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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介绍（1:1-23） 

 

我在信主不久以后，听到了一个让我铭记不忘的故

事。这个故事深刻地阐明了很多基督徒没有享受他们在

基督里应有的特权。有一对夫妇拼命地工作、节省、攒

钱， 后终于买好了豪华旅游的船票。这是他们期待已

久的航行。但是当他们买完船票以后，钱已经所剩无几

了。妻子很果断，买了很多奶酪、午餐肉、面包以及其

他很多食品，为航程准备食物。一天又一天，当其他乘

客进入豪华的餐厅，享用极其丰盛的饮食时，这对夫妇

就悄悄地溜走，吞咽那又冷又硬的三明治和其他食品。

船长注意到他们奇怪的举动，询问他们为什么不与其他

乘客一同到餐厅吃饭，他们非常害羞地承认自己负担不起。船长感到很震惊，

指着他们的船票告诉他们，所有的就餐费用已经包含在船票里面了。他们过

着一种远远低于他们特权的生活！  

 

以弗所书的写作对象是以弗所附近吕底亚谷的亚细亚教会。保罗告诉信

徒们在基督里的福气和利益，因为保罗不愿意他们过一种远远低于他们特权

的生活。他也不愿意任何人欺骗他们，他想让他们知道在基督里他们是谁，

以及在基督里他们拥有什么。  

 

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和升天，属于信徒们的丰盛礼物已经

赐给他们了，他们需要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特权。保罗以感谢神赐给

我们在基督里的各样属灵福气作为以弗所书的开场白。然后他屈膝在神的面

前，祈求神打开信徒们属灵的眼睛，能够认识在基督里他们是谁，以及在基

第 

5 

章 

 



 116

督里他们拥有什么。今天的基督徒同样需要被开启心里的眼睛。过一种低于

你的特权的生活是不幸的。  

·学习本章之前，请读经以弗所书 1:1-23。  

课程 5.1 以弗所书介绍（1:1-23）  

目标  

5.1.1  阐明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以及支持这个主题的有关经文。  

5.1.2  论述以弗所书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重要性。  

5.1.3  论述敦促保罗写作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书的相同原因。  

5.1.4  总结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主要目的。  

5.1.5  列出并简要解释以弗所的八个主题。  

 

课程 5.2  为每样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颂赞神（1:1-14）  

目标  

5.2.1  解释基督徒是如何被引诱离开基督的丰盛。  

5.2.2  解释保罗针对以弗所信徒使用“拣选”这个词语的含义。  

5.2.3  比较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收养”与古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的“收

养”，含义有什么不同。  

5.2.4  解释以弗所书 1:7 中的“救赎”和“赦免”之间的关系。  

5.2.5  解释以弗所书 1:9-10 中“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意思。  

5.2.6  解释在基督里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计划。  

5.2.7  解释“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什么意思。  

 

课程 5.3  保罗的使徒式祷告（1:15-23）  

目标  

5.3.1 阐明祷告对于解决教会问题的重要性。  

5.3.2 总结保罗在以弗所书 1:15-23 的祷告。  

5.3.3 说明保罗祈求神为以弗所的信徒成就的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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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1-23）  

 

 

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以弗所书是文学和神学成就的

巅峰。这封由使徒保罗写作的书信，是阐述他那与众不

同的神学真理的杰作（Bruce185，229）。有人质疑这

封书信的作者是否真的是保罗，试图将这封书信割裂开

来，断言他从其他著作抄袭了很多内容（Keener 1993，

538-539）。这种断言无视保罗自称是这封书信作者的

声明（1:1），这个声明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余地。  

 

保罗在监狱中写作了这封书信，并且 有可能是在罗马（3:1；4:1）。

虽然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在其他地点（以弗所和凯撒利亚），但是根据圣经的

记载，保罗在罗马自己所租住的房屋中写作这封书信的可能性 大（使徒行

传 28:30）。在这段期间，保罗可以自由地接待客人，别人也能自由地来访，

供应他的需要，因此保罗有充裕的时间写作这些监狱书信（Wood 1978，

13-15）。  

 

