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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2 日 

主日講台信息 

「何等豐盛的榮耀」  

／謝榮生牧師 

經文：以弗所書第一章 15－23 節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

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

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

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

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

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

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

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弟兄姊妹早安。感謝神再一次在台北堂看到大家，各位如果你沒有看到我，

因為我都在東區，每個主日早上都在東區服事。感謝神，最近上帝賜給我們一個

可能可以長租的所在，我們也跟房東都談好了，如果長執會也覺得好，一切順利，

很快的我們就會跟房東簽約，不單是未來兩三個月我們還可以在富邦人壽大樓的

地下室繼續敬拜神，大概在十月底或十一月，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聚會場所。也

請弟兄姊妹為這個禱告，感謝神的預備。 

今天我要講的是「何等豐盛的榮耀」，這是以弗所書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榮

耀的信息。上半年我們講詩篇，七月份開始，我們進入到以弗所書。如果問你最

喜歡聖經（或新約）裡面哪一卷書，我想我不會選以弗所書，因為對很多人（包

括我）來說，都覺得以弗所書是相對深奧的一卷書，不太容易讀，常常保羅用的

句子非常長，讀完了你不知道重點在哪裡，所以讀起來有一點辛苦。 

我很喜歡腓利門書，不是因為它短，當然短也是一個原因，我覺得腓利門書

裡面有好多豐富的情感跟真理。我覺得我們都喜歡讀比較軟一點的，但是不要忘

了，聖經給我們很多的真理也是相對的，感覺是比較硬的，而這些確實是可以建

造我們的生命。 

既然以弗所書是不容易懂的，那我們就更禱告，求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幫

助我們能夠不單認識經文、認識神、認識真理，也幫助我們更可以活在教會當中，

來見證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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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天上屬靈的福氣 

上個禮拜炳宏牧師帶領我們讀了第 1 節到第 14 節，我很快地再整理一下。

上個主日談的是天上屬靈的福氣，我要問弟兄姊妹，你還記得天上的屬靈福氣到

底有些什麼？有三個，我把他歸納又歸納，濃縮再濃縮，你可以掌握這三個天上

屬靈的福氣。 

第一個，上帝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這當然跟神起初的揀選是有關係的，

所以保羅講了很多的揀選，然後結論是祂要把神兒子的名分賜給我們，這在第 5

節。 

第二個，保羅要使我們在基督裡同歸於一，這是因為神賜下了赦罪的恩典，

使我們因信而可以同歸於一。這「一」到底怎麼解釋？有人說這個「一」就是基

督，當然 OK，但是從以弗所書裡面我們也可以延伸，這個「一」就是教會，同

歸於基督，也同歸於教會。這是在第 10 節裡面告訴我們的。 

第三個，我們都成為神的基業，有聖靈作印記，有聖靈為憑據，這是在 13

節和 14 節。我想在前面這一段，我們只要掌握到神賜給我們三個天上寶貴的、

屬靈的福氣，這是重點之一。 

神賜下這三個屬靈的福氣，以至上帝的榮耀得著彰顯。當然神的榮耀不會隱

藏，可是在神對教會的作為裡面，更藉著教會而顯明了祂的榮耀。 

保羅為以弗所教會感謝神 

今天，我們再繼續往下看。我要請各位先看 13 節。13 節。保羅在那裡說，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然後再往後

看 15 節，保羅說「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

住的感謝神」。保羅的禱告一開始，他為以弗所教會兩件事情感謝神。第一件事

情是，他為有人信耶穌而感謝神。第二件事是，他為弟兄姊妹在教會裡面能夠彼

此相愛而感謝神。 

從以弗所書或者使徒行傳裡，我們看不到以弗所教會到底增長如何，我們也

不知道以弗所教會事工的重點，推動得如何，但我們卻很清楚的看到上帝把得救

的人加給以弗所教會。 

我們知道以弗所是一個敬拜偶像，敬拜亞底米女神的城市。如果你去過聖地

之旅，去過土耳其的啟示錄的七個教會，你會看到以弗所的遺跡，那裡亞底米女

神的石雕像還在那裡，已經兩千年了，還在那裡。以弗所並不大，與現在的城市

比較以弗所並不大。雖然你知道以弗所當時敬拜亞底米女神，那是一個非常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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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時尚的一種信仰的趨勢。可是在這城市裡面，有人在教會，或有人聽了基

