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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課】 

二、感謝、代求、為神高舉基督而稱謝祂 (1:15-23) 

因此，我聽到你們在主耶穌裡的信心，和對眾聖徒的愛心， 16 就不住地為你們獻上感

謝。我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

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 18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

呼召有怎樣的盼望；他基業的榮耀，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

量，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20 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

人中復活，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

的，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 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並且賜他給

教會作萬有的元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1. 為收信人的信心和愛心感謝 (1:15-16a) 

因此，我聽到你們在主耶穌裡的信心，和對眾聖徒的愛心， 16 就不住地為你們獻上感

謝。 

 接著前面的頌讚，為所聽到收信人的忠心，所行出來的，不但是在主耶穌裡，也是

向所有眾聖徒，而感謝。 

 感謝的理由，是一般所熟悉的信望愛三元中的二項：信心、盼望、愛心，在這信

中，為二項感恩 (參考帖前 1:3，帖後 1:3)5。 

 為收信人的信心感謝，因爲信從在基督裏，是他們生活行動的範疇。 

 收信人的愛心，已經向眾聖徒，包括向猶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向所有的基督徒表

現出來，而感謝。 

 不住地，是在禱告時，經常的為他們感謝。並不是無間斷，不停的感謝。 

 

思考： 

 人常為病得醫治感謝神，我最常為別人的什麽些事感謝神？ 

 我為我親近的人，感謝些什麽？ 

 

 

                                                      
5 在我們的父 神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和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而有的堅忍。 (帖前 1:3)；弟兄們，我們應

該常常為你們感謝 神，這是合適的。因為你們的信心格外長進，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在增加。 (帖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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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他們在知識上的長進而代求 (1:16b-19) 

我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 18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 

他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他基業的榮耀，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1:16b 

 為所收信人禱告，是一個榜樣。保羅為他帶領信主的人禱告，為他所牧養的教會，

及教會裏負責的同工禱告常常代求，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

(6:18) 

1:17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帶著信心的確據，回顧前面的頌讚。榮耀的父，是榮耀的

源頭。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向所提到三位一體每一位， 

o 求智慧、知識、盼望、榮耀、和能力。 

 神已經用各樣的(諸般)智慧聰明(1:8)， 

 將祂的恩典澆灌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1:8,9)。 

o 再次的求神將智慧和啓示的(聖)靈，賜給收信人。 

o 目的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是使收信人真知道祂就是神，更全然的瞭解神的

救恩計劃。 

1:18 

 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 

o 引用詩篇 13:3 求你使我的眼睛明亮。 

o 為收信人禱告，求神給他們有屬靈的悟性，如同眼睛得以看見，明瞭神旨意

中的真理。 

 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這盼望是神呼召的根源，在於祂從創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

裡揀選了我們 (1:4)，我們在他愛子裡，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1:7)，是所盼望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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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業的榮耀，這基業如前所說：預定我們在基督裡得基業（成為 神的產業）

(1:11)，產業得贖，使他的榮耀得著頌讚 (1:14)。 

 在聖徒中，在這片語中，是指信徒群體。 

1: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神所賜的是祂的能力、恩典、榮耀，給領受的人。 

 從給收信人轉爲第一人稱：向我們信他的人，包括了保羅他自己。神的能力對所有

相信的人，都有功效。 

 前面二個祈求：收信人要體驗神的恩召的指望；和祂的基業之榮耀的豐盛。加上第

三個祈求，神浩大能力為所有信徒們運行。 

思考： 

 保羅禱告祈求，我也向神，為我自己祈求。 

o 我求些什麽？ 

 爲什麽？ 

 請參考弗 1:17-19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他，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 

他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 

o 我也如此的，向神祈求這些嗎？ 

3. 神的大能彰顯在基督復活被高舉 (1:20-23) 

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的，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

名銜。 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 

並且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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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這力量，接著 19 節的強大的力量及顯出的能力，這力量就是神的大能，在基督裏

運行。首先在耶穌的復活上，這能力也確保了信徒未來的復活： 

神不但使主復活了，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們復活。 (林前 6:14)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擁有父的所有權柄，地位超過所有的權勢。引用：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詩 110:1) 

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萬物都放在他的腳下  (詩 8:6) 

(見 1: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 

1:21 

 遠超過一切，基督已經在神的右邊。 

 超過這些權勢，已臣服於基督 

o 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的 

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 

 包括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 (西 1:16) 

 有能的、作主的 (和：主治的)，指掌權的天使，指天上萬象  

o 並且敬拜天上的萬象和服事巴力 (王下 17:16) 

o 又恐怕你抬頭望天，看見日、月、星，就是天上萬象的時候，就被勾引，去

敬拜和事奉它們  (申 4:19) 

 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在以弗所書裏提到已實現的末世，在主耶穌第一次

降臨，新的世代已經進入現今的世代，新的世代已經開始，卻尚未完滿的實現。 

現在基督已經被升到天上，已經為信徒贏得救恩，還要再來。 

既然已經遠超過一切，擁有父的所有權柄，地位超過所有的權勢，所有的名銜

(和：有名的)，都已被勝過。 

1: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引用：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萬物都放在他的