以弗所书和罗马书表达了保罗神学的根本观念。这些书信作为神所默示

的话语，已经祝福了无数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正如罗马书对我们因信称义的

信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样，以弗所书阐明了信徒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

得到满足，这个真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实际上，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

是，神已经在基督里丰盛地赐予基督徒所需要的一切，使他们能够过一个多

结果子的生活（1:3）。  

 

1 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以及支持它的有关经文是什么？  

 

 

 

 

课程 5.1 
 

目标 5.1.1   

阐明以弗所书的

中心主题以及支

持这个主题的有

关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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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城的重要性  

 

以弗所在古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是

亚洲的首要城市，就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巴黎或东京

一样。以弗所城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亚洲宣教并在吕

底亚流域建立教会的都市中心（使徒行传 19:10，

26-27）。以弗所城是重要的商业中心，是商业要道的交汇点，而且是当时

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外邦罗马女神狄安娜（即希腊语的亚底米）的神庙就坐

落在以弗所，这座神庙是古罗马的奇迹之一（使徒行传 19:23-41）。以弗所

城是一座外邦人的大本营，是当时古罗马世界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大熔炉。  

 

2 以弗所城在古罗马帝国的重要性如何？  

 

以弗所书的背景  

 

由于歌罗西书与以弗所书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因

此我个人认为保罗应该是在大体相同的时间范围内

写作了这两封书信，而且当时吕底亚流域的亚洲教会

也面临与歌罗西教会相似的处境。根据推测，建立歌

罗西教会的牧者以巴弗，可能把有关以弗所教会的早期情况带给狱中的保

罗。这些情况大部分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也有令人不安和烦恼的信息。作为

牧者的使徒保罗，立刻写了一封信作为回应。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歌罗西书。

然而不久，又传来消息，清楚地显明了歌罗西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

教会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由于这种更深切的关 ，保罗写作了以弗所书。

这种推测通过以下的一些事实得到佐证：很多早期的以弗所书手抄本遗漏了

“在以弗所”的字词；这封书信的总体特色，没有直接涉及任何特定的情境，

并且没有个人的问候等等（Keener 1993，541；Wood 1978，9-12）。故

此，了解歌罗西书的背景为阐释以弗所书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目标 5.1.3   

论述敦促保罗写

作歌罗西书和以

弗所书这两卷书

的相同原因。  

目标 5.1.2   

论述以弗所书对

于当时的罗马帝

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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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产生这种相似性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以弗所书的写作目的  

 

保罗写作以弗所书是为了纠正渗入吕底亚流域

教会中的错谬，阐明了重要的神学真理，帮助信徒们

平安度过这场信仰危机。与歌罗西书一致的是，他强

调了了耶稣基督的中心地位，指出每个信徒在基督里拥有难以置信的能力。

同时他阐明了教会的属灵本质与合一性，强调在信徒生活的每个领域活出与

基督的关系。他勉励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

他们所面对的一切攻击（6:10-17）。  

 

4 保罗为什么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呢？  

 

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  

 

基督的供应与基督徒的责任  

 

这个主题贯穿于整卷以弗所书，它决定了使徒书

信的架构以及保罗的逻辑推理模式。有时人们称之为

“陈述—祈使模式”，这是基于保罗写作使徒书信时所采用的两种动词语气。

“陈述语气”部分是从客观的角度描述现实或事实。在以弗所书以及其他的

保罗书信，这部分用于阐释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以及基督的所是和所成

给他的子民供应了什么。而“祈使语气”部分用于吩咐或劝勉神的子民。这

部分阐明因着基督的所成以及信徒在基督里的身份之故，信徒当尽的责任。

以弗所书的 1-3 章阐述了基督的供应以及基督徒在他里面的身份，4-6 章强

调了因着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所是以及在基督里的所有，我们基督徒当尽的责

任。  

 

目标 5.1.5   

列出并简要解释

以弗所的八个主

题。  

目标 5.1.4   

总结保罗写作以

弗所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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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是什么？  