督徒所傳的福音，他們離棄了偶像，進入了教會，悔改信了耶穌，這確實是令人

非常喜悅的一件事情。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兩千年前福音在以弗所可以這樣的改

變當時的信仰環境，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在台北市，仍然可以靠著福音，藉著福

音來翻轉，來改變整個台北、台灣的屬靈氛圍。神在以弗所教會可以行這樣的事，

神今天在台北，在台灣，仍然可以行這樣的事。 

以弗所在小亞細亞，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外邦城市，但我們知道猶太人已經

散居各地，在以弗所仍然有猶太人居住在那裡。這個教會雖然外邦人相對比較

多，猶太人很少，保羅在這裡，似乎他的中心信息是針對那些外邦人的。 

在以弗所書的第 3 章第 1 節，保羅在書信裡面說，「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為福音被囚，保羅為基督被囚，保羅為猶太人被囚。

當然，在以弗所教會或者其他外邦的城市，保羅為了福音也為外邦人被囚。保羅

這裡在告訴以弗所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被囚是為著福音的緣故，當然，也為教

會裡面的這些外邦的信徒。 

以弗所傳福音的主要對象，我們從這裡知道，是外邦人，教會裡面當然也有

猶太的信徒，但是相對的比較少。我們從歷史來看，外邦人跟猶太人本來就有嫌

隙，他們很難彼此和睦相處在一起，可是在教會裡面就是有這兩種非常尖銳敵

對，沒有辦法和睦的族群，他們都在教會裡，都在基督裡，都在福音裡，都在信

仰裡。所以保羅說他聽說教會裡面這些弟兄姊妹信了耶穌以後能夠彼此相愛，這

是多大的神蹟！弟兄姊妹，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情，這兩個互相為敵的族

群在教會裡面，因為福音而改變，因為福音而使他們可以彼此相愛，所以你讀到

保羅說我聽到你們可以親愛弟兄，雖然只有四個字，但是你知道這個背後的代價

有多大嗎？不容易的，非常的不容易。 

弟兄姊妹，在福音的面前，在耶穌基督的裡面，我們有這樣的信心跟把握，

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沒有什麼是無法更新的，如果我們今天對一個人，或者

對一件事情，我們絕望了，灰心了，想要徹底的放棄，我要說，請你繼續的為這

個人，為這件事，繼續的禱告。我們雖然可能已經盡了全力也無法改變，但是不

要忘記，福音能夠改變一切，耶穌基督能夠改變一切。 

如果弟兄姊妹在婚姻裡面你覺得灰心絕望，如果你的配偶，你對你的配偶已

經不想再付出任何的努力，你對你的配偶你覺得你過去這多年，十數年，已經非

常的辛苦而又無法改善的時候，弟兄姊妹，你要有一個信心是，在人不能，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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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能。把你的婚姻交給主，把你的配偶交給主，把你自己全然的交託給上帝。

我們無法改變的事情，我們無法改變的配偶，甚至包括我們無法改變的小孩，我

們自己的小孩，福音才能改變他們。耶穌基督才能真正改變他們。在我們的絕望

裡面，只有福音能夠帶來盼望，只有耶穌基督能夠帶來盼望，不要因為我們的絕

望灰心，以至最後我們選擇了一些我們不該選擇，不該做的事情。求上帝憐憫恩

待我們。 

保羅禱告要人真知道神 

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禱告，焦點是讓教會能夠得著神豐富的屬靈理解力。因為

唯有這樣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們更多、更清楚、更正確的來認識神，這是保羅為教

會的禱告。 

我們看 17 節，保羅禱告，他求榮耀的父神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賞給以弗所教會，賞給今天我們台北信友堂。保羅這樣禱告是為了使你們真知道

