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文法指引 

關鍵動詞 (M.i.n.S.) 功能 

命令語氣 Imperative mood (VM) 命令 

直說語氣 Indicative mood (vi) 直説語氣 (實話實説) 

不定詞 Infinitive (vn) 目的 (“to”)  

2443 hina + 假設語氣 “hina” + 

subjunctive mood (VS)  

大目的 (“in order that”) 或結果 (“so 

that”) 

以弗所書 

1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 (1510 vp

分.現.主) 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2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 (2127 vp分.過.主) 給

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 (1586 vi直.過.關身) 了我們，使我們

在他面前成為 (1510 vn不.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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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9 vp分.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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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 愛子 (25 vp分.完.被) 裡所

賜給 (5487 vi直.過.主) 我們的。 

7 {3739}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 (2192 vi直.現.主) 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

照他豐富的恩典。 

8 這 (3739) 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 (4052 vi直.過.主) 賞給我們

的； 

9 都是照他自己 {3739} 所預定的 (4388 vi直.過.關身) 美意，叫我們知道 

(1107 vp分.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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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面同歸於一 (346 vn不.過.關/被 D)。 

11 我們也在他 (3739) 裡面得（得：或譯成）了基業 (2820 vi直.過.被)；這原

是那位隨己意 (1754 vp分.現.主) 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 (4309 vp

分.過.被) 的， 

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 (4276 vp分.完.主) 人可以 

(1510 vn不.現.主) 得著稱讚。 



13 {3739} 你們既聽見 (191 vp分.過.主) 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3739}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 (4100 vp分.過.主) 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

記 (4972 vi直.過.被)。 

14 這 (3739) 聖靈是 (2076 vi直.現.主) 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是質），直等

到神之民（民：原文是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15 因此，我既聽見 (191 vp分.過.主) 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16 就為你們不住 (3973 vi直.現.關身) 地感謝 (2168 vp分.現.主) 神。禱告的

時候，常提到 (4160 vp分.現.關身) 你們， 

17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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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 VS假.過.主) 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8 並且照明 (5461 vp分.完.被) 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 (1492 vn不.完.

主) 他的恩召有 (2076 vi直.現.主) 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

的榮耀； 

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 (4100 vp分.現.主) 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5235 

vp分.現.主)， 

20 {3739}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 (1754 vi直.過.主) 的大能大力，使他從

死裡復活 (1453 vp分.過.主)，叫他在天上坐 (2523 vi直.過.主) 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3687 vp分.

現.被)；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 (3195 vp分.現.主) 也都超過了。 

22 又將萬有服在 (5293 vi直.過.主) 他的腳下，使 (1325 vi直.過.主) 他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 (2076 vi直.現.主) 他的身體，是那充滿 (4137 vp分.現.關身) 萬有

者所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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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們死在 (1510 vp分.現.主) 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2 那時，你們在其中 (3739) 行事為人 (4043 vi直.過.主)，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 (1754 vp分.現.主) 的邪

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 (3739) 中間，{390 vi直.過.被} 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 

{4160 vp分.現.主} 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1510 vi直.不完.主) 可怒

之子，和別人一樣。 

4 然而，神既有 (1510 vp分.現.主) 豐富的憐憫，因 {3739} 他愛 (25 vi直.過.

主) 我們的大愛， 

5 當我們 {1510 vp分.現.主} 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 (4806 vi直.過.

主) 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 (4982 vp分.完.被) 是 (2075 vi直.現.主) 本乎

恩。 

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 (4891 vi直.過.主) 復活，一同 (4776 vi直.過.



主) 坐在天上， 

7 {2443} 要將他極 (5235 vp分.現.主) 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

們所施的恩慈，顯明 (1731 VS假.過.關身) 給後來的 (1904 vp分.現.關/被 D) 

世代看。 

8 {1063} 你們得救是 (2075 vi直.現.主) 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

己，乃是神所賜的； 

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 (2443) 有人自誇 (2744 VS假.過.關/被 D)。 

10 {1063} 我們原是 (2070 vi直.現.主) 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 (2936 

vp分.過.被) 的，為要叫我們行善，{3739} 就是神所預備 (4282 vi直.過.

