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下)

大衛市基督教會主日學
2018年4月15日

從稱義到成聖(保羅書信詮釋)---馬有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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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簡綱

• 信徒在基督裡的蒙恩（1～3）
一、屬靈福氣（1:1-14）
二、屬靈眼光（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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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六、個人的生活（4:17-5:21）
七、家庭的生活（5:21-6:9）
八、爭戰的生活（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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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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萬有之首, 教會
是祂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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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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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五、教會的生活（I） 4:1 - 4:16
靈命的成熟, 在於生活的實踐.  屬靈的成長, 常來自與他人的磨合. 
A.在合一中行事（4：1～16）

1.命令（4：1～3） 1所以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 行事為
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2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 3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所以, oun, 中漏譯, 重要的轉接字). 基督徒蒙召, 地位上有兩個重要改變:

a. 個人分別出來成為聖潔. 行事為人應當⑴謙虛 ⑵溫柔 ⑶忍耐. (4:17-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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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4)
b. 進入教會身體,與信徒在合一中行事, 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弗4:16), 應當⑷用愛心互相寬容, ⑸用和平彼此聯絡, ⑹竭力保守聖靈
所賜合一的心, 沒有這些,合一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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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會的生活（II） 4:1 - 4:16
2.基礎（4：4～6）4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召, 同
有一個指望, 5一主, 一信, 一洗, 6a一神，

a. 6b就是眾人的父, 指生命來源; 或信徒之父,指信徒的救贖.

b. 6c超乎眾人之上, 指神絕對的主權.

c. 貫乎眾人之中 , 指神內住信徒之中, 指導一切,供應所需.

d. 6d也住在眾人之內，指神藉聖靈在信徒心中的工作.

七是完整數位, 合一 是建立在一個完整的共識上: 一個身體 (指普世
教会), 一個聖靈, 一個指望(指永生, 亦可稱荣耀神),  一主(指救主, 徒
4:12), 一信(只有信才得救, 不靠行為),  一洗:  a. 指水的洗礼(Vaughan). 
b. 指靈洗, 因為只有靈洗才能將信徒成為一個身體 (林前1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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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會的生活（III） 4:1 - 4:16
3.恩賜（4：7～11）
7我們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8所以經上說:『祂
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掠了仇敵,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在合一之下, 信徒各有不同的恩賜,是基督按其主權量(意均分) 給他們, 目的
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4:12).  詩 68:18大衛由耶布斯人手中奪回耶路撒冷的勝
利詩. 君王凱旋,在京都大遊行,百姓夾道歡呼, 王將擄物扔給眾人, 作為賞賜. 
在此,保羅引用基督在十架後返回天家( 西2:15), 隨即將恩賜分給信徒.

基督得勝的步驟（4： 9～10）( 9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10那
降下的, 就是遠升諸天之上, 要充滿萬有的.)

在升天之前, 他先降在地下(彼前3:18-19), 那 時他把地下(陰間)的信者之靈
帶回天上, 「擄掠仇敵」 可譯為「擄掠囚犯」. 這位先降下的, 後來遠升天
上(指基督的升天),充滿萬有, 是完全的勝利了. 地下解釋有： a. 指地球, 降
在地下便指耶穌降生(如 C. Vaughan).  b. 地下指猶太人俗稱的陰間. 6



五、教會的生活（IV） 4:1 - 4:16
11祂所賜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基督勝利後, 將四種恩賜(全複數字)賜給教會: a.新約時代的使徒. b.
新約時代的先知. c.傳福音的. d. 牧師和(即)教師(牧養的工作就是教
導(提前5:17),兩人的職分工作相同,牧師一詞在新約只此出現.)

羅馬12:6-8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 各有不同. 或說預言, 就當照著信心
的程度說預言. 或作執事, 就當專一執事; 或作教導的, 就當專一教導; 
或作勸化的, 就當專一勸化; 施捨的, 就當誠實; 治理的, 就當殷勤; 憐
憫人的, 就當甘心.”

