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上)

大衛市基督教會主日學
2018年4月8日

從稱義到成聖(保羅書信詮釋)---馬有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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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背景(I)
A. 引言: 

W. O. Carver: 在教会史中, 是自有書本以來最偉大的著作.
A. Robinson, : 保羅著作之冠 . W. Barclay: 保羅書信 之后.
R. Paxon: 神在基督里的宝. 

倪柝聲: 在保羅書信中, 以弗所是論到基督徒生命的最高屬靈真理, 我因唸了
以弗所書才活過來 (坐行站). 

B. 以弗所城 : 亞西亞省的省府, 亦是羅馬帝國最大的都會. 商業興盛, 民生富庶, 
偶像林立, 亞底米之崇拜與巫術運用混成一體, 是一座占卜, 邪術盛行之城.

C. 以弗所教会: 保羅于第二次旅行布道結束的回程中, 將亞居拉夫婦留在以弗
所工作. 他第三次旅行布道, 重回以弗所, 並在此地牧養長達三年(徒20：31).

(啟2:2-4) 2我知道你的行為, 勞碌, 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你也曾試驗那自
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3 你也能忍耐, 曾為我的名勞苦, 並
不乏倦. 4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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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背景(II)
D. 以弗所書: 地點, 日期, 動機, 主旨

保羅被囚于羅馬監獄寫下此書,時約主後 61年.  以弗所書155 節經文
中有78節與歌羅西書相同, 而攜信人推基古是同一人, 兩書卷無疑是
同時寫成的.  以弗所書是給亞西亞一帶教會的一般性勸言, 書中未
提及他在以弗所的事奉.

以弗所主旨: 信徒在靈裡的豐富, 因基督復活升天, 有新的眼光, 新的
地位.  在基督裏的生命乃是一個天人合一的生命, 而且有在世如在
天的豐富. 以弗所書強調教會(ekklesia, 一群被召呼出來的人). 神拆
毀了信徒中間隔斷的牆, 信徒在教會,在家庭裡合一. 教會是基督的
身體, 神要藉著基督統管萬有.  基督的奧秘就是教會,  基督要藉著教
會把一切不合協的在基督裡合一,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的人. 3



以弗所書簡綱

• 信徒在基督裡的蒙恩（1～3）
一、屬靈福氣（1 上）
二、屬靈眼光（1 下)
三、屬靈地位（2）
四、屬靈身体（3）

• 信徒在基督裡的行為（4～6）
五、教會的生活（4 上）
六、個人的生活（4 下～5 上）
七、家庭的生活（5 下～6 上）
八、爭戰的生活（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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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靈福氣 (I) 1:1-14 
A. 啟語 (1:1-2) :

1.作者1a奉神旨意,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2.讀者1b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 就是在基督耶穌 裡有忠心的人.
3.基本的致安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 和主耶穌基督, 歸與你們.

B. 屬靈的福氣(1: 3-14) 3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裏, 曾賜給
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1. 父神的工作 (1: 3-6)

a. 揀選: 4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 無有瑕疵. (信徒接受救主時, 神和聖靈將他放在基督裡面,成為基督的身體.
如何能確知在基督裏呢？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 是本乎神.)

b. 預定得兒子的名分, 5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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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所賜給我們的. (預定: 預先界定, 是指神預先決定的計畫, 揀選與預定是聖經
最難也最易的字, 難的是人想探究不能明白的;易是人不用費心探究那不能明
白的) 5



一、屬靈福氣(II) 1:1-14

2. 基督的工作 (1:7-8)
a. 7我們藉這愛子的血, 得蒙救贖.
b. 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8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目的有三 (1: 9-12)
a. 9都是照祂自己所豫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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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神將創造之新世界, 統歸基督管轄.
b. 11我們也在祂裏面得了基業(得:過去被 動式; 基業:嗣業, 這基業是神
憑己意「預定」我們的).
c. 12叫祂的榮耀, 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著稱讚.
(首先指對復活或主再來有盼望的人, 或指久待彌賽亞來臨的猶太人, 
或指先信主的人.) 6



一、屬靈福氣(III) 1:1-14
3. 聖靈的工作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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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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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等到神之民被贖,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a. 聖靈的印記: 

神的救贖也臨到外邦信徒身上, 從你們的「聽」,「信」, 並且「接
受」了救主基督, 便得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意蓋印, 印封; 表示歸
屬, 擁有, 安全, 保 證)

b.  聖靈的憑據:

聖靈的獲得是救恩的憑據 (意首期, 訂金),直至神神的子民
(peripoieseos) 被贖之時, 也是神得榮耀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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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靈眼光(I) 1:15-23 
A.禱告的动机（1：15～16)

1. 15因此, 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

2. 親愛眾聖徒, 16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 禱告的時候, 常題到你們；

基督徒信而順從主, 也知道和眾聖徒相親相愛, 還是不夠, 仍然需要向神求:

B.禱告的內容（1：17～23）

1. 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就是) 啟示的靈, 賞給
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 (Know him better)

2. 18a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1:18-21), (神在信徒身上的三个工作: 恩召強調
神在過去的工作, 基業強調神將來的工作. 而能力則指現今的工作, 而這能力
已賜給教會. Vaughan)

a. 18b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calling)有何等指望(hope), (指信徒的蒙恩是穩固的)

b. 18c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指信徒的歸宿是極其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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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靈眼光(II) 1:15-23 
c. 19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 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 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祂從死裏復活, 叫
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指信徒現今生命的能力,是使耶穌基督死
而復活及歸回天家的能力.)