祂，真知道神，真知道天父。 

「真知道」是什麼意思呢？「真知道」就是在聖經的真理當中，知識當中，

在聖靈引導我們的正確理解之下，我們能夠充分認識上帝，並且能夠活出當有的

信心。「真知道」除了我們理性上對於聖經真理的認知以外，也必須在我們的生

命和行為當中回應出「真知道」當有的行為。 

你說以弗所教會是不是一個真知道神的教會？保羅一開始就為他們感謝

神，因為他們信了耶穌，以致能夠親愛弟兄。這是一個有見證的教會，這是一個

聽了、學了，也能夠行出來的一個教會，以致保羅為他們感謝神。 

如何能真知道神？ 

我們要繼續問，那要如何能夠真知道祂？保羅的禱告很簡單，就是求賜人智

慧和啟示的靈，來使我們真知道祂。弟兄姊妹，你在生活當中，如何去落實這個

呢？我自己在這個如何上面有幾種體會，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 

第一，你必須在聖靈的光照中，來理解聖經的真理。聖靈是真理的靈，祂來

了，就是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翰福音說，聖靈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

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把祂從主耶穌基督那裡所聽見的，一切都告訴我們。所以

弟兄姊妹，若我們要真知道神，第一，我們必須靠聖靈的光照和啟示。 

聖經是一本書，但又不是一本普通的書。我們讀一般的書都需要悟性、智慧

來理解，何況我們讀聖經的真理，豈不更需要聖靈幫助我們來理解真理的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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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靠智慧和啟示的靈，多閱讀。閱讀，弟兄姊妹，要閱讀，閱讀是一輩

子的事。但是當然知道我們年歲越長，我們的眼力就越不如從前，閱讀對年長的

弟兄姊妹來說是不容易，是困難的。但是求上帝還是幫助我們，如果你可以，我

還是鼓勵你盡量的閱讀，閱讀能夠帶出力量，閱讀是使我們可以大量的吸收當有

的知識，閱讀是一種智慧，但我們也需要在智慧當中來閱讀。賜人智慧和啟示的

靈幫助我們閱讀，使我們能夠領受聖經（或屬靈書籍）裡面的教訓，這是神所賜

給我們恩典。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歡讀書，但我們讀書也需要謹慎，需要選擇。以前

我喜歡讀暢銷書，去書店我都先看排行榜，最近哪一本書最流行，銷售量最好，

然後很自然就會買一本暢銷書來讀。有一次在跟康牧師談讀書這件事情，我就被

提醒，我們的時間非常有限，讀書的時間更是有限，為什麼要拿那寶貴的讀書時

間，去讀一些我們以為有用，讀了以後卻沒用的書呢？我們為什麼不把那非常有

限的時間拿來讀真正對我們認識神有幫助的書籍呢？ 

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到你自己在讀書的這件事情上，你需要選擇一些比較

硬，比較經典的書來讀嗎？從那以後，我就不再看什麼暢銷書了，我也不去關心

到底現在市面上什麼書最流行，無論是健康的、有機的、美食的、旅遊的，一概

不看了。經典的書之所以值得讀，是因為它受了時間考驗，受了許多人的篩選而

能存留下來。弟兄姊妹，我不是古板，我是怕我們不經意吃了很多的毒藥。 

弟兄姊妹，你讀過基督教的歷代信條嗎？你知道在教會兩千年的歷史當中，

為了堅立信仰，也為了幫助我們瞭解信仰，你知道有多少信條被寫下來嗎？這些

信條都是非常寶貴的屬靈結晶，而且是在兩千年歷史當中，由這麼多屬靈的前輩

所整理下來的，我們為什麼不讀呢？你如果沒有讀，趕快去讀，基督教的歷代信

條。你讀過加爾文的要義沒有？這是我們信友堂（或者改革宗）非常重要的信仰

內涵―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你讀過馬丁路德的神學沒有？你知道福音，但是你

知道什麼叫做福音神學？如果我們的講道只有律法，那就不是福音神學了。 

還有，你讀過教會歷史沒有？你知道在教會兩千年的歷史當中是如何變化

的？你知道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是因為什麼原因，要把過去信仰的一些積習錯

誤改正過來？弟兄姊妹，如果這些書或者這些東西我們都還沒有讀過，我勸你趕

快把握時間，好好的去讀這些，這些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神的好書，鼓勵大家趕

快去讀。 

第三，靠著智慧和啟示的靈，多聆聽，多聽。聽是一種謙卑，聽是一種順服，

聽是一種虛心的領受，是願意受教的一種態度。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講話，你知道

你的孩子願意聽，其實作父母的是很安心的，因為他願意領受父母的教訓。如果

你跟孩子講話，你看他的態度就是一副不以為然，他不願意聽，其實父母的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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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憂心沉重。從這個我們就可以感受出，如果我們要真知道祂，豈不需要更多

