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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課】 

背景介紹 

這卷書是一封信，如經文第一節：寫給住在以弗所，也給在基督耶穌裡忠心的聖徒。這封

信的内容是一般性，是並沒有針對什麽特殊的難題，也不像保羅其他書信針對急迫的事，

或回應危機。 

原則上是爲了教導和造就廣汎地區的許多教會的基督徒而寫的。前半段陳明神宏偉拯救計

劃，接著後半封信是勸勉的内容。 

本書所强調的一個中心信息，在基督裏的和好並合

一，見 1:9-10; 2:11-18; 3:9-101，在那裏說神已經使

我們得知祂旨意的奧秘，「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

一」，「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有的 神

裡面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

慧」。並且在 2:15「一個新人」的勸勉，結合了

「合一」的教導，應用在這卷書的後半段第 4-6 章。 

以弗所在土耳其的西海岸，在使徒行傳第 18-21 章記載保羅到以弗所所做事工的記載。 

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有很多内容相近的地方，例如： 

 救贖、和好、身體、與肉體，參考弗 3:1-13，與西 1:24-29。 

 二卷書都提到脫去舊人與穿上新人的勸勉，參考弗 2:22-24，與西 3:8-12。 

 以及家庭法規，在弗 5:21-6:9，參考西 3:18-4:1。 

 分別都有繼續的勸勉，弗 6:18-20，西 4:2-4。 

二卷書當然分別有獨特的信息，不在另一卷書裏。平行的經文，的確不少。本課重點專注

在以弗所書，二卷書信的内容比較，不在本課程之内。 

                                                      
1 1:9-10 他照著自己在基督裡預先安排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

同歸於一。  2:11-18 你們應當記得，你們從前按肉體來說是外族人；那些所謂在肉體上受過人手所行的割禮的人，稱你們為未受割禮

的。 12 那時，你們是在基督以外，與以色列國無分，在帶有應許的約上是外人，在世上沒有盼望，沒有 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的

人，現今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可以親近了。 14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就是以自

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 15 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使兩者在他裡面成為一個新人，這樣就締造了和平。 16 基督既然藉著十字架

消滅了仇恨，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 神和好，成為一體， 17 並且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在遠處的人，也給在近處的人。 18 我

們雙方都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  3:9-10 並且使眾人明白那奧祕的救世計劃是甚麼（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

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10 為了要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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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信頭致意 (1:1-2)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住在以弗所，在基督耶穌裡忠心的聖徒。 2 願

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臨到你們。 3 

 保羅，希臘 – 羅馬世界的名字，猶太名字是掃羅。 

 使徒，蒙耶穌基督呼召，與主耶穌在地上時，與主同在，見證祂的復活。保羅常常自

稱使徒(這幾卷書的第一節：林前、林後、西、提前、提後、多)。因爲主耶穌對保羅

的特別呼召及授權，保羅特別闡明：我們從他領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職分(羅 1:5)。因

此，有權威寫此信傳遞從神來的信息。 

 聖徒 [ἅγιος hágios] holy, saints，直譯是聖者。保羅對基督徒的一貫描述(林前 1:1,2，林

後 1:1，羅 1:7，腓 1:1)。舊約裏有先例，聖潔的國民(出 19:6)。基督徒被稱爲聖徒，

是與神的關係，爲了服事神的緣故被分別出來，他們的生命一敬虔的行爲為標記。 

 恩惠平安，是典型固定不變，在書信的問安(羅 1:7，林前 1:3，林後 1:2，腓 1:2，帖後

1:2，門 3)。從雙重的源頭，父神和主耶穌基督，在這卷書深入的認識和經歷這雙重的

祝福，也就是這卷書一再的談到主題。 

恩惠 [χάρις cháris] good will, loving-kindness 恩寵，親善，得喜愛 

貮、新人：神的創造 (1:3-3:21) 

一、頌讚的信頭：為神在基督裏所賜的福氣而讚美 (1:3-14) 

1. 為各樣屬靈的福氣讚美神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在基督裡，曾經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

我們： 1:3 

 應當稱頌2的，1:3-14 長句子的主題。 

 讚美的對象，就是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讚美的原因： 

曾經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我們 

o 賜給我們的福分是天上各種屬靈，是在基督裏。賜給原來的選民，神的百

姓，也包括外邦信徒。 

獨行奇事的以色列的 神，就是耶和華 神，是應當稱頌的。 (詩 72:18) 