主){2443} 叫我們行 (4043 VS假.過.主) 的。 

11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 (3421 VM命令.現.主)：{3754} 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

人，是稱為 (3004 vp分.現.被) 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

為 (3004 vp分.現.被) 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12 {3754} 那時，你們 {2258 vi直.不完} 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526 

vp分.完.被)，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 (2192 vp分.現.

主) 指望，沒有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 (1510 vp分.現.主)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

血，已經得 (1096 vi直.過.被 D) 親近了。 

14 因 (1063) 他使 (2076 vi直.現.主) 我們和睦 1515(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

睦），將 (4160 vp分.過.主) 兩下合而為一，拆毀 (3089 vp分.過.主) 了中間隔

斷的牆； 

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 (2673 vp分.過.主) 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 (2443) 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 (2936 VS假.過.主) 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 

(4160 vp分.現.主) 了和睦。 

16 既在十字架上滅 (615 vp分.過.主) 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

與神和好 (604 VS假.過.主) 了， 

17 並且來 (2064 vp分.過.主) 傳 (2097 vi直.過.關身) 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

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18 因為 (3754) 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 (2192 vi直.現.主)，得以 4318

進到父面前。 

19 這樣 (3767)，你們不再 (2075 vi直.現.主) 作外人和客旅，是 {235} 與聖

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 (2026 vp分.過.被) 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 

(1510 vp分.現.主) 房角石， 

21 各（或譯：全）房靠他 (3739) 聯絡得合式 (4883 vp分.現.被)，漸漸成 (837 

vi直.現.主) 為主的聖殿。 

22 你們也靠他 (3739) 同 (4925 vi直.現.被) 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

所在。 



 

3 
1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此句是照對十

四節所加）。 

2 諒必你們曾聽見 (191 vi直.過.主) 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 (1325 

vp分.過.被) 我， 

3 {3754} 用啟示使我知道 (1107 vi直.過.主) 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 (4270 

vi直.過.主) 略略寫過的。 

4 你們念 (314 vp分.現.主) 了，就 (3739) 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曉得 

(3539 vn不.過.主) 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5 這奧祕 {3739} 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 (1107 vi直.過.被)，像如今藉著聖

靈啟示 (601 vi直.過.被) 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 {1510 vn不.現.主} 同為

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3739} 我作了 (1096 vi直.過.被 D) 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

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 (1325 vp分.過.被) 我的。 

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 (1325 vi直.過.被) 我這恩典，叫

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 (2097 vn不.過.關身) 外邦人， 

9 又使眾人都明白 (5461 vn不.過.主)，這歷代以來隱藏 (613 vp分.完.被) 在

創造 (2936 vp分.過.主) 萬物之神裡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10 {2443}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1107 VS假.過.被) 

神百般的智慧。 

11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3739}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 (4160 vi直.

過.主)。 

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 (3739) 裡面放膽無懼 (2192 vi直.現.主)，篤信不疑

地來到神面前。 

13 所以，我求 (154 vi直.現.關身) 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 (1573 

vn不.現.主)，這 (3748那) 原是 (2076 vi直.現.主) 你們的榮耀。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 (2578 vi直.現.主) 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或譯：全）家，都是從他 (3739) 得名 (3687 vi直.現.被)。） 

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 (2443){1325 VS假.過.主} 你們

心裡的力量剛強 (2901 vn不.過.被) 起來， 

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 (2730 vn不.過.主) 在你們心裡，叫 (2443) 你們的

愛心有根 (4492 vp分.完.被) 有基 (2311 vp分.完.被)， 

18 能以 (1840 VS假.過.主) 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2638 vn不.過.關身) 基督的

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19 並知道 (1097 vn不.過.主) 這愛是過於 (5235 vp分.現.主) 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 (2443)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 (4137 VS假.過.被) 了你們。 

20 神能 (1410 vp分.現.關/被D) 照著運行 (1754 vp分.現.關身) 在我們心裡的

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 (4160 vn不.過.主) 一切，{3739} 超過我們所求 (154 vi

