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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概论

保罗书信 -以弗所书

大卫市基督教会成人主日学

主后 2016 年 4 月 24 日

監狱書信的導論

• 保羅書信中有四卷 (以弗所書,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 
腓立比書) 稱監狱書信; 是保罗坐监时写成.

• 監狱書信著作的可能地點:

1. 羅馬.
2. 該撒利亞.
3. 以弗所.
4. 多数圣经学者贊同著作地點是羅馬的說法 (60-62 A.D.).

• 马有藻教授認為監狱書信的次序為:

1. 以弗所書;
2. 歌羅西書;
3. 腓利門書;
4. 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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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城的地理位置

以弗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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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期, 地点, 和持信人

• 作者: 保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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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2. 反對保羅為作者的, 在三方面入手:

A. 文學修養.
B. 用字.
C. 神學等.
D. 但這些均有充足的反辯.

• 日期: 60 A.D. 秋. 
• 地点: 羅馬. 
• 持信人: 推基古 (6:21: “今有所親愛, 忠心事奉主的兄弟

推基古, 他要把我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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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主旨, 教會的始源, 和城市

• 目的: 指出教會 (基督的身體) 在神計劃中的地位與意義

(任何背景的會友皆合). 
• 主旨: 教會為基督的身體. 
• 教會的始源: 保羅播下微小種子; 百基拉夫婦繼續播種及

澆灌; 亞波羅來到後, 又播其不完全的種子. 保羅再臨以弗

所時, 便正式把以弗所教會組織起來 (可能與百基拉, 亞居

拉, 或亞波羅同工). 林前3:6: “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 惟
有神叫他生長”.

• 以弗所城市: 居羅馬國亞西亞省之西海岸, 愛琴海之南的

一大商業中心, 建於主前十世纪, 是亞西亞省的省府.
Temple of Artemis (Diana, 希臘女神) 富麗堂皇, 宏偉絕倫

, 佔地 425 x 240 尺, 高 60 尺, 四圍的圓石柱有 127 根
, 奉為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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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成員, 組織, 和受信人

• 教會的成員: 以弗所教會主要由外邦信徒所組成, 也有

猶太信徒一同敬拜. 他們在真道上得到保羅, 百基拉, 亞
居拉, 亞波羅等奠穩根基, 所以在以弗所書內找不到教

會內部的問題 (如哥林多教會). 
• 教會的組織: 自保羅離開他們後, 以弗所教會便由自己

的長老們負責牧養 (徒20:17). 當他從羅馬監牢得釋放

後, 曾探訪他們, 處理教會內部的困難, 留下提摩太負起

牧養之職 (提前1:3). 使徒約翰在晚年時住在以弗所, 牧
養他們 (初期教父佐證). 啟示錄七教會之首, 就是以弗

所教會 (啟2:1-7). 
• 受信人:

1. 以弗所教會論 (Ephesians Theory)
2. 各教會之公函論 (Encycl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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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马友藻 (*):
1. 被稱為屬天之書信 (Heavenly Epistle). 用字之美妙為保羅書信之

冠. 為論教會神學最豐富的一卷. 也是最乏個人意味的一本書卷.
2. 專論信徒在天上的基業, 與約書亞論信徒在地上的基業遙應, 故被

稱為新約的約書亞記.
3. 鑰字包括天上, 教會, 豐富, 奧秘, 在基督裡 (出現 35 次).

• Francis Foulkes (#):
1. 没有针对教会的任何情况 (如 加拉太书) 或问题 (如 林多 和

林後).
2. 从许多角度去看, 以弗所书 像是一篇证道词, 一首讚美诗.
3. 导致我们体会, 保罗从主耶稣身上, 所看到的神的荣耀.
* 马友藻: 新约概论 - 以弗所書 (1976).

# Francis Foulkes: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Ephesians (Second Editio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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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和 歌罗西书

• 马友藻 (新约概论 - 以弗所書, 1976): 在以弗所的 155 節

經文裡, 其中有 78 字在歌羅西書內可找到. 基此密切之關

係去推測, 那引起保羅寫歌羅西書之動機及主旨, 與引起他

寫以弗所書的動機雷同.
• Francis Foulkes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Ephesians, Second Edition, 1989):
1. 从教义的角度, 教导人际关係的真理.
2. 话题: “对付老我”; 信徒的见证; 人际关係 (夫婦, 父子, 主僕, etc.)
3. 共同的字彙; 例如: RSV - “the fullness of God/Christ/Him”.