6 “陈述—祈使模式”是什么意思？这种模式在以弗所书中是如何体现的？  

 

神的计划和旨意  

以弗所书描绘了一幅有关神整体计划的大图画，这个大图画就是拯救世

人并荣耀基督。神的子民，也就是教会，是神的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3-14，18-23；2:6-10）  

 

基督被高举的地位  

以弗所书以非常清晰的方式描绘了一位全能的基督。他的能力不可限

量，他的王权没有止境。基督已经得胜了一切仇敌，而且被神高举。所有灵

界的存在（天空执政的和掌权的），都已经被打败，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

他将带领宇宙万物（包括历史自己）进入终结。他是宇宙万物的元首，尤其

是基督的身体（即他的教会）的头。保罗将这些伟大真理的陈述与基督在十

字架上的受苦、受难和救赎的陈述形成鲜明的对比。  

 

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描述信徒 喜爱用的方式是“在基督里”，这个词语

（或同类词语）在以弗所书中出现过 34 次。保罗视基督徒的个人或整体已

经与基督密切地合一。这种属灵的身份有时指奥秘的联合——我们的救恩在

他里面；我们存在的目的根植在他里面；我们所成就的也围绕在他里面；我

们的相交在他里面进深；而且我们的未来也在他里面极其稳固。  

 

救恩的特征：已经成就——而非“尚未成就” 

以弗所书强调了救恩的特征是“已经成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探讨“尚

未成就”或将来的事（通常称作末世特征）就是错误的。“已经成就”的救

恩有时被称作“已经应验的末世特征”。在基督里的救恩以及它所带来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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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对于愿意接受它的人永远有功效，基督徒被描绘为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被高举（2:6），但是我们更加盼望将要在基督里应验的美好未来（1:3，

13-14，18-23；3:7-12，20-21）。  

 

在基督里犹太人与外邦人合而为一  

保罗声明基督已经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藉着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

即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2:16；3:6）。实际上，耶稣已经拆毁了任何

信仰的任何人之间一切“隔断的墙”，而且为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预备

了一个新的身份（2:12-18）。正是因着这个原因，保罗反复强调了教会的

包纳与合一。所有得救的人，无论他们的背景有任何文化或种族差异，都能

够在基督里平等地来到父神面前（2:1-3:14；4:1-6）。  

 

教会的本质  

以弗所书有大量的篇幅论述教会。在保罗的眼中，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有

生命力的、不断成长的基督身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或机构。有三幅

描述教会的肖像，每一幅都充满了深刻的寓意：  

1. 房屋或圣殿——神家里的人（2:19—22）。  

2. 不断成长的身体，与头相连（1:23；4:16；5:23）。  

3. 发自内心地顺服丈夫的新娘（5:25-32）。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地上代表基督，遵行他的命令。

教会里的每个肢体都有神所赐予的恩赐，各尽其职，好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健

康成长。教会里没有等级之分，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而且在教会里面没有

一个人是客人、外人或生人（1:2-23；2:1-22；4:1-16）。  

 

属灵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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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底亚流域的信徒生活在一个邪灵活动猖獗的文化氛围之中，黑暗势力

真实地存在着。在他们没有悔改信主之前，一直被这些黑暗权势捆绑、辖制

并压迫。亚底米女神崇拜在以弗所非常盛行。对邪灵的惧怕也困扰着信徒。

以弗所书比其他使徒书信更进一步地阐明了属灵争战方面的真理。撒但正在

攻击信徒和基督的教会。面对这种情形，保罗强调了 终的得胜以及基督的

超越性。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基督十架的得胜、信徒的合一，以及穿上并使

用属灵军装， 终的得胜必定是属于他们的（1:17-23；4:8-10；6:10-20）

（Barton 1995，xx-xxv;阿诺德 [Arnold]1993，246-248）。  

 

以弗所书大纲  

 