4.目的（4：12）

a. 12a為要成全聖徒, (成全, 意恢復原狀, 在此喻裝備聖徒).

b. 12b各盡其職 (使, eis, 中漏譯, “職”即服事).

c. 12c建立基督的身體；(建立即建造房子) 7



五、教會的生活（V）4:1 - 4:16

5.果效（4：13～14）這些目的若達到後,便產生四個不同的
果效:

a.  13a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b.  13b認識神的兒子，

c. 13c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指生命成熟像基督一般)

d. 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詭計, 和欺騙的法術, 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真理上穩固, 不再停留在心智不成熟, 在基督裏為嬰孩的
階段, 不再受那些別有用心, 傳似是而非道理的人迷惑.) 8



五、教會的生活（VI） 4:1 - 4:16
6.要求（4：15～16）

為要達到果效,信徒當作下列五點:

a.15a惟用愛心說誠實話, (誠實意指真理, 原意可能是用真理對付異
端, 辯護福音 (加 4:16). 但亦可譯成在愛中持守真理,  J F. MacArthur）

b. 15b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身體中的每一部分, 都朝基督長進).

c. 16a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全身喻信徒, 整体与主联絡合式, 
sunarmologoumene, 2:21, 由合, 縛住, 聯絡三字組成)

d. 16b百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百節喻信徒,照各自功用, 互相配搭. 身體上的每一關節, 都具供應
其他肢體的職司, 彼此相助.) 

e. 16c在愛中建立自己. (身体漸長, 也就把自己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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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的生活（I）4:17 - 5:21
A.勿像不信的人（4：17～5：21）

1.舊生命 (4:17-19)
17a所以我說, 且在主裏確實的說, 你們行事, 不要再像外邦人.

「從今以後」(meketi,中漏 譯), 不要再像外邦人(喻不信者), 舊生命的八特徵:

a. 17b存虛妄的心行事, (生命虛空,沒有目標,沒有真理).
b. 18a他們心地昏昧，(沒有分別真神假神之能)
c. 18b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死在過犯罪惡中(2:1).
d. 18c都因自己無知，(我行我素, 故意的行為,非無教育).
e. 18d心裏剛硬; (賽滿東西, 對屬靈事物沒有感覺)。
f. 19a良心既然喪盡，(原文是對痛沒有感覺).
g. 19b就放縱私慾, (指個人向私慾投降)
h. 19c貪行種種的污穢(指辦淫行之行業, 此類職 業在哥林多及以弗所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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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的生活（II）4:17 - 5:21

2.新生命（4：20～24）20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如果你們
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

消極方面: 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
迷惑，漸漸變壞的；(脫去舊人, 喻舊生命的行為, 是上帝的工作. 歌
羅西3:9 不要彼此說謊;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穿上了
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積極方面

a. 23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已經有了新生命, 要有跟随主
的决心,改換心志, 親近神,不要叫聖靈擔憂）

b. 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指對人的「仁義」及對己的「聖潔」, 要在真理的標準
下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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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的生活（III）4:17 - 5:21

3. 新命令 I（4：25～5：21） 25a所以你們要 (所以, dio, 乃將上文新舊生
命比較 後帶至結論, 在九方面教導讀者:

a. 說謊方面25b棄絕謊言, 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b. 憤怒方面:生氣雖可，卻要符合三個準則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
怒到日落；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給魔鬼有机可乘, 使人犯罪)

c. 偷窃方面28 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 總要勞力, 親手作正經事, 就可有
餘, 分給那缺少的人.

d.言語方面29 污穢的言語 (太13:48)，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
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30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
祂的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e. 其它敗行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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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的生活（IV）4:17 - 5:21
3.新命令 II（4：25～5：21）

f. 愛人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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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oun, 將上文的美德帶至一個小結. 信徒既蒙愛的兒女,故當效
法神.  指效法神的愛, 基督的愛是舍己的愛,是奉獻的愛).

g. 聖潔生活.（5：3～7）
3
至於淫亂, 並一切污穢, 或是貪婪, 在你們中

間連題都不可, 方合聖徒的體統. 4淫詞, 妄語和戲笑的話, 都不相宜, 總
要說感謝的話. 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 無論是淫亂的, 是污穢的, 是有
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國裏, 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 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6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 因這些事,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7 所
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要多說感謝神的話, 因為這樣的人常感受到神
的同在. 對於禁戒不體統、不相宜的事, 因行這些事者在神國裡是無分的,他
們的行徑與貪心及 拜偶像者無異. 二因他們為悖逆之子, 若被這些虛浮的話
欺哄,必招惹神的忿怒. 所以不要與他們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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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的生活（V）4:17 - 5:21

3.新命令 III（4：25～5：21）

h. 光明生活（5:8-14) 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 行事
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1) 9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義, 誠實. 10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
的事.