的聆聽嗎？ 

聽講道，主日學，或者你在團契裡面，或者你在媒體網路上面聽到任何的信

息，你領受了，弟兄姊妹，都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我們聽了真道，真理在我們

的心中一定會有反應的，那是聖靈的感動，但是千萬不要聽過，轉身就忘了自己

的長相，這是聖經提醒我們的。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聆聽是幫助我們真知道神

的正確認識真理的必要方法之一。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不單要大量的閱讀，我們

還要虛心的聆聽。 

我想過去這半年，我們在網路上一定聽過非常多、非常多的信息，這些信息

如雨後春筍一般的竄流在網路的平台裡面。但是弟兄姊妹，當你在網路上面選擇

的時候，求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幫助我們，不要網路上什麼東西你都聽，毫無

選擇。求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幫助你有這個智慧選擇，以致聽對你真正能認識上

帝的這些信息。 

第四，我自己的回應，靠著智慧和啟示的靈，在你的行為當中能夠遵行神的

話。在我們的信仰當中，合宜的行為是顯明我們與所蒙的恩相稱。行為是信心當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我們都知道亞伯拉罕，聖經說他是因信稱義，但是你知道

聖經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稱許亞伯拉罕。當上帝要亞伯拉罕把他的兒子以撒獻給

神的時候，聖經說亞伯拉罕乃是以行為稱義。亞伯拉罕的行為，他遵行上帝的話，

乃是因為他建立在對神的信心上面。亞伯拉罕不單單只是因行為稱義，而是他行

為稱義的背後，是已經因信稱義了。所以亞伯拉罕的行為是顯明他的信心，這是

非常重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說我們真認識神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行為當

中顯出與所蒙的恩相稱，否則我們知道越多屬靈的知識，其實不一定對我們有益

處。 

各位還記得哥林多前書 13 章一開始那幾節聖經提醒我們嗎？你有屬靈的恩

賜，你有屬靈的能力，你有屬靈的愛心，你有屬靈的作為，你可以捨己身賙濟窮

人，把一切所有的都奉獻給人，但是聖經最後提醒我們若沒有愛，若沒有信心，

若沒有盼望，這一切所行的就沒有益處。所以這些行為必須建立在信心、愛心跟

盼望裡面，否則我們只是鳴的鑼，響的鈸。保羅在這裡提醒教會弟兄姊妹，我們

必須要顯出與信心相稱、合宜的行為來。 

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四個點，當然你可能有第五個點、第六個點，都好，

只要這些能夠幫助你在真認識祂的這件屬靈的事上達到益處，我就感謝神。願上

帝幫助你我，我們可以更多的認識祂、知道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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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問一個問題，教會要真知道什麼呢？前面是我們怎麼樣真知道祂，現

在我要問，那我們要真知道祂什麼呢？你說就是聖經，但聖經這麼一大本，內容

太多了，我們一下很難歸納整理出來我們到底要認識祂什麼。感謝神，在保羅的

禱告裡面，他很清楚的為教會，為以弗所，為台北信友堂禱告三件事情。 

在這禱告之前他說，「求天父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照明我們的裡面，就是

我們的心思和悟性。弟兄姊妹，我們的心思和悟性是需要被聖靈引導，被聖靈光

照，這樣我們才能對所認識的事情，有一個正確的依循。保羅說這三件事情需要

在我們心中的眼睛被照明的情況底下，我們才能有正確的跟隨。 

保羅為教會禱告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說，以弗所教會、台北信友堂，我們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