一  基督徒式的问安（1:1-2）  

二   基督徒的所是与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有（1:3-3:21）  

1. 为每样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而颂赞神（1:3-14）  

2. 因着这些属灵福气而引发使徒式祷告（1:15-23）  

3. 得救本乎恩——得救之前与得救之后（2:1-22）  

4. 基督的奥秘（3:1-13）  

5. 以使徒式祷告结束（3:14-19）  

6. 为基督的所是和所成而献上颂赞（3:20-21）  

三   神的期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地彰显基督（4:1-6:20）  

1. 在地方教会完全地彰显基督（4:1-16）  

2. 在基督徒的个人生活中完全地彰显基督（4:17-5:21）  

3. 在我们的家庭中完全地彰显基督（5:21-6:9）  

4. 后告诫基督徒要进入属灵的争战（6:10-20）  

四   后的话和祝福祷告（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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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颂赞神  

（1:1-14）  

 

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想得到更多新

奇的东西。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甚至有一些他们

买来后还从未打开过包装。这种 度使人即使身处富足

之中仍感觉不满足，是一种贫穷的心 。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有时也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不停地追求更深更高

的属灵经历，却轻视或低估了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在

于不认识基督的丰盛，产生属灵的骄傲，因此容易被错谬的教导所迷惑。这

就是以弗所城附近吕底亚流域的教会所发生的情形。  

 

保罗对于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他兴奋地说道：“愿颂赞归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1:3）

在这里保罗使用了“berakhah”，这个词是犹太人在会堂里敬拜时赞美神所

用的诗歌形式（Bruce 1984，253）。保罗在这里的承诺，与他在腓立比书

4:19 所指的是同一个来源，就是“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基督徒生命中所有的丰盛祝福，都是藉着基

督从神无穷无尽的宝库中倾倒出来的。  

 

接下来保罗列举了六样属灵福气，它们代表在基督里神无限丰富的宝

藏。保罗在列举每一样属灵福气的时候，都遵循一种相似的模式：先陈明在

基督里的这样福气，然后指出这样福气如何赐予信徒， 后揭示神赐予这个

福气的目的。  

 

7 当保罗叙述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每样属灵福气时，采用了什么模式？  

 

 

课程 5.2 
 

目标 5.2.1   

解释基督徒是如

何被引诱离开基

督的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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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我们是被拣选的子民（1:4）  

 

 许多外邦信徒也蒙神祝福，被神拣选，就像神

拣选以色列民一样。实际上，保罗用于描述以

弗所的基督徒被拣选所用的希腊词语“拣选”，

与希腊文旧约圣经七十士译本中描述以色列被

神拣选所用的“拣选”，是同一个词语（Wood 1978，24）。 

 信徒被拣选的方法是在基督里。 

 他们被拣选的目的是，在他们的每日生活中能够而且应该彰显神的品

格，也就是说，他们要无可责备。 

 

8 保罗在描述以弗所的基督徒时使用了“拣选”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经历过在团队中是 后一个被选上的人吗？那么你就能深切地体会

到被弃绝的痛苦。但是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你归他自己！感谢赞美神！  

 

在基督里我们有作为神的儿女所有的权

利（1:5-6）  

 

 这个福气是神在万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就

是要收纳一大批外邦人成为他的儿女。收纳成

为儿女（即“收养”）在古时具有比现在我们

所认为的更丰富的涵义。奴隶可以被收养。收

养指的是一个法律程序，藉着这个法律程序，

某人可以将另外一个人带入自己的家中，给予那个人与自己的亲生

儿女同样的地位和特权。“收养”字面的意思是“看作儿子”（罗

马书 8:15-17，23；加拉太书 4:1-7）。（Reese 1979，53）  

 保罗说基督徒被收纳进入神的家中，是藉着耶稣基督。  

 
目标 5.2.3   

比较我们现在所

理解的“收养”

与古希腊罗马帝

国 时 代 的 “ 收

养”，含义有什

么不同。  

 
目标 5.2.2   

解释保罗针对以

弗所信徒使用

“拣选”这个词

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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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目的就是使信徒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每一位被收纳进入神家中的成员，都能给神带来极大的喜乐。  

 

9 从哪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信徒都被神收纳作为他的儿女呢？  

 