腳下 (詩篇 8:6)，進一步强調基督那無所不包的統治，眾掌權者不僅是低於基督，

也臣服于祂。詩篇裏的萬物，現在指臣服于基督的靈界勢力。 

 並且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這一句從隱喻的角度理解，指在天上圍繞著基督的

聚集，眾聖徒已經參與在其中，來 12:22-24： 

你們卻是來到錫安山和永活的 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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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有千萬的天使聚集， 23  

有名字登記在天上眾長子的教會， 

有審判眾人的 神， 

有被成全的義人的靈魂， 24  

有新約的中保耶穌， 

還有他所灑的血。 

這血所傳的信息比亞伯的血所傳的更美。 

o 神已經使眾聖徒與祂一同復活，並使他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在我們因過

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6 又使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2:5-6) 

 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 

o 發生在天上的聚集，信徒已經在那裏，聚集在基督的周圍，享受與祂的團契。 

o 在地上的聚集，不論是在教堂，或任何基督徒聚會的地點，就是信徒和主耶穌

新關係具體而可見的彰顯。 

o 不論是在地上哪裏聚會，都是拿圍繞復活基督的天上聚集，在地上的彰顯。 

1:23 

 以頭與身體的關係，很清楚容易瞭解教會是身體，基督是頭之間的關係。 

他是教會的頭，全身靠著他，藉著每一個關節的支持，照著每部分的功用，

配合聯繫起來，使身體漸漸長大，在愛中建立自己  (4:16) 

其實全身都是藉著關節和筋絡從頭得著供應和聯繫，就照著 神所要求的，

生長起來。  (西 2:19) 

 充滿萬有者…完全充滿..，充滿萬有者是基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保羅禱告求

神，使教會被基督所充滿的。 

充滿 [πληρόω plēróō]to make full, to fill up, i.e. to fill to the full 總合，豐滿，

盈溢，例如基督豐盛的恩典，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完完全全地得到神之豐

滿。 

 教會因此已經有神賜給豐盛的恩典，在這信中間的地方 3:19，保羅再次禱告被充

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盛，被豐豐富富的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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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前面這一段内容，認識充滿萬的基督，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如何充分認識這位充滿萬有的基督？ 

 怎麽得到智慧和啟示的靈，才能充分認識基督？ 

o 沒有智慧，沒有辦法認識任何的事。怎麽得到智慧？ 

o 雖然有聰明智慧，不一定能看清事務。怎麽得到啓示的靈？ 

 怎麽讓我們心靈的眼睛明亮，才能充分認識基督？ 

o 日常生活中，需要心靈的眼睛明亮嗎？ 

o 能想到什麽例子嗎？ 

 

三、靠恩典得救：與基督同復活、同被高舉 (2:1-10) 

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2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隨著時代

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和

他們在一起，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們與別人一樣，生來都

是可怒的兒女。 4 然而 神滿有憐憫，因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5 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

候，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6 又使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與

他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 為的是要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他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

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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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這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原是 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

穌裡創造的，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就是 神預先所安排的。 

 

1. 在過犯罪惡中 (2:1-3) 

2:1 

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 

 你們，是接續前段，也連結到下一段的 2:11 你們應當記得…。 

 原是死的，這一句原文的直譯：(你們在你們的過犯和罪惡 ) 是死的，和：(你們 ) 

死在 (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 

o 這死是描述失喪，處於死亡權勢下的境況，也表示與神疏遠或隔離的景況，是

人的過犯和罪惡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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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隨著時代的潮流，也服從空中掌權的首領，就是

現今在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 

 那時你們在過犯和罪惡中行事為人，在那時，過去的光景，受到强大的影響，而被

掌控。 

 隨著時代的潮流， 

o 時代 [αἰών aiṓn] the worlds, universe; period of time, age 時代/世代；

和：今世。 

o 潮流 [κόσμος kósmos] the world 世界。 

o 這世界的王(約 12:31)；世代的神(林後 4:4，和：世界) 

 空中掌權， 

o 按照 6:12 因為我們的爭戰，對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靈。 

o 所敵對居住在天上領域的邪靈，見 3:10 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 

 悖逆的人身上運行的靈，以悖逆為生活特徵的人，拒絕福音，忽視神的旨意。 

2:3 

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們與別

人一樣，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 

 我們從前也都和他們在一起，在悔改之前，我們也是在類似的絕望光景中，包括在

悖逆之子們當中。 

 放縱肉體…隨著肉體…，肉體，不是指肉身的生命，而是處在罪惡和悖逆神之中的

人。[σάρξ sárx] the flesh, denotes mere human nature, the earthly nature 

of man apart from divine influence 「肉體」樂意為罪行的器具。 

 生來都是可怒的兒女，直譯：照天性是憤怒之子。 

o 可怒 [ὀργή orgḗ] anger,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temper, character 生

氣，憤慨，憤怒。憤怒之子，就是悖逆之子，將受神的審判。 

o 在指神的憤怒時，是神對邪惡的一種反應。更常為未來，而指神對邪惡的最

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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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這一段的 3 節經文，"原是...那時...從前..."形容我們信主之前的情形。 

感謝神！我已經與從前不同。 

 我今天，我現在，要如何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