διδασκαλίας ἐν τῇ 

κυβείᾳ τῶν ἀνθρώπων, ἐν 

πανουργίᾳ πρὸς τὴν μεθοδείαν τῆς 

πλάνης,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
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in order that we might no 

longer be children, being tossed 

back and forth by the waves and 

carried about by every wind of 

doctrine by the cunningness of 

people by deceitfulness towards 

the scheme of error,”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為了使我們不再是

孩子，被海浪翻來

覆去，被每一種教

義之風所吹動，被

人們的狡猾和對錯

誤計劃的欺騙，”



中了人的詭計、
和欺騙的法術

•形容他們行徑的第一個字詭計(kybia),直譯是玩骰子，

引伸爲圏套和欺詐。第二個字法術(panourgia),路加福

音20:23用來描述質問主的人，在哥林多後書11:3則

用來形容蛇的狡猾。從眞道上流失之人（希臘文

planē直譯是「遊蕩」之意），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欺

騙的手段和狡猾的方法，吸引人隨從他們。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41.



對於異端的辨認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這是描寫那些被疑惑困住，沒有徹底信靠主話的人。
他們如同一葉小舟，被海浪的侵襲，既無目標，又無
定向地隨波逐流；又像稻草或其他輕飄飄之物，被風
吹來吹去，常常轉變方向。凡不以神永遠的真理為基
礎的人，就必如此飄流無定。這是懲罰那些仰望人而
不仰望神的人。相反地，保羅宣稱，信徒只要靠著神
的道，必能抵擋魔鬼一切的襲擊，而不致動搖。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94.



運用（4:15-16）



希臘原文

•4:15  ἀληθεύοντες δὲ ἐν 

ἀγάπῃ αὐξήσωμεν εἰς αὐτὸν 

τὰ πάντα, ὅς ἐστιν ἡ κεφαλή, 

Χριστός,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
進、連於元首基督．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Father“but rather being 

truthful with love, we 

might grow up to him 

with reference to all 

things, who is the head, 

the Christ,”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但寧願以愛誠

實，我們可能會

在一切事物上向

他長大，他是元

首，基督，”



用愛心說誠實話

•「用愛心說誠實話」這句話有兩個意思，一個是

「在愛心中講真理」，另一個是「講真理要帶著

愛心」。如果我們不是單顧自己，而是能夠兼顧

彼此的益處，我們就會在和諧的氣氛中一起長進。

保羅教導我們：人不應忽視真理，或不顧真理，

人不應該照自己的意思作安排。但天主教卻把神

的道擱置一旁，而勉強我們聽從他們的安排。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96.



凡事長進

• 信徒會在穩定上和屬靈成熟上長進（直譯「生長、發
育」）。這是「進入基督」（直譯，和合本：連於⋯⋯基
督）的長進；生命發展得越來越「在祂裏面」，凡事以及
生命中每個細節，都以和祂的關係爲中心、爲目標，並且
與祂連合。其中的介系詞又可譯作「向著」(towards)或
「至於」(unto),因此正如第13節所說的，含有向著以祂完
全的人性爲標準長進的意思。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42.



連於元首基督

•基督可以說是整個身體，但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

說是頭。1章22節已經討論過這一點，5章23節

將會再次提及。不單是長進，事實上，每個肢體

所作的一切，都是以祂爲源頭，也以祂爲引導的

方向。惟有倚靠祂，肢體才能健康強壯。下一節

將會詳細討論這一點。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42.



希臘原文

• 4:16  ἐξ οὗ πᾶν τὸ σῶμα 

συναρμολογούμενον καὶ 

συμβιβαζόμενον διὰ πάσης ἁφῆς τῆς 

ἐπιχορηγίας κατ᾽ ἐνέργειαν ἐν μέτρῳ 

ἑνὸς ἑκάστου μέρους τὴν αὔξησιν τοῦ 

σώματος ποιεῖται εἰς οἰκοδομὴν 

ἑαυτοῦ ἐν ἀγάπῃ.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
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from whom the whole body, being 

fitted and held together through 

every supporting connec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in 

measure from each individual part, 

causes the growth of the body to 

building itself up in love.”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從他那裡，整個身體，

通過每一個支撐連接，

按照每個部分的工作

量被裝配和連接在一

起，導致身體的成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全身都靠他聯絡

• 如果我們長進，它應會更加彰顯基督的榮耀。理由非常明顯，因
為我們一切所得的，都是基督所賜。衪保守我們不致遭害，在衪
以外，沒有平安。正如一棵樹從根中吸取汁液，我們所有的活力，
也全都源於基督。這裡應當注意三件事。第一，各肢體的生命、
活力，都是來自元首，所以肢體只是下屬。第二，元氣既是分佈
到肢體各部，各部必須保持交通。第三，如果沒有彼此相愛之心，
身體就不會健康。所以保羅說，元首藉著肢體，把需要的營養，
供給身體。只要繼續維持交通，身體就會活潑而有生氣。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97.



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 使徒討論完肢體和肢體間的關聯以後，進而談到整體「正確的運
行」。各在本位，各按所需的各體，必須有神在整體中「運行」，
才可以正常運作。聖經接著又提到增長的宗旨，清楚說明每個肢
體的目標不是個人，而是全身的長進，所求的不是一己的建立，
而是整體的建立。再者本節上文下理所要證明的重點，不是教會
人數的增多，而是屬靈上的增益。最重要的是，這增長是在愛中
的增長。這一小句片語在此重現，因爲使人同心尋求整體得建立
的，就是愛。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一個彼此關懷的群體活在愛中，
又在愛中彰顯眞理，人數自然就會增長。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