每个孩子都有一定的特权，但是聪明的父母知道何时才能让儿女继承产

业。神已经在爱中承诺赐给我们产业，我们已经被神预定要在耶稣基督里承

受产业。实际上，现在我们就已经享受属灵产业带给我们的很多益处了（罗

马书 8:15-17，23；加拉太书 4:1-7）。  

 

在基督里我们被救赎和饶恕（1:7-8）  

 

 这个福气与为奴隶或囚犯付出赎金使他们得自

由有关。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之前，是罪和

己的奴隶。让我们得自由的赎金极其昂贵，因

为这个赎金就是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彼得前书 1:18-19）。饶恕是救赎的产物。希

腊原文中第 7 节的语法结构显明救赎和饶恕这两个词是同位语（即

将一个词放在另一个词旁边，以便对第一个词做出更深入的解释），

这两个词是并列结构。由此可见，我们得到饶恕是神在基督里救赎

我们的结果（Salmond 1990，254）。  

 正如其他属灵福气一样，这些祝福都在基督里。赎金已经付清了，

这个赎金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爱有多么大，那么他所定赎金

的价码就有多么大（罗马书 5:7-8，20；约翰福音 1:16）。  

 第 8 节中“用诸般智慧聪明”表明神并不是不加选择地供应他的恩

典。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将自己丰盛的恩典有智慧地进行投资。 

 

 
目标 5.2.4   

解 释 以 弗 所 书

1:7 中的“救赎”

和“赦免”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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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做奴隶是怎么回事——受捆绑没有任何权利、

没有身份、被迫干苦工、被人残忍的对待并且没有盼望。然而罪和撒但却让

无数的人也成为奴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耶稣救赎、释放并饶恕了我们，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这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啊！  

 

10 在你得到基督里的自由之前，曾经被什么所捆绑？  

 

在基督里我们得着智慧，  

知道神永恒的计划（1:9-10）  

 

 基督徒所领受的其中一样福气是能够知道神

启示的“旨意的奥秘”——他关乎永恒、关乎

他的子民的计划。  

 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启示出他的计划。  

 神 终的目的是使万有在基督里合一。在保罗的时代，有神秘宗教

的信徒苦苦地寻找宇宙的统一律。保罗宣称，万有都是藉着耶稣被

联合起来。即使一个刚刚得救的基督徒也能来到他的面前。当万物

终结的时候，万膝要向基督跪拜（罗马书 8:18-21；哥林多前书

15:24-28；腓立比书 2:6-11；歌罗西书 1:15-20）。（Wood 1978，

26）  

 

有太多的人就像迷宫中的老鼠在苦苦挣扎，他们费时、费力、挖空心思，

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但是他们奋斗的结果归于虚空。神差遣他的儿子，重

新恢复人生活的意义——就是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他的子民之间建立

美好的关系。耶稣将生命的意义赐给人类，他是全人类生命意义的答案。  

 

 

 

 
目标 5.2.5   

解 释 以 弗 所 书

1:9-10“旨意的

奥秘”是什么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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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我们都被包含在神的计划里面

（1:11-13）  

 

 犹太信徒（第 12 节“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

望的人”）与外邦信徒（第 13 节“你们既听见

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都被包含在基督里。犹太人

与外邦人在基督里同被“拣选”，一同按着神的旨意被“预定”得儿

子的名分，所有“隔断的墙”被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

一体。  

 这样福气是神在基督里将他的计划施行出来。  

 神的计划就是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为一体，成为基督的身体，来称颂

赞美他（参 1:6，12，14）。这是他们被造的原因，也是他们存在的

理由（彼得前书 2:9-10）。  

 

11 关于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计划，保罗是怎样说的？  

 

一幅漂亮的挂毯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它是聪明的工匠把各种颜色的丝

线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一起，成为一幅美丽的图案。神，这位 有智慧的工匠，

把他所救赎的各种人的生命编织成一幅精妙绝伦的挂毯。当他完工的时候，

所有被救赎的人，就是历世历代、各种民族、各种文化背景的男女老少，将

要在这幅荣耀的图案中成为一体！即使现在，他这幅荣耀的作品已经展现出

它的美丽，就是透过基督的新娘——他的教会，彰显了他的荣耀。  

 