(2) 11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12因為他們

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來, 也是可恥的. 13 凡事受了責備, 就被光顯明出來,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 就是光. 14所以主說, 你這睡著的人, 當醒過來, 從死裏

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所以, dio, 結束本段勸言, 是個呼籲, 叫睡著 的人

(喻暗昧的人), 快醒過來(喻悔改), 因神光 照著他（賽60：1).

i. 智慧生活（5：15～21）所以, oun, 中漏譯, 將 5:1-14作一總結. 信徒既是光

明子女,便當活得像智慧人.因此保羅在七方面解釋智慧生活的特徵,全段命

令式动詞或分詞: 14



六、個人的生活（VI）4:17 - 5:21

i. 智慧生活（5：15～21））

(1) 15所以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2) 16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愛惜:捉住)

(3)17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4) 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原文:要不斷的

被充滿, 充滿喻完全占有, 西三16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

心裏”)

(5) 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6)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7) 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15



七、信徒家庭生活 (I) 5:22 - 6:9

A.夫妻的本分（5：22～33）

1.妻子（5：22～24）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23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
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24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
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5:22 的順服本不在原文裡,但夫妻彼此的順 服, 正是5:21彼此
順服的延伸。 順服(hupotassomenoi)與服事是同字根詞,並非
沒有人權的順服, 而是被丈夫的愛所激勵而產生的.  5:24的
順服是主動式動詞, 是愛的回應, 同時又是為主而做, 也是基
於主與教會的 關係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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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徒家庭生活(II) 5:22 - 6:9

2.丈夫（5：25～30）猶太家庭,妻子地位不高, 常因細故被休.  在外邦社會中,
妻子地位亦不高,保羅在此欲將當時的家庭陋習改變

a. 25 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1)為教會捨己

(2) 26要用水藉著道, 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潔, 27可以獻給自己, 作個榮
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道指 (a)信
徒接受主的宣言(羅10:17). (b)指信徒受洗時的宣言(太28:19). (c)指福音的話
(約15：3).

b. 28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 便是愛自己了.

(1) 29a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 

(2) 29b總是保養 (指供應妻子物質上的需要)

(3) 29c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30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古卷在
此是他的骨他的肉〕(顧惜指負責妻子精神上的需要) 17



七、信徒家庭生活(III) 5:22 - 6:9

3.夫妻（5：31～33） 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
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
基督和教會說的。 33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
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為此, anti touto, 中譯「為這個緣故」, 指夫妻 關係的美滿),
丈夫要離開自己的父母,與妻子成家,結 成一個身體 (創2:24).
原來夫妻成一體和基督與教會成一體, 這奧秘是對比之事
(5:32)。 「無論怎樣」(中譯然而),丈夫要愛妻 子如愛自己,妻
子也當敬重(phoBetai, 敬畏) 丈夫, 這是妻子的責任,丈夫要做
到配得這個 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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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徒家庭生活(IV) 5:22 - 6:9
B.父母儿女的本分（6：1～4)

1.儿女(6:1-3)

a.1. 你們作兒女的, 要在主裏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主裏, 指
在主的引導下)

b. 2要3a孝敬父母, 3b使你得福, 3c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
(孝敬是命令式. 在世得福, 指家庭生活愉快. 在世長壽是出埃及20:12 應許的. 
“第一”指在十誡裡, 因十誡是律法的首部分)。

2. 父母(6:4)

a. 4a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父親也代表母親, 希伯來11:23 同
字譯父母. 在新約時代, 保羅此言是空前的, 惹是現在命令式動 詞, 指習
慣性的行為,引爆兒女的怒氣)

b. 4b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19



七、信徒家庭生活(V) 5:22 - 6:9
C.主人僕人的本分（6：5～9）

1. 僕人（6：5～8） 據估計,在新約時代,羅馬帝國內約有六千萬奴僕,不少奴
僕接受福音. 因此在信與不信的主人家中,該如何表示他們的新生,保羅給予
他們四個 教訓:

a. 5你們作僕人的, 要懼怕戰兢,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好像
聽從基督一般。

b. 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 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 從心裏遵
行神的旨意．

c. 7. 甘心事奉, 好像服事主, 不像服事人。

d. 8.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 不論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賞賜。

2.主人（6：9）
9.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

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一理指同一原則)
20



八、信徒争戰生活 (I) 6:10 - 24
A.争戰的吩咐（6：10～12）基督徒的生活是個爭戰的生活, 無論在教會, 社會, 家庭, 
常受一個無形勢力的攪擾, 攻擊.