                                                      
2 稱頌 [εὐλογητός eulogētós] blessed, praised 可稱頌的，可讚美的。弗 1:3 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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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是滿有憐憫的父，賜各樣安慰的 神。 

 (林後 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照著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

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永活的盼望  (彼前 1:3) 

 這段頌讚鳥瞰神的救贖計劃，祂的作爲： 

o 從亙古到永遠，神都是單單在基督裏，賜福給人。 

2. 為揀選和兒子的名分而讚美 (1:4-6) 

就如創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因著愛，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

疵。 5 他又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好使他恩典

的榮耀得著頌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賜給我們的。 

1:4 

 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是發生在永恆中，在創立世界之前就揀選。 

o 出自於神自己的自由抉擇和愛，不因時間中的情況或人的優點。是基於神的

恩典，以及神的主權。 

 神在基督裏揀選祂的百姓的目的，是要我們在祂的面前，在愛中 

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 

與歌羅西書 1:22 但現今 神在愛子的肉身上，藉著他的死，使你們與 神和好

了，為了要把你們這些聖潔、無瑕疵、無可指摘的人，呈獻在他面前，相呼應。 

1.5 

 是要我們以兒女的身份與祂自己建立個人的關係。 

 預定[προορίζω proorízō] to predetermine, decide beforehand 預先決定，預先。 

 得兒子的名分，在羅馬的法律，是將那些非親生的人，領養為兒子，進入一個享受

特權的地位。 

o 如此被用在信徒與神的特殊關係上。保羅形容，兒子的名分是以色列擁有的

特權之一， 

他們是以色列人：嗣子的名分、榮耀、眾約、律法、敬拜的禮儀和各樣的應

許，都是他們的。(羅 9:4)； 

o 現今屬於基督徒，「我要作你們的父親，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

說的。」(林後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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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自己旨意的成就，就是在最終得兒子的名分，是那些 

不但這樣，連我們這些有聖靈作為初熟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內心歎息，熱切期待成

為嗣子，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3) 。 

1.6 

 好使他恩典…這恩典，恩典是以弗所書的一個重要主題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這不是出於自己，而是 神所賜的 (2:8)， 

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過犯得到赦免，都是按著他豐盛的恩典。 

(1:7) 

 使他恩典的榮耀得著頌讚，重複在 1:12,14。 

頌讚 [ἔπαινος épainos] approbation, commendation, praise 稱讚，贊同，讚賞 

弗 1:6 使他恩典的榮耀得著頌讚 (和3: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弗 1:12 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和: 叫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弗 1:14 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和: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愛子，傳統上以色列是蒙愛者，現在被應用在信徒身上， 

神所愛的弟兄們，我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帖前 1:4)， 

我們應該常常為你們感謝 神，因為他從起初就揀選了你們 (帖後 2:13)。 

o 在基督裏被揀選為祂的兒女，被吸引進入那存在於父神與子神之間的愛。 

3. 為救贖和赦罪而讚美 (1:7-8) 

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過犯得到赦免，都是按著他豐盛的恩典。 8 這恩

典是他用各樣的智慧和聰明，充充足足地賜給我們的 

 救贖，已經蒙了救贖，是在愛子裡，才有的。救贖的概念是描述百姓脫離埃及的奴

役(申 7:8)，或奴隸被釋放(出 21:8)。 

o 信徒被所付的代價贖回，基督救贖我們脫離了律法的咒詛(加 3:13)。我們在

愛子裏得蒙救贖，是藉著祂的血而得到的。 

 用各樣的智慧和聰明，充充足足地賜給我們，(呂4：這恩典充盈滿溢地流給我們，

使我們有全備的智慧和明達)。是神恩典的賞賜 

                                                      
3 和合本 

4 呂振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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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σοφία sophía] wisdom；聰明 [φρόνησις phrónēsis] understanding 

o 平行的經文：願你們藉著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 神的旨

意。 (西 1:9) 

悟性 [σύνεσις sýnesis]knowledge, understanding 洞察，理解 

o 都是神豐富的恩典澆灌在我們身上，不僅是救贖，也伴隨著所需要的一切智

慧和悟性，我們得以有智慧的生活，見 5:15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

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和：智慧人) 