 

 

 

 

 
目标 5.2.6   

解释在基督里神

对犹太人和外邦

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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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我们都受了圣灵的印记（1:13-14） 

 

 在基督里所有信徒都受了圣灵的印记。古代的

时候，在文件上盖一个官印以证实文件的真实

性。在有待运输的货物上面也盖一个印记，表

明货物的主人是谁，保证货物平安抵达目的地（Wood1978，27）。 

 这个福气是藉着神应许赐下圣灵而得到的。圣灵为我们作见证，赐给

我们内在的确据，就是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他赐给我们印记，这个

印记就是定金（保证金或中文圣经译作的“质”），保证我们将来必

要得到在基督里属于我们的全部产业（罗马书 8:15-17）。  

 保罗又一次发出慨叹，“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参 6，12，14 节）。

神赐给我们丰盛属灵福气的 终目的，就是要我们用生命、用嘴唇来

颂赞他。  

 

12 保罗在以弗所书 1:13-14 所说的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意思？  

 

在某些方面，圣灵的印记就像盖在待寄包裹上的戳记。这个戳记表明邮

资已付——这个邮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将我们分别出来，在我们

的生命中盖了他的印记，就像天堂的标签一样，表明我们属于神。我们的天

父藉着他的代表，就是圣灵，精心地看顾并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安全地抵达

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天家，“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腓立比书 1:6；歌罗

西书 1:21-23；犹大书 24-25）。  

 

当保罗思想神在基督里赐下如此丰盛的福气时，情不自禁地从心中涌出

感恩和赞美。虽然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六样属灵福气并没有完全囊括在基督里

所有的福气，但是它们代表了神赐给我们的很多祝福。实际上，神已经赐给

他的子民在基督里所需要的每一个祝福（约翰福音 1:16；彼得后书 1:3）。

请仔细思想这些奇妙的福气吧！用金钱买不来，靠人的努力也得不到，这些

 
目标 5.2.7   

解释“受了所应

许的圣灵为印

记”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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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气是白白赐给每个在基督里的信徒。得到这些福气的关键或者秘诀就是认

识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 2:3） 

 

使徒保罗的祷告（1:15-23）  

 

如果我遇到危机，我会请一些人为我祷告。他们

有属灵的热忱和能力。经过多年的考验，证明他们的

确常常与神相交，他们有信心，有美好的品格，你愿

意谁为你祷告呢？  

 

使徒保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他写给以弗所

信徒的书信有可能被以弗所附近的教会所传看，但是在这封书信的开始，我

们就瞥见使徒的心肠。有关这些教会的品质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传到了保

罗的耳中。当保罗初次从以巴弗那里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正在监狱中（歌

罗西书 1:7），然后，又有一些人强化了他初次所听到的消息。  

 

使徒保罗所听到的消息，有些是令人欢欣鼓舞并向神感恩的，他们信靠

基督的心得到坚固，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以及对各处神的子民的爱心使保罗感

到欣慰（1:15）。但是也有令保罗担忧的消息，就是贬低基督至高性的危险

教义，对特别属灵经历的不良关注，强调行为的律法主义倾向，还有属灵的

骄傲等等。这些重担压在保罗的心上，使他深深为之担忧。这些负担驱使保

罗屈膝在神面前，为这些信徒献上不住的代祷，祷告以后（甚至在祷告之中），

保罗写了这封书信。  

 

13 当属灵领袖遇到教会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应当首先做什么？  

 

有些属灵领袖遇到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与保罗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

立刻气冲冲地发出信件，或者冲动地说出一大堆不造就人的话，把心中的怒

 

课程 5.3 
 

目标 5.3.1  

阐明祷告对于解

决教会问题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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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发泄出来。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安全的方式

就是首先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放在祷告中，然后再面对这些问题。祷告给我

们机会认清问题背后的实质，获得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听到神的声音。在我

们对问题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胸有成竹，有得胜的确据，这是每一个属灵领

袖必须学习的重要功课。  

 