直.現.關身) 所想 (3539 vi直.現.主) 的。 

21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阿們！ 

 

4 
1 我 {3767} 為主被囚的勸 (3870 vi直.現.主) 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 

(4043 vn不.過.主) 就當與蒙召 {3739} (2564 vi直.過.被) 的恩相稱。 

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430 vp分.現.關/被 D)， 

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 (4704 vp分.現.主) 保守 (5083 vn不.現.主) 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 (2564 vi直.過.被) 同有一個指

望。 

5 一主，一信，一洗， 

6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7 我們各人蒙 (1325 vi直.過.被) 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8 所以經上說 (3004 vi直.現.主)：他升 (305 vp分.過.主) 上高天的時候，擄掠 

(162 vi直.過.主) 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 (1325 vi直.過.主) 人。 

9 （既說升上 (305 vi直.過.主)，豈不 {3754} 是 (2076 vi直.現.主) 先降 

(2597 vi直.過.主) 在地下嗎？ 

10 那降下 (2597 vp分.過.主) 的，就是 (2076 vi直.現.主) 遠升 (305 vp分.

過.主) 諸天之上 {2443} 要充滿 (4137 VS假.過.主) 萬有的。） 

11 他所賜 (1325 vi直.過.主)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

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 (2658 VS假.過.主) 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

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 使 (2443) 我們不再作 (1510 VS假.現.主) 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

法術，被 (4064 vp分.現.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2831 vp分.現.關/

被 D)，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 (226 vp分.現.主)，凡事長進 (837 VS假.過.主)，

{3739}{2076 vi直.現.主} 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 (3739) 聯絡 (4822 vp分.現.被) 得合式 (4883 vp分.現.被)，

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4160 vi直.現.關身) 身體漸漸

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17 所以 (3767) 我說 (3004 vi直.現.主)，且在主裡確實地說 (3143 vi直.現.

關/被 D)，你們行事 (4043 vn不.現.主) 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 

(4043 vi直.現.主)。 

18 他們心地昏昧 (4654 vp分.完.被)，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 (1510 vp分.現.

主)(526 vp分.完.被) 了，都因自己 (1510 vp分.現.主) 無知，心裡剛硬； 

19 良心既然喪盡 (524 vp分.完.主)，就放縱 (3860 vi直.過.主) 私慾，貪行種

種的污穢。 

20 你們學了 (3129 vi直.過.主) 基督，卻不是這樣。 

21 如果你們聽過 (191 vi直.過.主) 他的道，領了他的教 (1321 vi直.過.被)，學

了他的 {2076 vi直.現.主} 真理， 

22 就要脫去 (659 vn不.過.關身) 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

迷惑漸漸變壞 (5351 vp分.現.被) 的； 

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365 vn不.現.被)， 

24 並且穿上 (1746 vn不.過.關身) 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2936 vp

分.過.被)，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25所以，你們要棄絕 (659 vp分.過.關身) 謊言，各人與鄰舍說 (2980 VM命

令.現.主) 實話，因為 (3754) 我們是 (2070 vi直.現.主) 互相為肢體。 

26 生氣 (3710 VM命令.現.被) 卻不要犯罪 (264 VM命令.現.主)；不可含怒到

日落 (1931 VM命令.現.主)， 

27 也不可給魔鬼留 (1325 VM命令.現.主) 地步。 

28 從前偷竊 (2813 vp分.現.主) 的，不要再偷 (2813 VM命令.現.主)；總要勞

力 (2872 VM命令.現.主)，親手做 (2038 vp分.現.關/被 D) 正經事，就可 

(2443) 有餘 (2192 VS假.現.主) 分給 (3330 vn不.現.主) 那缺少的 (2192 vp

分.現.主) 人。 

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 (1607 VM命令.現.關/被 D) 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

的好話，叫 (2443) 聽見的人 (191 vp分.現.主) 得 (1325 VS假.過.主) 益處。 

30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3076 VM命令.現.主)；你們原是 (3739) 受了他的印

記 (4972 vi直.過.被)，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31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譯：陰毒），都當從

