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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2：1-10

我们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现在要读问题32，然后

让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32：称义和成圣是什么意思？

称义意味着我们因着基督为我们死⽽复活，⽽在神⾯前被宣告为义。

成圣意味着我们渐进的、不断增长的义，这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动⼯。

称义和成圣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它们描述了神的大能如何在属灵上让人类复活，然后帮助我们

行在新的道路上。 世界上充满了痛苦和破碎。 今天的世界需要盼望。 在埃及和巴基斯坦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的。 在

中国做维吾尔人是很危险的。 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都存在暴力事件。

这些事情并不新鲜。 2000年前，世界充满了疾病、战争和迫害。 那时人们感到无助，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感到无助

一样。 只有复活的力量才能医治病人，结束战争，并为对我们来说太大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以下是我们将在这段

经文中看到的内容大纲。

第1点--第1-3节：我们是罪人，属灵的死亡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第2点--第4-9节：我们单单靠着恩典而在基督里实现属灵的复活（称义）。

第3点--第10节：我们开始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了新生命（成圣）。



我要用英语读以弗所书2：1-10，然后祷告。 如果你正在使用平板电脑，或者你说屏幕上的四种语言之一，你可以用

上帝赐予你的美丽语言阅读经文文本。

以弗所书 2：1-10 

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4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6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7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

9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满有怜悯和爱。 圣灵啊，求祢

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被神的话语改变。阿门。

第1点--第1-3节：我们是罪人，属灵的死亡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你如何看待1-3节经文？ 如果传福音的保罗试图让基督教变得有吸引力，你认为这是一种好的说话方式吗？ 保罗



说，我们都是已死的罪人，是惹神发怒的儿女。 这样的消息不会在Facebook上获得很多点赞。

保罗在第1节和第2节说，“你们死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 保罗是说其他人是罪人，但保罗不是罪人吗？

不。在第3节中，保罗包括了他自己。 保罗写道：“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保罗写到我们死了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并且“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怎么会死呢？ 保罗

在这里谈论的是属灵的死亡。 我们有一天都会死去。 但肉体的死亡是属灵死亡的结果。

上帝在创世记2：16-17中告诉亚当和夏娃：

16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当亚当和夏娃选择远离神时，他们同一天也在属灵上死了。 他们的灵魂与神隔绝，这就是属灵的死亡。 这是与我们

的造物主的关系破碎了。 这就是为什么亚当犯罪后躲在伊甸园里。 亚当和夏娃对圣灵麻木了。 他们在属灵上成了

聋子和瞎子。 他们的心变得自私，又自我陶醉。

属灵的死亡是他们的灵魂与神的隔绝。 那次属灵的死亡导致了他们最终的肉体的死亡。 原罪、肉体的痛苦和死亡是

我们从亚当和夏娃那里继承的东西。 我们身体里的疾病始于我们心中的疾病。

你认为保罗说这些话冒犯了一些人吗？ 大多数人不想听到这些东西。 我们不想相信我们生病了，瞎眼了，死了。

但是，世界上所有这些痛苦、死亡、战争和压迫一定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于我们。 人类正在做这些事情。为什

么？ 为什么人们以如此可怕的方式互相伤害？

你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模仿领头人的一举一动”的游戏吗？ 你们都跟着领头人沿着一条线跑，每个人都必须双脚

跳，或翻筋斗，或单脚跳，或爬行。 每个人都做与领头人相同的动作。 我们都追随某个人。 我喜欢认为我是独立

的，但我们都在追随某个人或某件事。

成年人也跟着领头人玩。 再看第2节和第3节：

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使徒保罗试图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独立的。 我们遵循世界的趋势和习惯。 我们让魔鬼影响我们



的思想和行为。 我们追随我们罪恶本性中的激情和欲望。 我知道这很难听。 但是，如果我们诚实，我们知道我们

在控制自己方面遇到了问题。 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说一些我知道我不应该说的话。 在你的生活中是这样吗？