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以及周围的教会祷告的是什么

呢？第 17 节是他祷告的总结。第 18 至 23 节列出他代

祷的特定事项。他的祷告就是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产生

属灵的洞见，使他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神在基督里的工

作。在保罗的祷告中提到三位一体的神。首先，他按照

犹太人的习惯来到父神面前，称颂他的名。然后特别提

到他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并且强调了圣灵在对圣徒的启示中所担当

的角色。  

 

在英文圣经中，虽然有些译者将“灵”译作“ 度”或“能力”，但是

根据上下文的语境，这个词只能译作“圣灵”。因为在这里讲述的是有关“启

示”方面的真理。而且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词语来自于以赛亚书 11:2，表明保

罗所指的是圣灵（Fee 1994，674-679）。保罗所祷告的就是圣灵在信徒的

生命中产生属灵的洞察力，使他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神在基督里的工作。保

罗用他 喜爱使用的词语之一“epignosis”，意思是“知识，强调这种深

入的、个人化的、圣灵启示的知识（Fee 1994，674）。保罗知道，当基督

徒面对挑战时，他 大的需要是毫不疑惑地知道他们在基督里，并且知道父

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一切，同样这也是今天信徒的 大需要，这种知识将帮

助基督徒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在第 18-23 节，保罗继续祷告，阐明需要信徒明白的三件事情，这三件

事情将徒保罗心中的热忱表达出来。  

 
目标 5.3.2  

总结保罗在以弗

所书 1:15-23 的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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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需要认识他们的盼望（1:18）  

 

我们对于神将赐给那些他所呼召的人有多么灿烂

和辉煌的未来还所知甚少。在以弗所书以及其他经文中

所说的盼望，与人们常说的希望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常

常听到这样的话说：“我真希望那件事情发生或实现”，

但是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供应和信实上面。在保罗的书信中，盼望通常

是神的子民经历痛苦和磨难时，圣灵在他们心中所做的工作（Dunn 1998， 

357、437-438）。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 64:4，写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

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

2:9-10）。我们都需要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好使我们能参透在基

督里的奇妙救恩。  

 

14 保罗祈求神为以弗所的信徒成就什么呢？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经常带我到山区做徒步旅行。他深情的声音

还时常回荡在我的耳边：“儿子，到这里来，看看这是什么！”那时我就跑

到他所站立的悬崖上面，眺望山峦中那美丽得令人窒息的景色：湖泊、瀑布、

野生生物，还有翠绿的树叶……等等。但是我的经历与使徒约翰相比，就相

形见绌了，他听到天父的召唤：“你上到这里来！”，然后他看见了神的宝

库以及天堂的荣耀（参启示录 4:1），是圣灵将未来的盼望又真又活地刻画

在我们的心里。  

 

基督徒需要意识到他们有荣耀的产业（1:18）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投资这么多，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为我

们所赢得的超过我们这有限的头脑所能理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第二次

使用“丰富”。在这封书信中，保罗总共四次使用了“丰富”（1:7；2:4，

 
目标 5.3.3  

说明保罗祈求神

为以弗所的信徒

成就的三件事

情。  



 132

7；3:8）。在罗马书中，保罗以这种方式表达同样的意思：“神既不爱惜自

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8:32）。神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赐给信徒了。  

 

当我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一个极大无比的天堂宝库，里面

充满着神“荣耀的丰富”（腓立比书 4:19）——我们过一个圣洁得胜的基督

徒生活所需要的每样东西，在这个宝库中应有尽有！我们的天父，一件又一

件地拿起这些宝物，展示给我们看，并且说：“看哪，我的孩子们！在基督

里这些都是你们的！”天父千真万确地“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

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得后书 1:3）  

 

基督徒需要经历并使用神的大能（1:19-23）  

 

