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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作者: 保罗

 写作日期与地点: 大约主后六十一年在罗马坐

监时写成

 主题: 在基督里的教会



写作背景

 以弗所曾是希腊殖民地,后为小亚细亚(今土耳其)西部最
重要的城市,又是罗马黛安娜(希腊亚底米)女神教的大本
营。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感情深厚,第三次旅行布道时,
曾把以弗所当作传福音的据点有三年之久。本书信大约
是主后六十年,正值保罗在罗马坐监时写成的,对象是在
以弗所及亚细亚教会的外邦基督徒。

 巴特说:「以弗所书令人爱不释手,皆因它尽情彰显了神
的慈爱和拣选,基督的死与复活,圣灵在人间的大能和作
为。」神在历史中藉耶稣基督成就了的事,以及神在今
天藉圣灵所成就的一切,以致在人的社会中把荣耀神的
教会建造起来。保罗强调,我们得救不仅是为自己的益
处,而且是为要将颂赞、荣耀归给神。神计划的最高峰
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
督里面同归于一。」



写作目的

 目的：指出教會和聖徒在神計劃中的地位和意義，
並指導過屬靈的生活

 用字之美妙為保羅書信之冠，真理之含義也較為
深奧

 論教會最豐富的一卷，被稱為屬天之書信

 論信徒在天上的基業，與約書亞論信徒在地上的
基業遙應

 鑰字：天上，教會，奧秘，榮耀，在基督裡



教会 :  一群被呼召出來的人
 ἐκκλησία (Greek)
 ekkle ̄sia
 ek-klay-see'-ah
 a calling out, that is, (concretely) a popular meeting, 

especially a religious congregation (Jewish synagogue, 
or Christian community of members on earth or saints 
in heaven or both): - assembly, church.



以弗所 (Ephesus)





Package



书信大纲

 神的计划 (弗1)

 人類希望 (弗2)

 神的托付 (弗3)

 人的实践 (弗4-6)



神的计划 - 在基督里的教会 (1)

 赐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1:3-14)
蒙神揀選 (1:4)
成為聖潔 (1:4)
得兒子的名分 (1:5-6, 羅8:29)
得蒙救贖 (1:7-8)
得知父神旨意的奧秘 (1:9-10)
成為父神的基業 (1:11-12, 弗4)
接受聖靈為印記 (1:13, 4:30, 約14:16)
得到父神的產業 (1:14, 彼前1:4-5) 



神的计划 - 在基督里的教会 (1)

 真知道祂 (1:15-23)

赐智能和启示的灵 (约14:16-17, 26) 

圣灵照明圣徒心中的眼睛

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1:18) 

神的基业有何等荣耀 (1:18) 

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19)



人類希望 - 在基督里的教会 (2)

 與基督一同復活 (2:1-10)
自我本相
死在過犯罪惡中 ( 2:1)
是罪的奴僕 (2:2-3, 6:12)
本為可怒之子 (弗 2:3)

神的憐憫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弗 2:6, 4:20-24, 羅6:1-10)
一同坐在天上 (弗 2:6)
要將神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
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弗 2:7)

人類盼望
得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2:8-9)
行善：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2:10)



人類希望 - 在基督里的教会 (2)

 合一的選民 (2:11-22)
我們信主前是怎樣的光景？
按肉體是外邦人，與基督無關，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
沒有神/遠離神 (弗 2:11-22)

我們信主後是什麼樣的新身份？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神了

(弗 2:13)
基督使以色列人與外邦人和睦相處，將兩下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4, 3:6)

外邦人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
的人了 (弗 2:19)



神的托付 - 在基督里的教会 (3)

 福音的奧祕 (3:1-13)
福音是神的託付 (3:2)
福音奧秘的內容 (3:6)
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

 同為後嗣 (羅8:14-17)
 同為一體 (弗2:14-22)
 同蒙應許 (弗2:11-13)

福音奧秘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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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3:10, 西1:16)



神的托付 - 在基督里的教会 (3)

 明白基督的愛 : 長闊高深 (3:14-21)
 心裡的力量剛強 (弗３﹕16)

 愛心有根有基 (弗３﹕17)

 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弗３﹕18)

 神充滿我們 (弗３﹕19)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弗３﹕20)

 父得著榮耀 (弗３﹕21)



人的实践 - 在基督里的教会 (4-6)

教会的合一 (4:1-6)
與蒙召的恩相稱 (4:1, 加5:2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弗4:2, 太11:29)
用愛心互相寬容 (弗 4:2)
用和平彼此聯絡 (弗 4:2, 西1:20)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3)

合而為一的肢体
一個身体 (弗 4:4, 林前 12:12-14)
一個聖靈 (弗 4:4, 林前 12:7-11)
一個指望 (弗 4:4, 徒 26:6)
一主，一信，一洗 (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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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6)



人的实践 - 在基督里的教会 (4-6)

教会的多元 (4:7-14)
恩賜乃賞賜 (弗 4:7)
 基督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
賞給人 (弗 4:8, 詩68:18)

多元性恩賜 (弗 4:11)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恩賜的目的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 – To prepare God’s people 
 各盡其職 – For the works of service 
 建立基督的身体 – 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



人的实践 - 在基督里的教会 (4-6)

 连于元首基督 (4:15-16)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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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效法基督 (4: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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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志改換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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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
得贖的日子來到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人的实践 - 在基督里的教会 (4-6)

 作光明之子 (5:5-21)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夫妻之道 (5:21-33)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



人的实践 - 在基督里的教会 (4-6)

亲子之道 (6:1-4)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
和警戒養育他們

主仆之道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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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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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实践 - 在基督里的教会 (4-6)

靠主打胜仗, 争战得胜之方 (6:10-20)
我们活在世上有属灵争战？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
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6:12)

我们如何与恶魔來争战？
所以,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6:13)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6:14)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6:14)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6:15)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6:16)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6:17),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6:18)



問題

我們在信主後有什麼樣的新身份？

我們如何與惡魔爭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