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以弗所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以弗所書作者。 
 指出以弗所書的受書人。 
 舉出以弗所書的目的。 
 默寫以弗所書的鑰節。 
 列出以弗所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以弗所的教會。  
 
目的：告訴信徒他們在基督裡的財富，又教導他們要活在基督裡。  
 
鑰節：一 3 
 
生活和事奉原則：信徒在基督裡蒙召是承受各樣福氣（財富）和責任（生活）。 
 
主要人物：保羅、推基古。 
 

大綱 
 

第一部份：在基督裡的豐盛 一 1－三 21 
 

壹、 引言：一 1－2 
 甲、 由保羅：一 1 
 乙、 給：在以弗所的聖徒：一 1 
 丙、 恩惠、平安從耶穌而來：一 2 
弍、 為屬靈福氣讚美：一 3－14 
 甲、 祂揀選了我們：一 4 



 乙、 祂預定了我們：一 5－6 
 丙、 我們在祂裡面蒙救贖：一 7 
 丁、 祂向我們顯出智慧：一 8 
 戊、 祂向我們顯明祂旨意的奧秘：一 9－10 
 己、 我們在祂裡面得了基業：一 11－12 
 庚、 我們受了聖靈的印記：一 13－14 
 
叁、 祈求藉基督得屬靈知識：一 15－23 
 甲、 祈禱的基礎：一 15 
 乙、 祈禱的本質：一 16 
 丙、 祈禱的對象──上帝：一 17 
 丁、 祈求的恩賜：一 17 
  一、 智慧 
  二、 真知道祂的啟示 
 戊、 祈禱的目的：一 18－23 
  一、 知道祂恩召的指望：一 18 
  二、 得豐盛的基業：一 18 
  三、 知道祂的大能大力：一 19－23 

a. 祂的能力的本質：一 19 
b. 祂在基督裡彰顯能力：一 20－23 

 
肆、 我們在基督裡的境況：二 1－10 
 甲、 過去的境況：二 1－3 
  一、 屬靈死亡：二 1 
  二、 隨從今世的風俗：二 2 
  三、 順服撒但：二 2 
  四、 悖逆之子：二 2 
  五、 放縱肉體私慾：二 3 
  六、 可怒之子：二 3 
  七、 隨著肉體和心中喜好：二 3 

a. 肉體喜好：世俗情慾 
b. 心中喜好：世俗野心 

乙、 在基督新的境況：二 4－10 
 一、 活過來：二 5 
 二、 得救本乎恩：二 5 
 三、 坐在天上：二 6 
 四、 蒙上帝悅納：二 7 
丙、 新境況的因由：二 8－10 



 一、 得救是：二 8 
a. 因信：二 8 
b. 上帝恩賜：二 8 

二、 得救非：二 8－9 
a. 出於自己：二 8 
b. 出於行為：二 9 

三、 基督耶穌在我們生命中持續作工：二 10 
 
伍、 我們舊的關係：二 11－12 
  「你們從前⋯⋯」 
 甲、 與基督無關：二 12 
 乙、 局外人：二 12 
 丙、 國民以外：二 12 
 丁、 沒有指望：二 12 
 戊、 沒有上帝：二 12 
 
陸、 新的關係：二 19－22 
  「這樣，你們⋯⋯」 
 甲、 與聖徒同國：二 19 
 乙、 家裡人：二 19 
 丙、 同一根基上建造：二 20 
 丁、 同一房屋：二 21 
 戊、 同一聖靈居住其中：二 22 
 
柒、 改變成就：二 13－18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 
 甲、 不再遠離：已經得親近了：二 13 
 乙、 不再隔開：兩下合而為一：二 14 
 丙、 不再分化：拆毀了隔斷的牆：二 14 
 丁、 不再敵對：分掉冤仇：二 15 
 戊、 不再有分別：二 15－18 
  一、 成為一個新人：二 15 
  二、 與上帝和好：二 16 
  三、 傳和平福音：二 17 
  四、 進到上帝面前：二 18 
  五、 不再作外人和客旅：二 19－22 

a. 同是國民：二 19 
b. 在同一根基上被建造：二 20 



c. 正當的靈宮：二 21 
d. 成主的殿：二 21 
e. 上帝藉聖靈居住的所在：二 2 

 
捌、 顯明屬天奧秘：三 1－13 
 甲、 保羅是這奧秘的使者：三 1－13 
  一  與奧秘的關係：三 1－5 

a. 為加拉太人被囚的身份：三 1 
b. 是上帝給外邦人恩典的管家：三 2 
c. 藉啟示得知這奧秘：三 3－5 

二、 奧秘的說明：三 6 
三、 保羅的事奉與這奧秘有關：三 7－12 

a. 事奉根源：三 7 
b. 領受事奉者的態度：三 8 
c. 事奉內容：三 8－9 
d. 事奉目的：三 10－11 
e. 事奉的福氣：三 12 
f. 事奉受苦：三 13 

