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隨筆 

屬靈的福氣 
以弗所書 1:3-14 

林錦英教授 
 

以弗所書 1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

屬靈的福氣： 

4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

聖潔，無有瑕疵； 

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

子的名分， 

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 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

督裏面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 (-得：或譯成) 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

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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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信

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原文是質)，直等到 上帝之民 (-民：原文是

產業) 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前言 
 神賜下祂的兒女屬靈的福氣，在這幾節經文中表達出來，非常寶貴。神已經

在基督裡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想要得到這些福氣，就必須要在基督裡。

而這些福氣是由於三一真神的工作：聖父的主動計畫。聖子的救贖成就。聖靈的印

記完全。聖父聖子聖靈一同工作完成的。使屬神的兒女們擁有豐盛的生活（以弗所

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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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聖父的主動計劃（以弗所書 1:4-6） 
 1.  蒙揀選： 

  神的揀選是出於祂的自由意志，使人進入衪的救恩。所以這屬靈的福氣是

神永恆的計畫。舊約記載神從萬民中揀選你我成為祂的的子民，又說神專愛我們，

神喜愛我們（申命記 7:6-8），新約此處也告訴我們，天父在創造世界以前，在基

督裏就已經揀選了我們（以弗所書 1:4）。 

（申命記 7:6-8） 6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上帝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上帝從地上

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7「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

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

最少的。8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

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

的手。 

（以弗所書 1:4a)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在沒有世界之

先，你我就蒙神的揀選成為神的兒女，享有神兒女豐盛的地位，

這是何等大的福氣，感謝神。 
 

 2. 成聖潔： 

  神所揀選的信徒，相信祂，認識祂，學像祂，成為聖潔。舊約記載神對祂

的百姓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聖潔是分別出來的意思（利末記

11:44，彼得前書 1:16），新約現代中文修訂本在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在基督裏，

神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絲毫缺點的人」，這是多麼大的福氣。 

  學習神成為聖潔，脫離污穢，沒有瑕疵。這是何等大的福氣，感謝神。 

（以弗所書 1:4b)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 

（利末記 11:44）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

的。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 

（彼得前書 1:16） 因為 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3. 得名分： 

    神預定我們信徒在基督裏得兒子的名分。神愛我們，定意在基督裏「收養」

我們，叫我們，「兒子名分」的福氣。按羅馬法律，領養就親生的，權利相同。

（以弗所書 1:5，加拉太書 4:4-7）。 

（以弗所書 1: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

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加拉太書 4:4-7） 4 及至時候滿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

律法以下，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

分。6 你們既為兒子，上帝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 - 原文是

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7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

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上帝為後嗣。 



 4. 賜恩典（以弗所書 1:6）： 

  神預定我們信徒在基督裏得兒子的名分，又賜恩典榮耀祂，這是何等大的

福氣，感謝神。 

（以弗所書 1:6）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貳）聖子的救贖成就（以弗所書 1:7-12） 
 1. 罪得赦： 

  神藉著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背負世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流血捨

生，滿足神對公義的要求，使我們因祂的救贖，所犯的罪，因認罪悔改，罪得赦免；

因相信主替你我的罪死，以耶穌的義代替我們的不義，而能得以使我等蒙恩的人，

在神面前算為義。（以弗所書 1:7、哥林多後書 5:21、希伯來書 9:22、馬太福音 

26:28、羅馬書 3:24-25）。感謝主。 

（以弗所書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

恩典。 

（哥林多後書 5:21） 上帝使那無罪 (無罪：原文是不知罪) 的，替我們成為罪，好

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上帝的義。  

（希伯來書 9: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

赦免了。 

（馬太福音 26:28）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羅馬書 3:24-25） 24 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25 上帝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上帝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這是神極大的恩典是白白賜給我們的，使我們的罪得赦免，在主裏因信稱