指望。我們要知道上帝的呼召，這個呼召跟神的揀選有關。這又回到前面第 1

節到第 14 節，跟神在萬古之先的揀選跟預定有關。上帝的呼召臨到我們，這個

呼召在希伯來書上面說，這個呼召是天召，這個呼召乃是從天上而來，選召我們，

有一天又要把神所選召的教會，包括你我，都要帶回到天上去。這就是從天而來

的呼召，把我們再帶回到天上去。 

而感謝神，弟兄姊妹，你為什麼確定這個呼召？因為聖經說我們有一個把

握，我們有一個證明，我們有一個質，我們有一個確據，這就是聖靈。我們相信

聖經所啟示的內容。為什麼信？因為聖經說了。我們為什麼信我們能夠蒙召而且

有未來的盼望？因為有聖靈作證據。不是你說，不是我說，是有聖靈為你我、為

教會作證據。 

這個呼召是神聖的，既然從天而來，是神聖的。既然是神聖的，按著福音的

原則，就不是按著你我的行為，乃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這個恩典在創世以前，

在我們都還沒有被造之先，就在耶穌基督裡面預定要賜給你、賜給我了。 

同時，這個呼召也幫助我們今天，弟兄姊妹，你在這個恩召當中，你可以靠

著神的恩，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弟兄姊妹，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恩召從天上而來，我們恩召

的獎賞是上帝的榮耀，恩召的獎賞是上帝的榮耀。這是保羅為教會禱告的第一件

事情，我們要認識神的恩召。 

第二，保羅為教會的禱告是，他求神幫助教會，知道神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神在聖徒當中得的基業，也就是神在教會當中得的基業，是

何等的榮耀。這跟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有關。 

這個基業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上帝把他當作產業，在基督耶穌裡賞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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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弟兄姊妹，以致今天我們有一個確據、把握，有聖靈作憑據，我們知道神

是教會，神是我們的產業。從另外一個觀點，弟兄姊妹，教會、你我今天因著在

基督裡，我們是上帝的產業，為什麼我們知道我們是上帝的產業？因為有聖靈作

證據。我們是上帝的產業，以弗所教會是上帝的產業，台北信友堂是上帝的產業。 

保羅的第三個禱告，他說我們要知道祂（神）向我們所顯的能力是何等的浩

大。神向我們，神向教會所顯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是什麼能力這樣

的浩大？在第 20 節到 22 節，保羅告訴了我們這個能力，保羅說這個能力是復

活的能力，是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力。保羅說這是一個升天的能力，因

為祂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升天，現在坐在父的右邊。在父的右邊是有尊貴、

有地位、有能力。這是什麼能力？保羅說那是一個超越，全然超越的能力，耶穌

基督的能力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這個超

越性的能力，不單過去，現在，連未來一切都超越了。這個能力不單超越了我們

眼睛所及，所看見的物質界，這個能力甚至超越了你我眼睛看不見的屬靈的境

界。一切，耶穌基督都超越了。 

弟兄姊妹，這個能力是什麼能力？是耶穌基督如今在天上作王的能力，這個

能力叫萬有都服在基督的腳下，是基督為教會作萬有之首的能力。這是一個作

王、掌權的能力。弟兄姊妹，這個浩大的能力，是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邊，而祂把這個能力賞賜給了教會，祂把這個能力賞賜給了弟兄姊

妹，你跟我。這個能力在教會裡運行，這個能力在我們的生命當中運行，而神把

這個能力就這樣白白的賜給我們。 

基督是造物者、造物主。祂原本就有崇高、尊榮、榮耀的地位，但是祂就為

著教會的緣故，聖經說祂為著教會的緣故來統管萬有。弟兄姊妹，難道沒有教會，

基督不能統管祂一切所造的嗎？當然可以，可是這裡讓我們看到基督的權柄，祂

統管萬有的能力，原來是為著你，為著我，為著以弗所教會，為著今天台北信友

堂，上帝能力的彰顯乃是為了教會。感謝主，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想過，原來有一

天教會，原來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我都要在天上與基督同作王，我們要與基督同有

神所賜給我們這樣的恩典和能力。 

我們再回顧一下，保羅到底為教會禱告了什麼。三件事情，我們來回憶一下。

他為教會禱告，求神幫助教會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第二，祂要教

會知道祂在眾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榮耀。這個基業，其實就是

教會，祂要我們知道神的榮耀在教會當中是何等的榮耀，何等的豐盛。弟兄姊妹，

我們要明白這個基業原來是在基督耶穌裡被建造起來的，就是神的教會，顯明了

天父的榮耀。第三，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能力。耶

穌基督的超越性的能力，如今顯明在教會裡，顯明在你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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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節最後，保羅對教會有了一些註解。他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

