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在爱中扎根建基 
经文：以弗所书3:14～19



2020/1/1   14:00-15:40  
《第一堂：简介主题》 
题目：在爱中扎根建基 
经文：经文：以弗所书3:14～19 
2020/1/1   16:00-17:30 
《第二堂》 
题目：基督的灵住在圣徒心里 
经文：以弗所书3:14～16 
2020/1/2   14:00-15:40  
《第三堂》 
题目：与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 
经文：以弗所书3:17～18 
2020/1/2   16:00-17:30 
《第四堂》 
题目：被无法理解的爱所充满 
经文：以弗所书3:19



《第一堂：简介主题》 
题目：在爱中扎根建基 
经文：以弗所书3:14～19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所有
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16求他按着他荣耀
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
人刚强起来，17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
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18
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
阔高深，19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
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　神的一切丰
盛。 



主题解说：在爱中扎根建基 
「在爱中」： 

神的爱：（为罪人死的爱） 
罗马书5:6～8 

6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
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7为义人死，是少有
的；为好人死，或有敢作的；8唯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对我们的
爱就在此显明了。（罗马书5:6～8） 



「扎根建基」： 
以弗所书3:17（李牧师按原文翻译） 

以至于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καρδίαις）里，使你们被扎根建基在爱里
面。 



我们被神扎根建基在祂的爱里面。 
约翰一书4:10 

不是我们爱　神，而是　神爱我们，差遣他
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
了。 



那么，基督徒被神扎根建基在祂的爱中，就
必定会持久在以下列三方面的心灵历程中： 
一.基督的灵住在圣徒心里 

以弗所书3:14～16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所
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16求他按着他荣
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
在的人」「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
νθρωπον）」刚强起来，



以弗所书3:15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这
表示天上的属灵世界，和地上的一切都在天
父的掌管之下。 



每一个蒙「有效呼召」的基督徒，都有「基
督的灵」住在心里面，所以才能「借着他的
灵」。 
我们「内在的人」=「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 



罗马书7:22  按着我「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
νθρωπον）」来说，我是喜欢　神的
律，……25感谢　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就能脱离了。可见，一方面我自己心里服
事　神的律，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事罪的
律。 
圣灵<———->「肉体（τῇ σαρκὶ）」 
「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借
着圣灵可以刚强。



「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可以
胜过肉体的私欲，是因为圣灵使他刚强。 
哥林多后书4:16 
Διὸ οὐκ ἐγκακοῦµεν, ἀλλ’ εἰ καὶ ὁ ἔξω ἡµῶν ἄνθρωπος διαφθε
ίρεται, ἀλλ’ ὁ ἔσω ἡµῶν ἀνακαινοῦται ἡµέρᾳ καὶ ἡµέρᾳ. 

所以，我们并不沮丧，「我们外面的人（ὁ 
ἔξω ἡµῶν ἄνθρωπος）」虽然渐渐朽坏，
但「我们里面的人（ὁ ἔσω ἡµῶν）」却日
日更新，



二. 与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以弗所书3:17～18）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所有的家
族都是由他命名的，16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
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里面的人     （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刚强起来，17以至于基督借着
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καρδίαις）里，使你们被
扎根建基在爱里面，18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
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教会  =  你们 = 众圣徒 
基督借着众圣徒的「信」住在他们的心里，就是
教会被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教会全
体能够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人的领悟是有极限的 
约翰一书4:16～21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
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
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18爱里没有惧
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
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19我们爱，因
为　神先爱我们。20人若说“我爱　神”，却恨他
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
能爱看不见的　神。21爱　神的，也应当爱弟
兄，这就是我们从　神领受的命令。



罗马书5:6～8 
6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
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7为义人死，是少
有的；为好人死，或有敢作的；8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对我
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三. 被无法理解的爱所充满 
以弗所书3:19 

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以至
于你们可以被充满（πληρωθῆτε），而得
着　神的一切丰盛。 

πληρωθῆτε （第二人称预言假设被动） 



跋语： 
题目：在爱中扎根建基 
经文：以弗所书3:14～19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
名的，16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
们「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刚强起来，17以至于
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καρδίαις）里，使你们被
扎根建基在爱里面，18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
么的长阔高深，19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以
至于你们可以被充满，而得着　神的一切丰盛。 

（1）基督的灵住在圣徒心里（以弗所书3:14～16） 
（2）与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以弗所书3:17～18） 
（3）被无法理解的爱所充满（以弗所书3:19）