義。這是神所賜何等大的福氣，感謝神。 
 

 2. 得智慧明奧秘： 

  在基督裡，神賜下各樣的智慧聰明，使我們明白屬靈的奧秘（以弗所書

1:8-9）。這奧秘，就是神要照祂自己在基督裏的意思，使猶太信徒與外邦基督信

徒在基督裡都成為新人，都成為神的兒女，都屬於基督，這新的群體就是教會，因

為基督以祂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拆了外邦人與猶太人在聖殿外院中間隔絕的關係，

只要靠主寶血洗淨雙方都成為神的兒女。因為彼此都成為神的兒女，就互為肢體，

能彼此和睦，這原來是沒有人知道的，因此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就照著所安排（加

拉太書 4:4）耶穌降生受死埋葬復活升天，使天上、地上一切被造的在主裏的都因

基督而同歸於一，都和睦了。（以弗所書 1:8-10，3:3-6，5:32，2:14-16） 

（以弗所書 1:8-10) 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9 都是

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10 要照

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加拉太書 4:4） 及至時候滿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

法以下。 

（以弗所書 3:3-6） 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4 你

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

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

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以弗所書 5: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以弗所書 2:14-16） 14 因他使我們和睦( - 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

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就是那 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

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

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了。 

  能得聰明智慧明白這屬靈的奧秘，這是何等大的福氣，感謝神。 
 

 3. 得基 (產)業： 

  在舊約時代，基業是指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產業（出埃及記 34:9、申命記 

32:9），在新約這裏指出「我們也在主裡面得（或成）了基業」（以弗所書 

1:11a），基業為在耶穌基督裏得到各樣的屬靈福氣和權利。「我們也在主裹面

『得』了基業」就是我們得到神要給我們的東西。而「我們也在主裡面『成』了基

業」，就是我們成為神的產業。如：「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哥

林多前書 3:9）。 

（出埃及記 34:9） 說：「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們中間同行，因為

這是硬頸項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孽和罪惡，以我們為

你的產業。」 

（申命記 32:9） 耶和華的分本是他的百姓；他的產業本是雅各。 

（哥林多前書 3:9） 因為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

的房屋。 

  在耶穌基督裏得到各樣的屬靈福氣和權利，包括我們得到神要給我們的東

西和我們成為神的產業。這是何等大的福氣，感謝神。 
 

叁）聖靈的印記完全（以弗所書 1:13-14） 
 1. 受印記。作為憑據： 

  我們信了主，是神的兒女（約翰福音 1:12，羅馬書 8:16），神就賜下所應

許的聖靈，作為我們屬於神的印記，並保證我們要承受神的應許，就是得基業的憑

據（以弗所書 1:13-14），這是何等大的屬靈福氣。 

A. 保羅又說；神在基督裏膏我們，用印印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

據（哥林多後書 1:21-22） 



B. 斯托得牧師 (John R.W. Stott) 分享很貼切，他說：神在百姓（我們）身

上工作的保證是從聖靈來的。 

  * 聖靈是所應許的聖靈。神的應許就是藉著先知和主耶穌差聖靈來，在使

徒行傳徒第二章前 4 節五旬節那天聖靈就降臨成就了；又承諾賜給所有悔改相信

基督的人。 

  * 聖靈是神的印記。是神將聖靈放在神兒女的心中，顯示主權和真確性，

是神擁有的是屬於神的人，也就是刻在神兒女的心裏，神標明顯示這些神的兒女的

我們是屬於神的。 

  * 聖靈是神的憑據。神保證負責帶領神子民的我們進入永恆基業。憑據希

臘文之意是訂婚介指，在貿易的意思是「頭期款、訂金、抵押品、擔保」，是承諾，

是一定會實現的。 

  神就賜下所應許的聖靈，作為我們屬於神的印記，並保證我們要承受神的

應許，就是得基業的憑據這是何等大的福氣，感謝神。 

（以弗所書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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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 這聖靈

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原文是質)，直等到 上帝之民 (-民：

原文是產業) 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

兒女。 

（羅馬書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哥林多後書 1:21-22）21 那在基督裏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上帝。

22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 聖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 (-原文

是質)。 
 

結論： 
 聖父的主動計畫。聖子的救贖成就。聖靈的印記完全。聖父聖子聖靈一同工

作完成的。使屬神的兒女們有豐盛的生活。 

 我們何等尊貴在基督裡有神兒女的福分。與神有密切的父子關係，可以享受

親子之樂。罪得赦免使我們能夠明白，去做傳福音的工作，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夠在

基督裡與神合而為一，人人都能成為神的兒女。又在我們的身上有聖靈的印記，簽

名蓋章，有保證，我們知道不論在什麼時候，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是屬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