1.信徒的能力（6：10～11） 10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
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11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
鬼的詭計。
末了的吩咐常是最重要的:

a. 要作剛强人(命令式动詞), 若要成就此点, 信徒要倚靠主和主的能力。「靠」和
「倚賴」在原文是在主裡和在主的能力裡才能得勝（6： 10）。
b. 要穿戴神所賜的軍裝,才能抵擋魔鬼的詭計(6:11); 這軍裝的配備會在下文詳述

之。

2.信徒的仇敵（6：12） 12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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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信徒的仇敵原來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屬靈的能力,諸 如: a. 執政的。 b. 掌權的。 c. 管
轄幽暗世界的。 d. 天空屬靈的惡魔。 這些全是魔鬼勢力裡的「隊員」,他們不同
的名稱表示他們的等級與工作範圍。 21



八、信徒争戰生活 (II) 6:10 - 24
B.爭戰的軍裝（6：13～17） 13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
難(邪惡)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14所
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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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上． 16此外又拿著信德當
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17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神的軍裝配備有六(6:14~17)
1. 「真理」, 神的道就是真理(約翰17:17), 作帶子束腰，意指整装待发。
2. 「公義」作護心鏡遮胸,指以公義的行為抵擋魔鬼的攻擊,不給魔鬼留地步.
3. 「福音」作平安的福音鞋，意指用傳福音將魔鬼陣地摧毀,擄掠仇敵。
4. 「信德」即信心，作藤牌抵擋魔鬼的火箭, 意指以堅定不移的信心為武器.
5. 「救恩」作頭盔, 靠神恩而非行為, 免陷入驕傲陷阱裡。
6. 「聖靈」, 讓聖靈充滿,如寶劍無堅不摧, 因為它就是神的道(rhema, 羅10:17 
同字, 是見證的道),聖靈使用人的見證攻破撒但的營壘(參林後10:4)。 22



屬靈的軍裝
弗6:10-20

5.救恩的頭盔

2.公義的護心鏡

1.真理的腰帶

6.聖靈的寶劍

--神的道

4.信德的籐牌

3.平安福音的鞋

21Biblepoint.org



八、信徒争戰生活 (III) 6:10 - 24
C.争戰的策略（6：18～20）

1.禱告的提醒（6：18） 1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
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争戰的武器是有功用的, 但仍需運用另一件武器, 使上述六件寶物發生
效力, 即禱告. a. 禱告的能力, 借着聖靈 (原文:在聖靈裡) b.禱告的多次, 隨
時隨地禱告。 c. 禱告的多面, 禱告(內容) 祈求( 對象). d.禱告的恒久, 儆醒
不倦. e. 禱告的對象,為眾聖徒, 因他們是在屬靈爭戰當中。

2.代禱的請求（6：19～20）

a. 19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口才, logos, 道, 指有信息可傳, 使他能講明福音的奥秘),

b. 、 20（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使者) 並使我照著當盡的
本分、放膽講論。

24



八、信徒争戰生活 (IV) 6:10 - 24
D.結語之言（6：21～24）

1. 携信人推基古（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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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
道。 22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裏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
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推基古Tychcus－意時運或僥倖者, 亞西亞省人(徒廿4), 與阿尼西母為保羅親
愛忠心的同工(西四7~9). 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時, 他到亞西亞去，同行七位信
徒中之一位, 並且先往特羅亞等候保羅，同住了七天 (徒廿4~6). 保羅首次在
羅馬坐監時, 它與路加醫生等八位, 陪伴保羅. 他被稱為忠心的執事(弗六21-22; 
西四7，8)。

2.祝頌之言（6：23～24） 23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 神和主
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24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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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分享經驗

•心志改換一新的過程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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