你有很难打破的习惯吗？

当我们跟随错误的领头人时，我们无法改变。 耶稣正在为我们提供新生命和新方向。 如果我们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

领头人和主的话。

第2点--第4-9节：我们单单靠着恩典而在基督里实现属灵的复活（称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好消息。 因为上帝拯救任何知道他们需要他帮助的人。 第4节说：“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第4节以圣经中两个最珍贵的词开始，“然而上帝。” 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当奴隶。 许多年后，约瑟告诉他

的兄弟们：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世记50：20） 诗篇73：26说：“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

上帝拯救无助的人。 这就是保罗在1-3节中帮助我们看到的。 保罗解释了当神介入时，我们是多么无助。

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是保罗在安提阿城传讲基督时。 在使徒行传13：29-30中，保罗写道：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

来，放在坟墓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完美的儿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爱我们，神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 他为什么

要这样做？ 再看第4节和第5节。

4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它是说“因为你去教会”吗？ 还是“因为你努力做好事”？ 为什么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复活？ 第4节说，这是因为神

的爱。 第5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然后保罗在第8节和第9节中以四种不同的方式重复了这一点：

1. 当你相信时，神就用他的恩典拯救了你。

2. 你不能为此而获得荣誉。

3. 这是上帝的礼物。



4. 救恩不是对我们所做的好事的奖赏。

如果你读过这些话并理解它们，我认为这一点就非常清楚。 神拯救罪人——这是三个字的福音。 称义是神为我们所

做的。 我们不能为自己做这件事。 上帝是宇宙的审判者。 只有法官才能宣布某人是否有罪或无罪。

这是称义的好消息。 当父神看着你时，他就不再看到你的罪了。 父神看着你，穿着他儿子的义行。 当天父看着你

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无辜的人。 这就是称义的意思。 我們將在幾分鐘後談論成聖，但關於稱義還有一些更令人

驚訝的好消息。

让我们来谈谈复活。 耶稣死了，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高举他。 我们也死了，但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与他一

起被高举。 这就是第4、5和6节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在属灵上死在罪中，神必须使我的心复活，这样我才能看到耶

稣并跟随他。

在第4-6节中，有四个动词与“我们”这个词相连。

第4节：“神爱我们。

第5节：“他赐给我们生命。

第6节：“他叫我们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当你信靠基督时，你的灵魂就从死里复活，升入天堂，坐在天上的基督旁边。 神说我们在天堂里在他旁边有一个座

位。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恩典总是令人惊讶的。

想象一下，你因为从公司偷了10，000美元而被解雇了。 但在你被解雇后，公司总裁打电话给你说： “我原谅你的

所作所为，我希望你回来为我们工作。 我给你一个晋升机会，你现在是副总了。 另外，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房子，有

20间卧室。 来我家住吧。 还有一件事，你现在要成为我的儿子。 我已将你的名字写在我的遗嘱中，所以我所拥有

的一切都将是你的。”

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对吧？ 谁会接受一个不配的，骗人的人，并原谅他从公司偷窃的行为？ 谁会把小偷提升到

更高的位置，同时又让他成为儿子和继承人？ 谁会这样做？ 上帝会这样做。上帝为你们做到了这一点，我的朋友

们。 属灵的死亡是你的灵魂与神的隔绝。 但是，当他叫你复活，让你与基督同在时，你就永远成了神家中的一员。

你们是他的儿女，是王子和公主。

与基督一起复活意味着你不必再根据自己的愿望跟随领袖。 你不必跟随世界，或撒旦。 与基督同坐意味着他现在统

治着我的生活。 你仍然有自由意志，但它现在是真正的自由。 你有跟随他的自由。

这就是成圣。 父神宣告你是无辜的。 现在你有机会和责任以不同的方式去生活。



第3点--第10节：我们开始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了新生命（成

圣）。

这段经文中的大多数动词都是过去时。 我们看到神拯救了我们，神使我们活着。 神叫我们复活，把我们坐在天上。

你的救恩，你属灵的重生和复活已经完成。都是过去式了。 复活是什么感觉？ 你认为有人会问拉撒路吗？ 你认为

拉撒路在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余生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而活？