你們中間除掉 (142 VM命令.過.被)； 

32 並要以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5483 vp分.現.關/被 D)，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 (5483 vi直.過.被 D) 你們一

樣。 

 

5 
1 所以 (3767)，你們該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效法 3402神，好像蒙慈愛

的兒女一樣。 



2 也要憑愛心行事 (4043 VM命令.現.主)，正如基督愛 (25 vi直.過.主) 我們，

為我們捨了 (3860 vi直.過.主) 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 (3687 VM命令.現.被) 都

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 (4241 vi直.現.主)。 

4 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 (433 vp分.現.主)；總要說感謝的話。 

5 因為 (1063) 你們確實地知道 (2075 vi直.現.主)(1097 vp分.現.主)，{3754} 

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 (2192 vi

直.現.主)2817。有貪心的，{3739}{2076 vi直.現.主} 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6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 (538 VM命令.現.主)；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 

(2064 vi直.現.關/被 D) 那悖逆之子。 

7 所以 (3767)，你們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不要與他們同夥。 

8 {1063} 從前你們是 (2258 vi直.不完.主) 暗昧的 4655，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

明的，行事為人 (4043 VM命令.現.主) 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9 {1063}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10 總要察驗 (1381 vp分.現.主) 何為 (2076 vi直.現.主) 主所喜悅的事。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 (4790 VM命令.現.主)，倒要責備 (1651 VM

命令.現.主) 行這事的人； 

12 因為 (1063) 他們暗中所行的 (1096 vp分.現.關/被 D)，就是提起來 (3004 

vn不.現.主) 也是 (2076 vi直.現.主) 可恥的 149。 

13 凡事受了責備 (1651 vp分.現.被)，就被光顯明 (5319 vi直.現.被) 出來，因

為 (1063) 一切能顯明 (5319 vp分.現.被) 的就是 (2076 vi直.現.主) 光 5457。 

14 所以主說 (3004 vi直.現.主)：你這睡著的 (2518 vp分.現.主) 人當醒過來 

(1453 VM命令.過.關身)，從死裡復活 (450 VM命令.過.主)！基督就要光照 

(2017 vi直.未.主) 你了。 

15 {991 VM命令.現.主 3767} 你們要謹慎行事 (4043 vi直.現.主)，不要像愚昧

人，當像智慧人。 

16 要愛惜 (1805 vp分.現.關身) 光陰，因為 (3754) 現今的世代 {1526 vi直.

現.主} 邪惡 4190。 

17 不要作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糊塗人，{235} 要明白 (4920 vp分.現.

主) 主的旨意如何。 

18 不要醉 (3182 vn不.現.被) 酒，{3739} 酒能使人 {2076 vi直.現.主} 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4137 VM命令.現.被)。 

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2980 vp分.現.主)，口唱 (103 vp分.現.

主) 心和 (5567 vp分.現.主) 地讚美主。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 (2168 vp分.現.主) 父神。 

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5293 vp分.現.被)。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 (5293 VM命令.現.主) 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23 因為 (3754) 丈夫是 (2076 vi直.現.主) 妻子的頭 2776，如同基督是教會的



頭；他又是 (2076 vi直.現.主) 教會全體的救主 4990。 

24 {235} 教會怎樣順服 (5293 vi直.現.被) 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25你們作丈夫的，要愛 (25 VM命令.現.主) 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 (25 vi

直.過.主) 教會，為教會捨己 (3860 vi直.過.主)。 

26 {2443}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 {2511 vp分.過去} 洗淨，成為聖潔 (37 VS假.

過.主)， 

27 {2443} 可以獻 (3936 VS假.過.主) 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 (2192 

vp分.現.主) 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 {2443} 是 (1510 VS假.現.主) 聖潔沒

有瑕疵的。 

28 丈夫也當 (3784 vi直.現.主) 照樣愛 (25 vn不.現.主) 妻子，如同愛自己的

身子；愛 (25 vp分.現.主) 妻子便是愛 (25 vi直.現.主) 自己了。 

29 {1063} 從來沒有人恨惡 (3404 vi直.過.主) 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 (1625 

vi直.現.主) 顧惜 (2282 vi直.現.主)，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30 因 (3754) 我們是 (2070 vi直.現.主) 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加：就是他的

骨他的肉）。 

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 (2641 vi直.未.主) 父母，與妻子連合 (4347 vi直.