A.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得
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B.  歌2: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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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Outlines)
引言 (1:1-3)

• 問安: (1:1-2)
• 祝頌: (1:3)

教義: 在基督裡的豐富 (1:4-
3:21)
• 屬靈的福氣: (1:4-14)
• 屬靈的智慧: (1:15-23)
• 屬靈的地位: (2:1-22)
• 屬靈的身體: (3:1-21)

實踐: 在基督裡的生活 (4:1-
6-20)
• 教會的生活: (4:1-16)
• 個人的生活: (4:17-5:21)
• 家庭生活: (5:22-6:9)
• 爭戰的生活: (6:10-20)

結語 (6:21-24)
• 個人計劃: (6:21-22)
• 祝福: (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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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1:1-2 (問安): “奉神旨意,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信

給在以弗所的聖徒, 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願恩

惠, 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1. “聖徒 (saints)”: 是新约对基督徒的称呼. 这个字代表个人将自

己献給神的心意.
2. 新约对信徒另一个称呼是 “信徒 (faithful)”. 这个字代表信托

(trust) 和忠诚 (fidelity).
• 1:3 (祝頌):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

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他已把全書的

撮綱顯明: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所以有人說以弗所

書是一本天上的書, 或如前所述, “屬天之書信”
(Heavenly Epi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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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豐富 (1)
• 屬靈的福氣 (1:4-14)

1. 1:5: “--- 得兒子的名分”.
2.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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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

他豐富的恩典.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

們的”. 兒子的名分因神救贖的恩典來的.
3. 1:9-10: 這恩典按著神的美意, 在神的時日到來.
4. 1:11-14 (兒子的基業):

A. 1:11: “我們也在他裡面得了基業 ---”. 在基督裡另一福氣,

乃是兒子的基業, 即是從兒子而來的基業.
B.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直等到神之民被贖, 使

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C. 這基業就是信徒完全的被贖 (Complete Redemption), 也是

最終的榮耀 (1:14: Ultimate Glorification).
10

在基督裡的豐富 (2)
• 屬靈的智慧 (1:15-23)

1. 1:17: “---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
2. 1:18: “---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 何等 指望 (RSV: what is 

the hope) ,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 何等 豐盛的榮耀 (RSV: 
what are the riches of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3. 1:19-20,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 何等 浩大

(RSV: what is the immeasurable greatness),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

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從死裡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

右邊”.
4.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

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5. 1:22-23: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教

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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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豐富 (3)
• 屬靈的地位 (2:1-22)

1. 2:1-3 (以前的屬靈景況):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

來。那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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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邪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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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 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2:5). 
2. 2:4-22 (現今的屬靈景況):

A.  現今因著神的大愛 (2:4), 把他極豐富的恩典向信者顯明 (2:5-
7), 故此信徒身份的改變 (2:8: 得救) 全是神的恩典, 不是本身有

何功德 (2:8-10).
B.  因有如此的恩典就當紀念以前種種的不是 (2:11-12), 與現今

新人的福分 (2:13-16), 不再是與神與人隔絕 (2:17-18), 而彼此是

同一家人 (2:19), 如同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基督有為房角石

的聖殿一般 (2:20-22). 

12

在基督裡的豐富 (4)
• 屬靈的身體 (3:1-21)

1. 3:5-6 (身體的奧秘):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 像
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這奧祕就是外邦

人在基督耶穌裡, 藉著福音, 得以同為後嗣, 同為一體, 同蒙應

許”. 在基督裡的人均成一體, 這是前所未聞的奧秘.
2. 3:7-17: 再次强调神用保罗带给外邦信徒這前所未聞的奧秘.
3. 3:18-20: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

了你們.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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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保罗為此奧秘頌讚基督之愛的偉大, 超人所能測度; 也祈祷

神在教会和基督里, 得著榮耀.

13

在基督裡的生活 (1)
• 信徒基於在基督裡的豐富, 在行事為人方面便應顯出配受

主恩才是, 這是保罗主要的心意.

• 教會的生活 - 教會的恩賜 (4:1-11):  首方面要配合基督

之恩的, 乃在教會生活方面, 這方面建立在一極要緊的觀念

上.
1. 4:2-6 (肢體觀念):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

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

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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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11 (聖靈的恩賜): “他所賜的，

A.  有使徒,
B.  有先知,
C.  有傳福音的,
D.  有牧師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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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生活 (2)
• 教會的生活 - 恩賜的目的 (4:12-16): (*)

1. 4:12: “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恩賜的目的是要

装备所有的聖徒参于事奉. 主耶穌在路4:27 建立榜样: “是誰為大? 
是坐席的呢? 是服事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嗎? 然而, 我在你們中間

如同服事人的”.
2. 4:13-14: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

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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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賜的最终目的, 是要达到基督的完全. “得以長大成人” 强调这是个

成長的过程; 教会成長进入 “合一与成熟” 的地步.
3. 4:15-16: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

聯絡得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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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愛中建立自己”; 所有肢体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身體

才能漸漸增長, 教会因此得以日渐强壮和成熟.
* A. Skevington Wood: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 Ephesian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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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生活 (3)
• 個人 生活 (4:17-5:21)

1. 消極方面, 勿效外邦人 (4:17-32): 作者勸勉他們 從今以後 (中
漏譯) 不要再像外邦人 (4:17) 的行事為人 (4:18-19), 應脫去舊人