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就是教會被基督充滿了。弟兄姊妹，想一想，我們把這些全

部串連起來，基督是教會的豐富，基督作教會之首，祂充滿萬有，祂也充滿在祂

的身體，充滿在教會裡，基督的豐富就是教會的豐富，基督的榮耀豈不也是教會

的榮耀嗎？基督的榮耀就是教會的榮耀。 

幾點勸勉與鼓勵 

其實講到這裡我可以結束了，但是我想回應幾件事情。這是我心裡的一些感

動。我第一個回應的是，我想我們都盼望自己，或者彼此，我們在靈命上面有所

成長，真知道神。不單只是我們在聖經知識上不斷的累積，而是我們需要整個教

會在真知道神的聖經基礎上面，我們必須靠著聖靈，顯明教會在基督裡的馨香氣

息。 

信友堂，我們一直都說這是一個看重上帝話語的教會，但是弟兄姊妹，我們

可不可以說信友堂也是一個可以靠著上帝的恩典，活出上帝話語的教會？這是必

要的，這是必須的，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我們以為我們是一個看重上帝話語的教會

而已，靈命的建造，必須要從真知道神開始，越豐富越好，知道的越多越好，但

是求神幫助我們，把我們所知道的在福音裡，在基督裡，轉化改變成為我們生命

的內涵。 

第二，耶穌的權柄是超越萬有的，祂本有神的形像，卻存心謙卑，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的權柄最後藉著十字架，全然向教會彰顯出來。耶穌的權

柄是愛，是捨己，是事奉，我覺得這對我們服事教會的人來說，是非常清楚，非

常重要的屬靈真理。 

弟兄姊妹，若神把權柄放在你身上，我求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幫助你，讓你

知道權柄是愛，權柄是捨，權柄是事奉。不單以弗所教會需要這樣，台北信友堂

我們所有的傳道、長執同工、弟兄姊妹，我們都需要在這個真理上回應耶穌基督

的權柄和能力。耶穌乃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的事奉當中，建立了祂的權柄。

不是耶穌原來沒有權柄，乃是在十字架上重新確立了祂的權柄。耶穌的權柄原來

是為了服事你，服事我。 

第三，以弗所書這封信所談的教會是大公教會，是我們在使徒信經裡面每週

都讀到的聖而公之教會，台北信友堂只是台北、新北的一個地方性教會而已，我

們雖然要把我們教會的眼界擴大，但是我們也絕對不能輕忽任何一個地方性的教

會。我們愛教會，我們愛的是神的大公教會，但是我也要必須說，我們愛的也是

你自己委身歸屬的任何一個地方性的教會，我們愛主，你就必須要用愛主的那份

心愛教會。我們服事主，你就必須要用服事主的那樣的態度來服事教會，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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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基督裡所領受的恩典來服事教會，來愛教會。 