后，保罗为这些信徒祷告，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何等浩大。他用“何

等浩大”（希腊原文：huper-ballon）这个词语来描述神的能力。在所有新

约经文中，只有保罗使用了这个希腊词语。它是一个复合词，“ballon”意

思是“投掷”。“huper”是介词，用于修饰“ballon”，说明它的特征，

意思是“超过或远于”（Wood 1978，30）。也许借助于一幅形象的画面能

够阐明这个概念。请想象一下，有一位世界上 伟大的体育健将，有一个球

递到他的手中，让他尽 大努力把球扔到 远，这就叫作“ballon”（投掷）。

但是，如果将这个球放在全能神的手中，让他来投掷的话，那么这就叫做

“huper-ballon”（超越极限的投掷，中文圣经译作“何等浩大”）。这种

能力远远超过人有限的头脑所能理解，是一种完全超越人的天然能力的能

力。而且是人的天然能力无法与之相比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赐给我们这些

相信基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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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就像一位博学的词汇大师或语言专家。为了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这

种能力，使神的真理不至被人类有限的语言所局限，在圣灵的引导下，保罗

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四个不同表示“能力”的希腊词语（dunamis，energeia， 

kratos 和 ischus），从各个层面描述这种能力是“何等浩大”。戈登·菲伊

[Gordon Fee]评论说：“在保罗书信中没有另外一处像这里一样，特别地着

重有关能力方面的术语。”（Fee1994，678）  

 

保罗说，就是这种“何等浩大”的能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他升天

并且坐在天父的右边，这种能力使耶稣基督掌管万有并且维持万有（歌罗西

书 1:15-18），这是一种不可测度的能力！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能力！而这

种能力赐给 谦卑的基督徒，使他们能够过圣洁得胜的生活！  

 

基督徒仅仅在头脑里知道他们将来的盼望以及他们在天上所拥有的产

业，或者关于神的能力的神学知识，都是不够的。保罗祷告的是我们要能够

亲身的经历和认识神。仅仅了解这些知识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亲自与基督

建立个人的关系，只有在基督里才有这些全备的宝藏。你是否一天比一天更

加地认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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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测  试  

单项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圈起来：  

1、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呢？  

a) 基督的至高性。  

b) 信徒的祭司职分。  

c) 基督的人性。  

d) 神全备的供应，使基督徒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  

 

2、以弗所书的哪节经文阐述了它的中心主题呢？  

a) 1:3 

b) 1:6 

c) 2:1 

d) 3:6 

 

3、以弗所城是以下哪个罗马行省的首要城市？  

a) 亚细亚。  

b) 亚该亚。  

c) 马其顿。  

d) 庇推尼。  

 

4、以弗所城有一座著名的外邦神庙，是献给罗马女神的，女神的名称是    。 

a) 阿弗洛蒂特。  

b) 亚底米。  

c) 雅典娜。  

d) 狄美特。  

 

5、在以弗所书中保罗使用哪两种动词语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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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格和陈述。  

b) 祈愿和祈使。  

c) 主格和祈使。  

d) 陈述和祈使。  

 

6、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1 章列出六样属灵的福气，以下的哪两样福气包含在

里面？  

a) 在基督里，信徒被称义，受了圣灵的印记。  

b) 在基督里，信徒被拣选，并且靠着圣灵的大能被洁净。  

c) 在基督里，信徒被拣选，受了圣灵的印记。  

d) 在基督里，信徒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被恩膏来服事。  

 

7、保罗使用的希腊文“收养”的字面意思是           。  

a) 成为一。  

b) 看作儿子。  

c) 接受。  

d) 被拣选。  

 

8、在以弗所书第 1 章，保罗所说的受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意思呢？  

a) 信徒被恩膏参与服事。  

b) 圣灵是定金，保证将来要赐给我们的一切。  

c) 信徒领受了被神喜悦的戳记。  

d) 信徒已经成圣，并且分别出来服事神。  

 

9、在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中，根据上下文，词语“灵”指的是     。  

a) 度  

b) 能力  

c)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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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启示  

 

10、希腊词语“huper-ballon”的意思是          。  

a) 极度被高举  

b) 何等浩大  

c) 崇高  

d) 分别为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