《第二堂》 
题目：基督的灵住在圣徒心里 
经文：以弗所书3:14～16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天上地上所
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16求他按着他荣
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
在的人」「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
νθρωπον）」刚强起来，



以西结书28:11～15 
11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12“人子啊！你要为
推罗王作一首哀歌，对他说：‘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是完美的典范，满有智慧，全然美丽。13你曾
在伊甸、　神的园中，有各样的宝石作你的衣
服，就是红宝石、黄玉、金钢石、水苍玉、红玛
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和翡翠；宝石座是用
金制造的，这些都是在你被造的日子就预备好了
的。14你是护卫宝座的、受膏的基路伯；我安置
你在　神的圣山上，你在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间行
走。15从你被造的日子起，你的行为都无可指
摘，直到在你中间有了罪孽为止。 



以赛亚书14:12～15 
12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你怎么从天上坠
落？你这倾覆列国的，怎么被砍倒在地上？
13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
我的宝座到　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
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14我要升到云的高
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15然
而，你却被拋下阴间，落到坑中的极处。 



马太福音25:41 
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
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
去吧！……” 
  



基督的灵住在圣徒的心里面 
「基督的灵」住在圣徒的心里面，应该会有
什么现象？圣灵使真理的灵，他很在乎耶稣
基督的吩咐。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的。 

约翰福音15:26 
26“我从父那里要差来给你们的保惠师，就
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灵，他来到的时
候，要为我作见证。27你们也要作见证，因
为从开始你们就是跟我在一起的。” 



以弗所书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赐给
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
他， 



以弗所书3:16 
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
能使你们「内在的人」「里面的人（τὸν ἔ
σω ἄνθρωπον）」刚强起来， 
  



借着他的灵 
罗马书8:9 

如果 　神的灵真的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
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圣灵的了。任何人如
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 
（接近原文的翻译） 
因此，每一个蒙「有效呼召」的基督徒，都
一定会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 
我们「内在的人」=「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



罗马书7:22，25   
21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
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22按着我里面的
人来说，我是喜欢　神的律，23但我发觉肢
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争战，把我
掳去附从肢体中的罪律。24我这个人真是苦
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25
感谢　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
了。可见，一方面我自己心里服事　神的
律，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事罪的律。 
「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肉体（τῇ σαρκὶ）」 



哥林多后书4:16 
Διὸ οὐκ ἐγκακοῦµεν, ἀλλ’ εἰ καὶ ὁ ἔξω ἡµῶν 
ἄνθρωπος διαφθείρεται, ἀλλ’ ὁ ἔσω ἡµῶν 
ἀνακαινοῦται ἡµέρᾳ καὶ ἡµέρᾳ. 

所以，我们并不沮丧，「我们外面的人（ὁ 
ἔξω ἡµῶν ἄνθρωπος）」虽然渐渐朽坏，
但「我们里面的人（ὁ ἔσω ἡµῶν）」却日
日更新， 



罗马书7:22～25 
22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　神的
律，23但我发觉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
中的律争战，把我掳去附从肢体中的罪律。
24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
死亡的身体呢？25感谢　神，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见，一方面我自己
心里服事　神的律，另一方面（我的）肉体
却服事罪的律。 



在旧人里与私欲联合：（属肉体的） 
外面的人（哥林多后书4:16）= 肉体（罗马
书7:25） = 旧人（罗马书6:6，以弗所书 
4:22，歌罗西书3:9） 
在与圣灵联合：（属灵的） 
里面的人（以弗所书3:16，哥林多后书
4:16）= 新人（以弗所书2:15，4:24，歌罗西
书3:10） 
所以，基督徒的里面有个新人，与旧人不断
对战直到一生结束。



借着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刚强起来， 
「里面的人（τὸν ἔσω ἄνθρωπον）」是个
新生弱小的重生的生命。 
你今年几岁，「外面的人（ὁ ἔξω ἡµῶν ἄ
νθρωπος）」就有几岁，你信主的年日短
浅，「里面的人」总因为弱小而失败。所
以，「里面的人」需要依靠圣灵。使「里面
的人」刚强起来，就是可以听神的话，而打
败世俗的败坏。 



「刚强起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能够抵挡「外面的人」，就是抵挡「肉
体的私欲」。 
我们原来是100%都是按着肉体的需要决定
事情，从神的眼里看我们都是完全软弱的，
因为原来的我们是每次都败在「旧人」的手
里。 
现在借着圣灵，或许可以有10%得胜，或者
25%得胜，或者50%，或者75%，或者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