聰明 [σοφός sophós] wise 聰明的，智慧的 

4. 為奧秘---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計劃---而讚美 (1:9-10) 

他照著自己在基督裡預先安排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 到了所計劃的時機

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1:9 

 奧祕，[μυστήριον mystḗrion] hidden thing, secret, mystery。使徒用這字指啓示，就

是從前被隱藏，現今已經被神揭露的事。羅 16:25-26 神能依照我所傳的福音和耶

穌基督所傳的信息，照著他奧祕的啟示，堅定你們。這奧祕自古以來祕而不宣，但

現在藉著眾先知所寫的，照著永恆的 神的諭旨，已經向萬國顯明出來，使他們相

信而順服。 

 使我們知道，領受這被神揭露的人，能夠因爲明白神所賜的慈愛，而讚美祂。是在

福音被傳揚和教導的時候，就知道這奧秘的啓示。絕對不是只保留給秘密的群體，

在某種方式中透露。 

1.10 

 同歸於一，在末時，神使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使萬有歸入基督裏，在基督裏聯

合。 

 天上地上的萬有，包括了那些破碎、疏離了的，都得到完全。 

o 天上：1:3 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1:20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2:6 一同坐

在天上；3:10 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6:12 天上的邪靈。 

o 地上：3:15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4:9 他不是也曾降到地

上嗎？ 6:3 在世長壽 (呂：在地上長壽)。 

 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宇宙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o 為神計劃的極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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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這目標尚未實現，而這奧秘的内容已經被揭示出來。 

5. 為信徒得基業的確據而讚美 (1:11-14) 

那憑著自己旨意所計劃而行萬事的，按著他預先所安排的，預定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

（「得基業」或譯：「成為 神的產業」）， 12 藉著我們這在基督裡首先有盼望的人，

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13 你們既然聽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

督，就在他裡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作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到 神

的產業得贖，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預定我們在基督裡…..我們這在基督裡…..我們得基業的憑據，指所有的基督徒。 

 使你們得救的福音，是指外邦人。 

1:11-12 

 我們在基督裡，都是神的選民，被神宣告為自己的產業。 

產業 [κληρόω klēróō] as a possession 擁有。是神的寶貝。 

 首先有盼望的人，在頌讚中强化了在神的計劃中，有特殊地位的觀念，及被選爲神

產業的目的。 

1:13 

 你們既然聽了真理的道，外邦信徒也被納入神的百姓中，他們在神的產業裏的份，

與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一樣的完全。 

 聽了真理的道，福音的真理(加 2:5,14)，主的道(帖前 1:8；帖後 3:1)，神的道(帖前

2:13)，基督的道理(西 3:16)，生命的道(腓 2:16)。在以弗所書，真理的道啓示神的

真理，特別因爲是關乎神的救恩的目的，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 

 信了…就在他裡面，外邦人相信時，就在祂裏面同樣的領受了應許的聖靈的印記。 

o 使徒行傳 19:2，保羅到了以弗所，問當地的門徒，「你們信的時候，受了

聖靈沒有？」。 

o 印記 是保護的記號或保證。神在祂的選民身上設立記號，標示為祂自己的

產業，保守他們免於被毀滅(結 9:4-6)。 

o 藉著聖靈給外邦信徒，神爲他們打上印記，證明他們為神所有，神將保護他

們行過今生的考驗和試探(參考 6:10-18)，直到得贖的日子(4:30 不可讓 神

的聖靈憂傷，因為你們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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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基業的憑據，原是一個商業用語，訂金或頭期款。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林後

1:22)。神不僅是應許我們最終的產業，更是讓我們預先嚐它的滋味。 

 產業得贖，預示猶太信徒的最終目標，預定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得基業」或

譯：「成為 神的產業」），如今也被分派給外邦基督徒。 

 因此，為感恩就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思考： 

1:3-14 頌讚的信頭：以神為中心，以基督為焦點，一連串的讚美，讚美在主耶穌基督

裏，所澆灌在百姓身上的各樣屬靈福氣。 

 我曾經為什麽原因？什麽事讚美神？ 

o 在過去的五年中，我最要讚美神的事，是什麽？ 

o 我今天應該為什麽讚美神？ 

 我讚美神，可以不用音樂，只用言語讚美嗎？ 

 我用言語，也用音樂詩歌讚美，都習慣閉上眼睛嗎？爲什麽？ 

o 開車的時候，可以讚美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