 
玖、 得著屬天奧秘：三 14－21 
 甲、 祈禱擁有奧秘的引言：三 14－15 
 乙、 祈求：三 16－17 
  一、 藉聖靈使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三 16 
  二、 能經歷基督的同在：三 17 
  三、 愛心有根有基：三 17 
  四、 能明白基督的愛：三 18－19 

a. 愛的界限：三 18 
b. 愛的本質：三 19 

五、 能被上帝的一切充滿：三 19 
 丙、 結朿禱告：三 20－21 
  一、 祈求對象左有能力：三 20 
  二、 讚美禱告對象：三 21 
 

第二部：活在基督裡 四 1－六 24 
 

壹、 教會團體的生活：與蒙召的恩相稱：四 1－16 
 甲、 藉正確心態：四 2 
  一、 謙虛 



  二、 溫柔 
  三、 忍耐 
  四、 用愛心互相寬容 
 乙、 藉合而為一：四 3－6 
  一、 用和平：四 3 
  二、 一個身體：四 4 
  三、 一靈：四 4 
  四、 同一個指望：四 4 
  五、 一主：四 5 
  六、 一：四 5 
  七、 一洗：四 5 
  八、 一上帝：四 6 

a. 眾人的父 
b. 超乎眾人之上 
c. 貫乎眾人之中 
d. 住在眾人之內 

丙、 藉基督的榜樣：四 7－10 
丁、 藉正確架構：四 11－13 
 一、 屬靈恩賜：四 11 
  a . 使徒 

c. 先知 
d. 傳福音的 
e. 牧師 
f. 教師 

二、 功用：四 12－16 
a. 成全聖徒：四 12 
b. 各盡其職：四 12 
c. 建立基督的身體：四 12 
d. 在真道上合一：四 13 
e. 認上帝的兒子：四 13 
f.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四 13 
g. 靈裡成長：四 14－15 

戊、 成為身體的一部份：四 16 
 一、 聯絡合式 
 二、 各體彼此相助 
 三、 叫身體漸漸增長 
 
弍、 信徒個別生活：四 17－五 12 



 甲、 不應有的生活：四 17－25 
  一、 存虛妄的心：四 17 
  二、 心地昏暗：四 18 
  三、 因無知心裡剛硬與上帝的生命隔絕：四 18 
  四、 放縱私慾和貪行污穋：四 19 
 乙、 應有的生活：四 20－五 2 
  一、 學基督：四 20－21 
  二、 脫去舊人：四 22 
  三、 心意改換一新：四 23 
  四、 穿上新人：四 24 
  五、 棄絕犯罪行徑：四 25－30 
   a 謊言：四 25 
   b. 怒氣：四 26－27，31 

c. 偷竊：四 28 
d. 污言穢語：四 29 
e. 叫聖靈擔憂：四 30 

 f. 苦毒：四 31 
 g. 忿怒：四 31 
 h. 惱恨：四 31 

i. 毀謗：四 31 
j. 惡毒：四 31 

  六、 正當行為：四 32－五 1 
a. 恩慈：四 32 
b. 憐憫的心：四 32 
c. 饒恕：四 32 
d. 像順服的兒女：五 1 

 
叁、 在世界中的生活： 
 甲、 效法基督在愛中生活：五 2 
 乙、 活聖潔中：五 3－5 
  一、 沒有淫亂：五 3 
  二、 沒有污穢：五 3 
  三、 沒有貪心：五 3 
  四、 沒有淫詞穢語：五 4 
  五、 沒有語或戲言：五 4 
  六、 說感謝的話：五 4 
 丙、 以永恒為目標：五 5 
 丁、 不要被虛浮的話欺哄：五 6 



 戊、 不要與惡人為伍：五 7 
 己、 行在光明中：五 8 
 庚、 結出光明的果子：五 9 
  一、 良善 
  二、 公義 
  三、 誠實 
 申、 察驗上帝所喜悅的事：五 10 
 壬、 不要行在黑暗中：五 11－14 
  一、 不要與暗昧人同行：五 11 
  二、 責備無益的事：五 11 
  三、 不要暗中行的事：五 12 
  四、 在暗中顯出光來：五 13 
  五、 喚醒在靈裡睡著的人：五 14 
 癸、 行事當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五 15 
 子、 愛惜光陰：五 16 
 丑、 明白上帝的旨意：五 17 
 寅、 不要醉酒：五 18 
 卯、 要被聖靈充滿：五 18 
  一、 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五 19 
  二、 口唱心和：五 19 
  三、 凡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感恩：五 20 
 