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记录美国的出生和死亡情况。 每年，他们都会犯错误。 这就是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劳拉·布鲁

克斯身上的事情。 由于社会安全号码输入错误，劳拉布鲁克斯被宣布死亡，并停止接受她的社会保障支票。 他们说

她的账户已经关闭，因为她已经死了。

社会保障局表示，如果劳拉·布鲁克斯能够证明她还活着，他们将重新开放她的账户。 你还活着吗？你在属灵上活

着吗？ 你会如何证明这一点？ 请看第10节。

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上帝带走了我们已死的灵魂，使我们成为他的艺术作品。 我们因着圣灵的大能而完全更新改变，成为荣美。 哥林多

后书5：17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果你已经重生了，有人能从你的生活方式中看到它吗？ 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在你身上看到的可见的新生命迹象？ 在

属灵上复活的人应该是善良的，温柔的，宽容的。 重生的人不会喝醉。 他们活在爱和性贞洁当中。 他们彼此顺

服，彼此服侍。

成圣就是你证明你在属灵上是活着的人的方式。 成圣不是你得救的方式。 它是在得救的人的生命中长出的果子。

神先拯救我们，然后我们跟随他。 在整本圣经中，上帝总是先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再告诉我们应该做

些什么来回应他。 神期望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源于他最初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有没有注意到第10节中关于我们所做的善事的记载？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甚至你

做的好事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夸口”的原因。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事时应该以谦

卑的态度去做，要记住我们来自哪里。 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对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罪疚，恩



典，感恩。

罪疚：为什么世界充满了死亡、仇恨和迫害？ 不是因为那些坏人在那里。 不是，而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坏人在这

里。 耶稣为我的罪，你的罪，整个世界的罪而死。

恩典：“然而神！” 神单单单靠着恩典拯救了我们。 神呼召我们，神让我们复活。 神让我们和基督一起坐在天

上。 我们是他做成的杰作。

感恩：现在“我们可以做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事。 我们可以告诉世界好消息。 称义使我们的成圣成为可能。 我们

可以自由地跟随基督，为他而活。 基督作为我们所跟随的领袖的时间越长，我们实际上就会越来越像他。

你还记得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对他所说的话吗？ 耶稣说：“解开，叫他走。” 在耶稣基督里蒙爱的人啊，你

已经被解开了！ 耶稣对你们所有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解开，叫他们走！” 基督把你从罪恶和死亡中解救出来，使

你活着。 他“放你走”，让你自由地以新的方式而活，去做好事，享受新的生命。

我们的成圣之旅是福音明显的证据。 我们可以成为恩典的战利品，向世界证明上帝叫罪人复活，并从内到外重新创

造了他们。

你越相信并理解你的称义，你就越会行在成圣中。 這就是為什麼你每週在這個教會都會聽到福音的好消息。 因为我

们会忘记。 我们发现很难相信神竟然如此爱我们，甚至会拯救像我们这样的叛徒。 但这是真的，它是激励我们过爱

和顺服的新生活的燃料。 称义是成圣的基础。 请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这样你就可以为他而活。 你能和我一

起为此祷告吗？

耶稣，我们无法拯救自己。 我们甚至不想得救，因为我们喜欢独立。 但这是一个谎言。 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欲望

和世界的影响所奴役。 感谢您给我们新的生命和新的方向！ 感谢你把我们的灵魂从属灵的死亡中带回来。 现在请

帮助我们为您而活。 圣灵啊，请帮助我们在本周做出更好的选择。 求祢帮助我们以一种能给父神带来尊荣和荣耀的

方式去生活。 我们奉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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