(2) 21a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遠
超天使等級)

(3) 21b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超越時空)

(4) 22a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基督成為萬有之首的能力, 包括教
会)

(5) 22b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教會是祂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
充滿的. (充滿萬有者: 祂一切豐盛, the fullness of Him ⑴指基督將原
本居住萬有之權, 搬進教會裡(S. D. F. Salmond). ⑵指基督借着教会, 
將其存在充滿萬有(F.W. Beare). 9



三、屬靈的地位 (I) 2:1-22
神行事是有計劃的, 凡他所做全按他“旨意” (1:1), "預定" (1:5、11), "揀選" (1:4), 
" 藉著" (1:5), "用諸般智慧聰明" (1:8), "使同歸於一" (1:10)。於是, 他著手在世人
中施行拯救的工作, 又將凡信的置於同一身體內. 尤其是第一世紀, 將猶太人與
外邦人不和的藩籬拆毀, 使他們一同成為神家裡的人, 這是2章的主旨.
A.信徒地位改变（2：1～10）

1.先前的光景（2：1～3)

a. 1你們死在過犯(跌倒)罪惡(达不到目的)之中, 祂叫你們活過來(新生命的誕
生).

b. 2a那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c.  2b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魔鬼撒
但,  約16:11) 

d. 3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
行, 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 (全都在神震怒之下,羅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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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靈的地位(II) 2:1-22
A.信徒地位改变（2：1～10）

2.現今的地位（2：4～6）

a. 4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5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
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made us alive).

b.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6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God raised us 
up with Christ), 一同坐(seated)在天上. (所有這些敘述都是過去式)

神的大愛,能使聖徒与基督同活(指灵性方面). 神的恩典,能使聖徒坐在天
上(指得勝的地位). 靈裡的再生與得勝的地位, 是信徒現今所擁有的.

倪柝聲(坐行站): 在世如在天的地位, 我們不能解釋. 我們必須靠信心從
神接受, 這是祂已經作成的. 基督徒得勝的祕訣是神已經使我們與基督
一同坐在屬天的地位上. 每一個基督徒的屬靈生活必須從這個安息的地
方開始. 每一個新的屬靈經歷, 都開始於一次憑信心接受神所已經作的. 

11



三、屬靈的地位(III) 2:1-22

3.地位改变的目的（2：7～10）

a. 將神的救恩顯明給後代看7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祂在基
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in the ages to 
come, 主再來以后的世代, C. Vaughan,救恩完成后的世代（J. F. 
MacArthur）

b. 顯出全是神的工作(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救恩)
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9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包括自誇信心, 神的工作与人的信相配合)

c. 救恩是神的創造, 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傑作, 羅1： 20同字, 
所造之物)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新的創造, 2:15, 4:24), 為要叫我們
行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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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靈的地位(IV) 2:1-22
B. 信徒的合一（2：11～22）

1.外邦人地位的改变（2：11～13 )

a. 從前的光景（2：11～12）
⑴. 他們是猶太人藐視的對象11所以你們應當記念, 你們從前按肉體

是外邦人, 是稱為沒受割禮的, 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
之人所起的;

(2). 他們沒有前途:
(a)12a那時, 你們與基督無關，
(b) 12b在以色列國民以外，(意指他們與以色列國的神無關)
(c) 12c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d) 12d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永生的盼望)
(e) 12e沒有神.

b. 現今的地位: 13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 靠著祂的
血, 已經得親近了.(地位由遠而近, 由近而獲得,由獲得而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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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靈的地位( V) 2:1-22
2.外邦猶太的联合(2: 14～22), 就是教會.

a.外邦猶太合而為一 (2:14-16) 

(1).中間墙拆毁14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
斷的牆; (兩下指外邦人与猶太人, 無形的墙代表两下的冤仇,  是聖殿
分隔外邦人院及猶太人院的矮墙. 外邦人不得進入, 墙上四处刻上字
公告: 外邦人不得進入, 僭越者就地格殺.)

(2).造成一个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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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ncile, 和
睦, 得平安), 與神和好了. (主用自己的死廢除律法規條, 也廢掉冤仇, 
將两下造成一个新人, 就是教會) .

(3). 教會的使命 17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 也給那近處
的人. 14



三、屬靈的地位(VI) 2:1-22

b. 同是神家裡的人(2:18-22) 18因為我們兩下藉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 所以不再是外人及客旅(徒7:6; 彼前2:11). 

