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 Ephesians 5:1-2 



以弗所 Ephesians 5:1-2 

1 所以你們該效法 神、好像蒙慈愛
的兒女一樣． 

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
和祭物、獻與 神。 



Person in the pulpit  
Beauty of the church building 

Prior 

denominational 

affiliation 

Convenience of 

location 

Church friends who 

took good care of 

them 

People in the 

congregation whom 

they respected 

講
員 

地點
的方
便 教會的某

些人受他
們尊重 

什麼動機使人選擇他所喜歡的教會  
What Motivated People to Choose a Particular Church 



一個震撼的報告：A Shocking Report 

詢問，400個會友，離開教會的原 
因，超過75%說，“我沒有感覺到 
有任何人在意，我有沒有在教會！” 

400 church drop-outs were 

asked why they left their 

churches. Over 75% of the 

respondents said, ''I didn't 

feel anyone cared whether I 

was there or not.'' 



聖經說， Bible Says 

提後 2 Timothy 3:1-2  
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
負義、心不聖潔、 



以弗所 Eph. 5:1-2  

 

一.到底誰要行在愛中？ 
1. Who’s There to Walk in Love? 

 蒙神愛的兒女 Beloved God’s children 

1 所以你們該效法 神、好
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
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
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
祭物、獻與 神。 



一.到底誰要行在愛中？ 
 神的效法者（跟從者） 

Imitators (followers) of God 
以弗所 Eph. 5:1-2  

 1 所以你們該效法 神、好
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
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
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
祭物、獻與 神。 



一.到底誰要行在愛中？ 
 像耶穌一樣捨己的 

Those like Jesus to give oneself up 

以弗所 Eph. 5:1-2  

 1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
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
如基督愛我們、為我
們捨了自己、當作馨
香的供物、和祭物、
獻與神。 



二.我們蒙了慈愛 We are Dearly Loved 

約翰 John 17:23b  

…叫世人知道袮差了我來、也知道袮愛
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約翰 John 15:9  

我愛你們、正如父
愛我一樣．你們要
常在我的愛裡。 



二.我們蒙了慈愛 We are Dearly Loved 

1.常在神的愛裡：渴慕 

Abide in God’s love : Desire 

詩篇 Psalm 42:1  

神阿、我的
心切慕袮、
如鹿切慕溪
水。 

詩篇 Psalm 63:1  

神阿、袮是我
的 神、我要切
切的尋求袮．
在乾旱疲乏無
水之地、我渴
想袮、我的心
切慕袮。 

雅歌 
 Song of Songs 1:2 

願祂用口
與我親
嘴．因袮
的愛情比
酒更美。 



二.我們蒙了慈愛 We are Dearly Loved 

2.常在神的愛裡：順服 
Abide in God’s love: Obey 

雅歌 Song of Songs 2:8-9  

8 聽阿是我良人的聲音
看哪、他躥山越嶺而來。 

9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
或像小鹿．他站在我們
牆壁後、從窗戶往裡觀
看、從窗櫺往裡窺探。 



二.我們蒙了慈愛 We are Dearly Loved 

3.常在神的愛裡：拉住 
Abide in God’s love: Hold 

雅歌 Song of Songs 3:4  

我剛離開他們、
就遇見我心所愛
的．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領他
入我母家、到懷
我者的內室。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1.什麼是跟從者 What is a follower? 
馬太 Matthew 4:23-25  

23 耶穌走遍加
利利、在各會
堂裡教訓人、
傳天國的福音、
醫治百姓各樣
的病症。 

We Follow (Imitate) Jesus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1.什麼是跟從者 What is a follower? 
馬太 Matthew 4:23-25  

24 祂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
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
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
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
他們。 

25 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低加波
利、耶路撒冷、猶太、約但河外、
來跟著祂。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We Follow (Imitate) Jesus 

1.什麼是跟從者 What is a follower? 

馬太 Matthew 5:1-2  

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一個跟從者就是一個受教的門徒 

A follower is a disciple being taught 



八福 (馬太 5:3-10) 
Eight Beatitudes (Matthew 5:3-10)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馬太 Matthew 4:18-22  

18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
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
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裡撒網．他們
本是打魚的。 

19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
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20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祂 

What does “following” mean?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馬太 Matthew 4:18-22  

21 從那裡往前走、又看見
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
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
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
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
就招呼他們。 

22 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
父親、跟從了耶穌。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a) 跟從耶穌必須有“離開”和 
 “捨棄”的行動 Following Jesus must have  

                             an action of “leaving” and “giving up”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約翰 John 1:38-39  

38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就問他
們說、你們要甚麼。他們說、拉比、在
那裡住  

39 耶穌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祂在那
裡住、這一天便與祂同住、那時約有申
正了。 

b)跟從耶穌必須與耶穌同住 
Following Jesus must live with Jesus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C）跟從耶穌必須見證耶穌 

Following Jesus must testify Jesus 

約翰 John 1:40-42  

40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
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41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
我們遇見彌賽亞了、（彌賽亞翻出
來、就是基督）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C）跟從耶穌必須見證耶穌 

Following Jesus must testify Jesus 
約翰 John 1:40-42  

42 於是領他去見耶
穌。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
門、你要稱為磯
法．（磯法翻出來、
就是彼得。）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d）跟從耶穌必須跟從到底 

Following Jesus must follow to the end 

約翰 John 6:66-69  

66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67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 
68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 
69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 神的聖者。 



三.我們跟從（效法）耶穌 
2.什麼是“跟從”的意思？ 

e)跟從耶穌必須“彼此洗腳” 
Following Jesus must “wash one another’s feet” 

約翰 John 13:13-15  

13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
不錯．我本來是。 

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
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
們所作的去作。 



四.我們捨了自己 We Give Ourselves Up 

以弗所 Eph. 5: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
和祭物、獻與 神。 

 燔祭：耶穌對神完全的專一委身 

Burnt Offerings： Jesus' complete devotion to God 

 素祭：耶穌完美的品格 Grain  

Offerings:  the perfec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Jesus 



四.我們捨了自己 We Give Ourselves Up 

以弗所 Eph. 5:2  

 平安祭：耶穌使人與神和好 
Peace Offerings:  Jesus makes peace between  
sinners and God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
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 

 贖罪祭和贖愆祭：耶穌站在罪人 
  的地位上 Sin Offerings and Trespass  

           Offerings: Jesus’ standing in the place of sinners 



四.我們捨了自己 We Give Ourselves Up 

 我們要把自己當作清香的祭獻給神 

Offer ourselves to God as a fragrant aroma 

專一委身 Devotion 

品格成熟 Perfection 

使人和睦 Peace maker 

站在破口 Standing in the gap 



勞倫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1614-1691 

來到神前既不需要藝術也不
需要科學，但是需要一顆堅
定的心，決心將自己獻給祂，
單單為了祂，單單愛祂。 

That there needed neither art nor science for 
going to God, but only a heart resolutely 
determined to apply itself to nothing but 
Him, or for His sake, and to love Him only. 



勞倫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1614-1691 

我們不應該厭倦為神的愛做
一點小事，因為祂並不在意
工作的大小，而是在意我們
有沒有行在愛中。 

We ought not to be weary of doing little 
things for the love of God, who regards not 
the greatness of the work, but the love with 
which it is performed. 



五.新郎正在呼召：新婦行在愛中 
The Bridegroom is Calling the Bride to Walk in Love 

雅歌 Song of Songs 8:6-7a  

6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
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
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
是耶和華的烈焰。 

7 愛情、眾水不能 
  息滅、大水也不 
  能淹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