肆、 在特別關係的人中的生活：五 21－六 9 
 甲、 其他信徒：存敬畏的心彼此順服：五 21 
 乙、 作妻子的：五 22－24 
  一、 順服丈夫如同順服主：五 22 
  二、 承認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五 23 
  三、 凡事順服丈夫如同教會順服基督：五 24 
 丙、 作丈夫的：五 25－33 
  一、 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五 25－29 
  二、 與妻子連合如同教會與基督連合：五 30－33 

a. 一個身體：五 30 
b. 離開其他人：五 31－33  

丁、 丈夫和妻子一起：五 33 
 一、 丈夫愛妻子如愛自己：五 33 
 二、 妻子當敬重丈夫：五 33 
戊、 子女：孝敬父母：六 1－3 
己、 作父親的：六 4 



 一、 不要惹兒女的氣 
 二、 照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他們 
庚、 作僕人的：六 5－8 
 一、 聽從主人：六 5 
 二、 尊敬主人：六 5 
 三、 誠實忠心：六 5 
 四、 像服侍主般服侍主人：六 6－7 
 五、 賞賜從主而來：六 8 
申、 作主人的：六 9 
 一、 待僕人也是一樣：六 9 
 二、 知道同有一位主：六 9 
 三、 主不偏待人：六 9 

 
伍、 面對撒但力量的生活：六 10－20 
 甲、 靠主作剛強人：六 10 
 乙、 穿戴全副軍裝：六 11－20 
  一、 目的：抵擋魔鬼的詭計：六 11，13 
  二、 仇敵：六 12 

a. 執政的 
b. 掌權的 
c. 管轄幽暗世界的 
d.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 

三、 軍裝：六 14－20 
a. 真理作帶子朿腰：六 14 
b. 公義作護心鏡：六 14 
c. 平安福音作走路的鞋：六 15 
d. 信德作藤牌：六 16 
e. 救恩作頭盔：六 16 
f. 聖靈作寶劍：六 17 
g. 祈禱：六 18－20 

 
陸、 結語：六 21－24 
 甲、 私人事項：六 21－21 
  一、 差派推基古傳遞消息：六 21 
  二、 差派推基古的原因：六 21－22 

a. 讓他們得知景況：六 21－22 
b. 安慰他們：六 22 

乙、 結朿：六 23－24 



 一、 對弟兄們的期望：六 23 
a. 平安 
b. 仁愛 
c. 信心 

二、 祝福凡愛基督的人：六 24 
 

 
 
 
 
 
 
 
 
 
 
 
 
 
 
 
 
 
 
 
 
 
 
 
 
 
 
 
 
 
 
 
 



自我測驗 
 
1. 誰是以弗所書的作者？ 
 

                                                                   
 

2. 舉出以弗所書的目的。 
 

                                                                   
 

3. 誰是以弗所書的受書人？ 
 

                                                                     
 

4. 列出以弗所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以弗所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以弗所書把信比作下列幾方面： 
  ──國民：六 19   ──一個身體：一 22－23，四 4，12，16 
  ──教會：五 22－23  ──僕人：六 6－9 
  ──房屋：二 20－22  ──士兵：六 10－17 
 
2. 我與上帝的關係就如一家人（三 15）。我們得兒子的名份（一 5－6）；成為
家裡的人（二 19），是作兒女的（五 1）。 

 
3. 研究保羅為以弗所人作的禱告。他祈求這些人能知道一些事（一 16－19），
並且可以得著芋些東西（三 14－19）。要得屬靈產業，這兩者都是重要的。
我們不單要知道這些事，更要索取。研究以弗所書教導我們禱告當求甚麼：

五 18－20，六 18。 
 
4. 以弗所書有幾處關於教會的聖經。列出這些經文，並概括其中的教訓。 
 
5. 研究以弗所書的一些鑰詞：奧秘、行事、恩典、榮耀、能力、平安、豐盛、
同坐在天上。 

 
6. 研究弗四 22－23和六 11－18。列出我們要脫去和穿上的。然後比較砍羅西
書三章中類似的單。 

 
7. 表列出以弗所書的一些比較。下面是一些例子： 
 
靠行為得救：二 9    靠恩典得救：二 9 
沒有叫人佑道的啟示：三 5  顯明的奧秘：三 3 
悖逆之子：五 6    光明之子：五 8 
 

8. 弗六 21－22提及名叫推基古的人。徒廿 4；提後四 12；多三 12，和西四 7
也有提到這人。 

 
9. 在以弗所書中找出 12處提及聖靈的地方。一至三章的經文提及聖靈的身份
和在信徒中的工作。四至六章指出我們要成怎樣的人，和如何對待聖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