未.被)，二人成為 (2071 vi直.未) 一體。 

32 這是 (2076 vi直.現.主) 極大的奧祕 3466，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 (3004 

vi直.現.主) 的。 

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 (25 VM命令.現.主) 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

也當 {2443} 敬重 (5399 VS假.現.關/被 D) 她的丈夫。 

 

6 
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 (5219 VM命令.現.主) 父母，{1063} 這是 

(2076 vi直.現.主) 理所當然的 1342。 

2 「要孝敬 (5091 VM命令.現.主) 父母，使 (2443) 你得 (1096 VS假.過.關/

被 D) 福，{2071 vi直.未} 在世長壽。」這 (3748那) 是 (2076 vi直.現.主) 第

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3 【併於上節】 

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3949 VM命令.現.主)，只要照著主的教訓

和警戒養育 (1625 VM命令.現.主) 他們。 

5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 (5219 VM命令.現.主) 你們肉

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235} 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4160 vp分.現.主) 神的旨意。 

7 甘心事奉 (1398 vp分.現.主)，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8 因為曉得 (1492 vp分.完.主){3754 3739} 各人所行的 (4160 VS假.過.主) 善



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 (2865 vi直.未.關/被 D) 主的

賞賜。 

9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 {4160 VM命令.現.主}，不要 (447 vp分.

現.主) 威嚇他們。因為知道 (1492 vp分.完.主)，{3754} 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

主 {2076 vi直.現.主} 在天上；他並不 {2076 vi直.現.主} 偏待 4382人。 

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 (1743 VM命令.

現.被) 的人。 

11 要穿戴 (1746 VM命令.過.關身)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 (1410 vn不.現.

關/被 D) 抵擋 (2476 vn不.過.主) 魔鬼的詭計。 

12 因 (3754) 我們並不是 (2076 vi直.現.主) 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是摔跤；

下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

魔爭戰。 

13 所以，要拿起 (353 VM命令.過.主)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 (2443) 在磨難

的日子 {1410 VS假.過.關/被 D} 抵擋 (436 vn不.過.主) 仇敵，並且成就了 

(2716 vp分.過.被 D) 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2476 vn不.過.主)。 

14 所以 (3767) 要站穩了 (2476 VM命令.過.主)，用真理當作帶子束 (4024 vp

分.過.關身) 腰，用 (1746 vp分.過.關身)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 (5265 vp分.過.關身) 腳上。 

16 此外，又拿著 (353 vp分.過.主) 信德當作盾牌，{3739} 可以 (1410 vi直.

未.關/被 D) 滅盡 (4570 vn不.過.主) 那惡者一切的火 (4448 vp分.完.被) 箭； 

17 並戴上 (1209 VM命令.過.關/被 D) 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3603 vi直.現.主) 神的道； 

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 (4336 vp分.現.關/被 D) 祈求；並要在此警醒 (69 

vp分.現.主) 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為我祈求，使 (2443) 我得著 (1325 vo期望.過.被) 口才，能以放膽開口

講明 (1107 vn不.過.主) 福音的奧祕， 

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 {3739} 作了帶鎖鍊的使者 (4243 vi直.現.主)，）並使 

(2443) 我照著當 (1163 vi直.現.主){2980 vn不.過去} 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3955 VS假.過.關/被 D)。 

21 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我的景況 (4238 

vi直.現.主) 如何全告訴 (1107 vi直.未.主) 你們，叫 (2443) 你們知道 (1492 

VS假.完.主)。 

22 我特意打發 (3992 vi直.過.主) 他 {3739} 到你們那裡去，好叫 (2443) 你

們知道 (1097 VS假.過.主) 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 (3870 VS假.過.主) 你們

的心。 

23 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24 並願所有誠心愛 (25 vp分.現.主)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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