「在基督裡」這四個字，是以弗所書第 1 章非常重要的話。弟兄姊妹，「在

基督裡」就是「在教會裡」。我要這樣的解釋，「在基督裡」就是「在教會裡」。「在

基督裡」你必然要歸屬在基督的教會裡，因為基督就是教會的頭。 

過去這半年我們一直處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教會為了疫情作了非常多的調

整，但是疫情現在越來越舒緩，感謝神。過去我也知道這幾個禮拜當中我們在

B2 地下室這裡，冷氣的條件非常的不好，弟兄姊妹在這裡敬拜上帝，有一點為

主受苦。但是疫情舒緩了，感謝神今天冷氣也修好了，（我們感謝神，謝謝同工

們的努力）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回到這裡來參加實體的敬拜，讓我們在這裡，在

教會裡可以真實的口唱心和的讚美神。 

我們知道過去這幾個月（甚至到如今）我們都沒有停掉網路上的直播崇拜，

弟兄姊妹，網路的直播崇拜只是我們在疫情當中的一個特殊的替代方案而已，如

果現在還在直播上面崇拜的弟兄姊妹，我鼓勵你回到教會來，回到我們當中，你

看有這麼多弟兄姊妹坐在這裡，我們一起在這裡敬拜上帝，我們要在這裡彼此交

接，擘餅用餐，恆切的同心禱告和敬拜神。弟兄姊妹，這是聖經所說的教會，這

是以耶穌基督為首的教會，這是充滿了上帝榮耀的教會。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

姊妹您還不安心，我們就為您禱告，願上帝賜給你平安，能夠回到弟兄姊妹的當

中，我們一起在這裡敬拜上帝。 

第四，我心中回應的是，我鼓勵弟兄姊妹，鼓勵您委身在教會裡面，主耶穌

雖然是完美無瑕的，從現實的層面來看我們也知道教會有許多的缺失，有許多的

錯誤，我們都明白教會不完美，我們都明白，但是耶穌基督仍然是教會的頭，教

會仍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弟兄姊妹我們回到聖經想一想，在新約聖經裡面所提到的任何一間教會，有

沒有哪一間教會是完美沒有瑕疵的，有沒有哪一間教會這些使徒們寫書信只有稱

讚，沒有責備，沒有提醒的？弟兄姊妹，沒有。從兩千年前的初代教會直到如今，

也一直到主的再來，我要很誠實的說，沒有一間教會是沒有瑕疵的。但是弟兄姊

妹，求上帝幫助我們，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幫助我們，不要把我們的眼目心思

只放在教會的錯誤和瑕疵上面，我們要放在教會的元首基督耶穌上面。教會雖然

有瑕疵，但是不要忘了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用祂的真道，在以弗所書的第 5

章裡面祂說，祂用這些把教會洗淨了。雖然教會有瑕疵，但是在神的寶血，在神

的真道當中，已經被洗淨了。弟兄姊妹，我們需要有這樣屬靈的眼光看教會，因

為教會是屬基督的，我們是基督的產業，我們是基督無瑕疵的新娘。我們的無瑕

疵乃是因為真道。乃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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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好好委身在教會裡面，委身就是你要認定，你要投入，你要對這

個團體有愛，你願意接納，你願意包容。好不好鼓勵自己，要求自己，委身在崇

拜中，委身在你的團契裡面，委身在你現在參與的事奉。或者我鼓勵你，你如果

現在沒有事奉，趕快跟你的團契說我想事奉， 請你為我安排一個可以服事教會、

服事主的機會。 

弟兄姊妹，委身是一種穩定，委身是一種恆常，聖經裡面特別說守素安常，

那就是一種穩定，那就是一種委身。我們每一次看團契的聚會人數，好像都很穩

定，但是我們知道弟兄姊妹都輪流出席。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弟兄姊妹，為

什麼我們對教會、對崇拜、或對團契的聚會不能全然委身？委身不一定是我們要

做什麼偉大的事，不，委身就是穩定，就是在平常的生活當中很穩定的去把那件

該做的事情做好。 

弟兄姊妹，把自己真實的委身給教會。當你願意把自己委身給教會，其實你

就是真實的把自己委身給基督，你就是真實的把自己委身給這一位充滿萬有者所

充滿的教會。委身只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是基督的教會，這裡有基督的榮耀。

弟兄姊妹，這是我們委身唯一的理由。                                      

盼望今天這段神的話，還有一點點的勉勵 幫助弟兄姊妹在未來的認識神的

生活當中，可以更穩定，更認識神。 

 

我們一起禱告： 

感謝親愛的天父，謝謝你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幫助我們更認識你。謝謝你讓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可以成為你的產業。今天的信息非常寶貴，願神也保守在

我們的心懷，不要我們消滅聖靈的感動，我們離開這裡以後，又和我們原來的本

相一樣，願今天這福音的信息在弟兄姊妹的生命裡面帶出改變，我們感謝你，奉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