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概論-保羅書信 第六堂、以弗所書
一、著者、著時︰使徒保羅。約在主後 61 至 63 年間，寫於羅馬監獄(弗三 1；四 1；六 20)；
與《腓利比書》、《歌羅西書》和《腓利門書》共稱『監獄書信』。
二、受書者︰在以弗所的聖徒（本書信很可能係寫給小亞西亞省各地教會的一封公函）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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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
心的人．
以弗所教會中外邦人的信徒與猶太人的信徒都不少，所以使徒一再解明在基督裡已不分
猶太與外邦，都成為神家的人（弗 2:11-22），得以同為後嗣（弗 3:6），應當竭力保守合而
為一的心（弗 4:3-6）。
弗 3:6 這奧祕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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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歌羅西二書是聖經中最高、也是最中心的啟示，是新約聖經中的至聖所。以弗
所書的主題是「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歌羅西書的主題是「基督是教會的元首」。兩卷書合
起來是關於教會的完整的啟示，是保羅從主所領受的偉大託付和職事。
三、主旨要義︰指出教會在神計畫中的地位與意義
以弗所書是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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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是從罪人的光景說起，而是從神永遠的定旨說起；是從永遠說起，
不是從時間說起；是從天上說起，不是從地上說起：第一章講天上的福氣；第二章講與主同
坐在天上；第三章講天上各家也與我們一同得名；第四章講主升上高天賞賜我們各樣的恩
賜；第五章講天上國民在地上生活的樣式；第六章講與天空的惡魔爭戰。
本書前三章說到教會在基督裡的地位和福分，重點說到屬靈的福氣、屬靈的智慧、屬靈的地
位、屬靈的身體。本書後三章說到教會在聖靈裡的生活和見證，重點說到教會生活、個人生
活、家庭生活、爭戰生活。讓我們得知：教會在神榮耀計劃中的地位，和教會在地上作基督
的見證的道路。
四、鑰字︰天上 、教會 、豐富 、奧秘、恩典 、在基督裡等。
以弗所書中，「在基督裏」或相同語句，出現三十五次，為新約聖經各卷中最多的。信
徒是“在基督裏”（一：1），在基督裏得屬天福分（一：3），在基督裏蒙選（一：4），在
基督裏得兒子的名分（一：5），在愛子裏蒙恩典（一：6），得救贖（一：7），在祂裏面得
基業（一：11），有盼望（一：12），得聖靈的印記（一：13），在基督裏一同活過來
（二：5），在基督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二：6），在基督裏造成（二：10），在基
督裏藉祂的血親近神（二：13），在基督裏建造長進（二：22），也在基督裏有分於應許
（三：6），在基督裏得進到神面前（三：12）。
五、以弗所書的分段
(一) 坐：對神。教會與基督同坐在天上

一~三章

弗 2: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1.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福分：
(1)父的揀選和豫定(弗一 3~6)
(2)子的救贖和基業(弗一 7~12)
新約概論-保羅書信 梁家聲編 www.usacms.org

1

(3)靈的印記和憑質(弗一 13~14)
2. 保羅求啟示的禱告：
(1)真知道神(弗一 15~17)
(2)知道神的恩召和祂在聖徒中所得的基業(弗一 18)
(3)知道神向信的人所顯的能力(弗一 19~23)
3.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身分：
(1)成為神在基督裏造成的傑作(弗二 1~10)
(2)成為神在基督裏造成的一個新人(弗二 11~18)
(3)成為神在基督裏建造的居所(弗二 19~22)
4. 教會在基督裏所得的啟示：
(1)神藉聖靈將基督的奧秘啟示給祂的使徒(弗三 1~6)
(2)使徒將這奧秘傳給眾人(弗三 7~13)
5. 保羅求經歷的禱告：
(1)神藉聖靈剛強我們裏面的人(弗三 14~16)
(2)基督安家並作主在我們的心裏(三 17)
(3)我們能明白基督無限量的愛(弗三 18)
(4)因被神的豐滿所充滿，而得以成就一切(弗三 19~21)
(二) 行：對人。教會行出基督的生命

四~六章 9 節

弗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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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督對教會的建造：
(1)教會合一的見證(弗四 1~6)
(2)基督身體的建造(弗四 7~16)
(3)教會生命的彰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弗四 17~32)
2. 基督在教會裏的彰顯：
(1)顯出像蒙愛的兒女(弗五 1~7)
(2)顯出像光明的子女(弗五 8~14)
(3)顯出像智慧之子(弗五 15~21)
3. 基督在生活裏的彰顯：
(1)妻子與丈夫(弗五 22~33)；(2)兒女與父母(弗六 1~4)；(3)奴僕與主人(弗六 5~9)
(三) 站：對仇敵。教會與基督同站在得勝的地位上

六章 10~24 節

弗 6:13 所以要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
能站立得住。
1. 屬靈爭戰的能力（6:10）
2. 屬靈爭戰的敵人（6:11-13）
3. 屬靈爭戰的軍裝（6:14-20）
─真理的腰帶；公義的護心鏡；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籐牌；救恩的頭盔
─聖靈的寶劍；多方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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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弗所書中的教會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fullness 豐滿)。
(一) 教會是神旨意的中心
1. 神在基督裏賜給教會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一 3)
弗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2. 藉著教會彰顯基督，使得著榮耀 (三 18~21)
弗 3: 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21 但願
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二)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一 23)
1. 基督是教會的頭(一 22,五 23)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弗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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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是祂的豐滿(一 23)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3. 身體只有一個(四 4)
弗 4: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4. 建立基督的身體，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四 12~13)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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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全身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盡其職(四 16)
弗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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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督待教會如自己的身子，保養顧惜(五 29)
弗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三) 教會是一個新人(二 15)
1. 祂在十架上滅了冤仇，拆毀中間隔斷的牆(二 14~16)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
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
了和睦．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2.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四 22~24)
弗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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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又要將你
們的心志改換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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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教會是神的國(二 19)
1. 與眾聖徒同國(二 19)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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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淫亂、污穢、貪心的，與神的國無分(五 5)
弗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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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神的國

(五) 教會是神的家(二 19)
1. 神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住在眾人之內(四 6)
弗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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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蒙愛的兒女(五 1)
弗 5:1 所以你們該效法

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3. 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五 8)
弗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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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教會是神的居所(二 21~22)
弗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1. 要讓基督安家並作主在我們心裏(三 17)
弗 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2. 神是住在眾人之內(四 6)
弗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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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被聖靈充滿(五 18)
弗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七) 教會是基督的妻子(五 31~32)
1. 凡事順服基督(五 24)，敬重基督(五 33)
弗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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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接受話中之水的洗淨(五 26)
弗 5: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3. 與主合為一體(五 31)
弗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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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教會是屬靈的戰士
1. 靠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六 10)
弗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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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穿戴神的全副軍裝(六 11)
弗 6:11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3.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六 17)
弗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4.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六 18)
弗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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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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