(4:22), 穿上新人 (4:24), 棄絕外邦人的罪 (4:25-32). (在這裡主要

是論消極性對付本身的罪, 但也免不了加插一些積極的勸勉).
2. 積極方面, 該傚法主基督 (5:1-21): 消極的勿效外邦人不是澈底

的辦法, 只有積極的學效主基督, 才能達到與蒙召的恩相稱, 故
此 5:1 乃全段的主題. 因基督為我們獻上愛的犧牲 (5:2), 就應行

事如同光明的子女 (5:8), 除去一切暗昧的行為 (5:3-14), 積極的

要:
A. 5:15: “--- 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的人 ---”;
B. 5:16-17a: “愛惜光陰 --- 不要作糊塗人 ---”;
C. 5:17b-18a: “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醉酒 ---”;
D. 5:18b:  “被聖靈充滿”;
F. 5:19-20: 頌讚主, 感謝父神;
G. 5:21: 彼此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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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生活 (4)
• 家庭的生活 (5:22-6:9)

1. 骨肉之親的相處 (5:22-6:4)
A. 夫婦方面 (5:22-33): 要彼此相愛. 
B. 父子方面 (6:1-4) : 子女要孝順, 父母要施以教與誡. 

2. 主僕之間的相處 (6:5-9): 僕人要甘心樂意的服侍主人, 如同服侍主; 
主人要以誠相待, 因主人與僕人均是主的僕人.

• 5:22-23: “你們作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丈
夫是妻子的頭 ---”. 这个定义, 通常引起立刻的纷争.

• Francis Foulkes (*) 认为 5:21-6:9 在讲 “人与人之间的关係

”.
1. 5: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这是 “人际关係” 的原则.
2. 5:22-33: 夫婦的关係. (建立在 5:21 的原则上.)
3. 6:1-4: 父子的关係. (建立在 5:21 的原则上.)
4. 6:5-9: 主僕的关係. (建立在 5:21 的原则上.)

*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Ephesians (1989). 17

在基督裡的生活 (5)
• 爭戰的生活 (6:10-20): 無論在教會, 個人, 家庭等方面, 基

督徒的生活, 如同爭戰的生活.  

1. 6:10-12: 爭戰的需要:
A. 6:11: 因魔鬼詭計的陷害; 
B. 6:12: 因基督徒天天與幽暗世界的掌權者爭戰. 

2. 6:13-20: 爭戰的武器

A. 6:14a: 真理的帶子; 
B. 6:14b: 公義的護心鏡;
C. 6:15: 福音的鞋;
D. 6:16: 信德的籐牌;
E. 6:17a: 救恩的頭盔;
F. 6:17b: 聖靈的寶劍;
G. 6:18: 靠聖靈的禱告;
H. 保罗以禱告為最終的武器, 因禱告才有膽量傳福音 (6:19), 他也是因

傳福音而受捆鎖 (6:20).
18

結語

• 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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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 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願平安, 仁愛, 信心從父神和主耶

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人都蒙恩惠!”
• 6:21-22 与歌4:7-8 字句相同, 显示出推基古是保罗信赖

的得力同工. 他为保罗带信到歌罗西, 以弗所, 和小亚细

亚的教会. 他为保罗带去书信之外的信息.
• 6:23-24 (使徒的祝福): “願平安, 仁愛, 信心從父神和主

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人都蒙恩惠!”.
1. 马友藻: 详后.
2. A. Skevington Wood: 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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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使徒的祝福 (马友藻 *)
• 祝福禱願: 所有在主基督的福氣盡言在此結語數字: 平

安, 仁愛, 信心, 恩惠.
• 神用約書亞引領以色列進入迦南, 享受迦南的產業; 今天

神同樣用聖靈引領他的兒女進入基督的豐滿中, 享受天

上的福氣; 但多少的信徒自得救後糊糊塗塗的過日子, 不
曉得在基督裡有兒子的名分, 也不曉得在基督裡有屬靈

的福氣, 故此自暴自棄.
• 保羅為他們祈求, 求圣靈使他們真知道主, 真知道從他來

的恩召與基業, 及知道他的能力.
• 這些都是作信徒而有屬靈的福氣. 有了這些福氣, 基督

徒一生便有指望; 有了指望, 才能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

* 马友藻: 新约概论 - 以弗所书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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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使徒的祝福 (A. S. Wood ＊)
• “平安, 仁愛, 信心” 是和谐相处的必要條件. 這三个祝福显示

出, 以弗所書不只是道别的祝福. 这也是一个为犹太信徒和

外邦信徒在基督的身體 (教会) 里和谐相处的祷告.
• 6:24: NIV: “Grace to all who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with an undying love”.
1. “Grace” (恩惠) 是 以弗所書 的特点 (1:2,7, 2:5,7,8, 3:2,8, 4:7).
2. 蒙恩惠的人, 是那些用 “undying love” 爱主的信徒.
3. NIV的翻译显示, 这些用 “undying love” 爱主的信徒, 已经享有 (

领受了) 永远的生命.
4. “Undying love” 提醒了我们启示录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

* A. Skevington Wood: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
Ephesian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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