(1). 19a這樣, 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 

(2). 19b是神家裏的人了;

(3). 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
石；21各(或作全)房靠祂聯絡得合式, 22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
也靠祂同被建造,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這新聖殿是是主的聖殿, 以使徒和先知為根基, 主基督耶穌為房
角石(2：20）, 各信徒似是不同, 但被主聯絡合式
(sunarmologoumene), 由合, 縛住, 聯絡三字組成, 是保羅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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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靈的身体(I) 3:1-21
A.保羅的恩召（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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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諒
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 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3用啟示使我
知道福音的奧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4你們念了, 就能曉得我深
知基督的奧秘.

保羅在羅馬被囚是為作外邦使徒,但不忘為教會祈禱 (祈禱在3:14 開
始)。他相信對方曾聞神用恩典呼召他, 將作外邦人使徒之職分(意
管家之職)托付給他,又用啟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奧秘. 奧秘是指甚麼?
奧秘在1:9 是指神將天地所有都統歸在基督之下. 此处是指与福音有
關的, 是在1:9 之下的一個階段,是關乎外邦人及猶太人在基督裡同
為一 體,同為後嗣,同蒙應許 (3:6). 先前寫過的是指甚麼?有說是指一
封失落的信(如林前后亦有提及失落的信),  有說是指上文的話(1:9-
11). 16



四、屬靈的身体(II) 3:1-21
B.保羅的託付（3：5～13）

1.福音的奥秘（3：5～6）
5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 沒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祂的聖使徒
和先知一樣; 6這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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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世代指舊約, 但如今在新約時代, 透過聖靈啟示眾先知及使徒. 這奧
秘的內容是指外邦與猶太人歸為一體 (2:14-19).

2.福音的執事（3：7～13）
7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是照神的恩賜; 這恩賜是照祂運行的大能賜給我
的,8a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 

他自謙是信徒中最小的，然而蒙 神托付了两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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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靈的身体(III) 3:1-21
2.福音的執事（3：7～13）

a. 8b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傳給外邦人

b. 9又使眾人都明白, 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秘, 是
如何安排的; 10為要藉著教會, 使天上執政的, 掌權的, 現在得知神百
般的智慧; 11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安排指神如何將外邦人, 猶太人在基督裡合成一體的計畫. 原來神要
藉著教會, 連天使的領域 (執政的, 掌權的) 得知神的智慧. 救恩的奥
秘, 天使也不太明了(彼前1:12), 這救恩計畫是神在創世前在基督裡訂
定的.

在結束這插段時,保羅勸告教會:
12我們因信耶穌, 就在祂裏面放膽無懼, 篤信不疑的來到神面前. 13所
以我求你們, 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 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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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靈的身体(IV) 3:1-21
C.保羅的禱願（3：14～21）

1.祈求的話（3：14～19）承接了3: 1 的禱告, 內容可分三方面
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天上地上的各家(或作全家)都是從祂得名.) 

a. 16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 藉著祂的靈, 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叫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是聖靈的工作,「心裡的力量」原文是「裡面
的人」,指人性裡看不見的意志, 情感, 道德之力, 因住在心裡的基督能
剛強起來.

b. 17使基督因你們的信, 住在你們心裏, 叫你們的愛心, 有根有基, 18能以
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19a並知道這愛是過於
人所能測度的,

信徒對神, 對人的愛心根基穩固, 便能和其它信徒一起明白基督的愛是
何等長闊高深、難以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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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靈的身体(V) 3:1-21

c. 19b 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 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
裏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神充滿信徒: 「一切所充滿的」意「祂一切豐盛」, 是包括一切有
關神給人聖潔的屬性, 恩福, 能力都不斷的充滿信徒. 正如信徒用
小杯在大海舀水一樣, 是永遠舀不盡的.

2. 頌贊的話（3：20～21）
21但願祂在教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裏, 得著榮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
遠遠. 阿們.

保羅深信神必聽他的禱告. 這頌贊是對神信心的流露, 相信神必成就, 
超乎人所求所想, 但願一切榮耀永歸他的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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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靈福氣（1:1-14）聖父, 聖子, 聖靈在基督裡賜下真理的道, 全備的
救恩. 知道神旨意的奧秘, 就是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 都
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二、屬靈眼光（1:15-23 ) 禱告求神賜下智慧啓示的靈, 使你們真知道祂. 知
道恩召有何等指望, 基業有何等豐盛, 神在信徒身上所顯的能力何等浩大. 
這能力就是使耶穌復活,使萬有服在祂腳下的大能.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三、屬靈地位（2:1-22）憑信心接受神已經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 而且
一同坐在天上.  信徒在地如在天, 在教會裏兩下成為一個新人, 一同建造
成聖殿.
四、屬靈身体（3:1-21）基督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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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教會使眾人, 天上執政掌權的, 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屈膝禱告求祂使基督因信, 住在信徒心裏, 愛心有根有基, 
能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長闊高深的愛, 叫一切的豐盛充滿信徒,且照著
運行在信徒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 21



試討論/分享經驗

在個人和教會生活裡

•神在信徒身上, 所顯復活的大能是何等浩大.

•神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基督將兩下合而為一, 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成就
了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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