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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 
（改编自 The Preacher’s Outline and Sermon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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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呼召 
（以弗所书 1:1-2） 

 

简介 
一、 以弗所这座城市 

以弗所在早期是小亚细亚岸边的一个最重要城市之一。它也是那个

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以弗所也以自然的海港和内陆肥沃的土

地闻名。 
         也正因以弗所

有天然口岸，它很

快就变成一个成功

的商业城市。然而

在第一世纪中叶，

这港口因为泥沙淤

塞，使得它很难被

使用，这城市的贸

易也就走下坡了。 
         说到以弗所，

人们也会记得那里

的戴安娜（亚底

米）神庙。那个宗教是

由一群女祭司主持；对戴安娜的崇拜以种种骇人的不道德仪式和交

易为标志。戴安娜邪教也促进了一个蓬勃的制造偶像的工业。从事

这份工业的人也就组成了相应的同业公会（使徒行传 19:24）。 
         以弗所海港的日久失修与戴安娜邪教的种种不道德行径导致以

弗所的没落。以弗所这个城市，正被罪这个癌细胞慢慢侵蚀。以弗

所的疾病是致命的。以弗所的“灯台”将被挪去，照亮以弗所的灯

火也将不复存在（参见启示录 2:1-7，特别是启示录 2:5）。 
 
二、 在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教会以小型教会开始。当保罗来到以弗所时，他在城市里找

到了 12 名信徒（使徒行传 19:7）。保罗在以弗所居住了三个月，但

是那里的犹太人心硬，不肯相信福音。他们甚至强烈反对福音的传

讲，保罗也就这样不得不把教会迁移到哲学家推喇奴的学房里。这

时，教会成了福音的中心，“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使徒行传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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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藉着保罗在以弗所城和教会行了一些奇妙的神迹。藉着这

些神迹，保罗把福音有效地传给了以弗所的人民。保罗传讲，上帝

行神迹，多人相信，教会也就迅速增长。以弗所信徒信心的真实，

促使了他们公开焚烧所有与戴安娜邪教有关的宗教器具。 
 
上帝的呼召 （以弗所书 1:1） 
 
 保罗蒙呼召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再没有什么比被拣选来服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大的福分。 
 
信徒们要追随上帝的旨意（马可福音 12:50; 罗马书 12:2; 
以弗所书 6:6; 雅各书 4:15; 约翰一书 2:17; 诗篇 40:8）。 

 
 
 保罗蒙呼召成为使徒。 

“使徒”[希腊文: apostolos] 的意思是指被差遣去执行一样特别任务

的人。保罗的使命就是向这世界传扬救恩的荣耀福音。 
 
你愿意成为传扬基督福音的使者吗？（约翰福音 15:16; 
使徒行传 26:16; 哥林多后书 5:18-21; 提摩太前书 1:12）。 
 

 
 保罗的生命中只有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我们亲自认识祂，并得到救

恩。这个福音深深虏获了保罗的心，让他将生命降服于基督。 
 

让我们全然降服于主基督（马太福音 16:24; 马可福音 
10:28; 路加福音 14:33; 18:29-30; 罗马书 6:13; 12:1-2; 哥林

多前书 6:19-20; 腓立比书 3:7-8; 箴言 23:26）。 
 

 
上帝的教会 （以弗所书 1:2） 
 
 上帝呼召信徒做圣徒。 

“圣徒”[希腊文: hagiois] 带有被分别为圣或分别开来，奉献给主、

神圣、圣洁的意思 。 
 
信徒是圣徒，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一颗新心（以弗所书

4:24; 歌罗西书 3:10; 哥林多后书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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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是圣徒，因为我们从这世界被分别开来，过圣洁的生

活（罗马书 12:1-2; 彼得前书 1:14-15）。 
 

 
 

 上帝呼召信徒要忠心。 
“忠心”[希腊文: pistois] 是指一个人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信徒必须忠心（约翰福音 3:14-16, 36; 5:24; 11:25; 12:46; 
20:31; 罗马书 10:9）。  

 
 

 上帝呼召信徒是本乎祂的恩典。 
“恩惠”或“恩典”[希腊文: charis] 是指上帝所赐的所有福分和赏

赐。 
 
上帝赐给信徒属灵上的恩典（以弗所书 1:7; 2:7; 腓立比书 
4:19; 提摩太前书 1:14）。 

 
 
恩典也是指上帝所赐给所有不配的罪人的福分。  
 

 
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 2:8-9; 提多书 3:4-
5; 罗马书 3:24; 以弗所书 2:4-5; 提多书 2:11-14)。 
 

 
 
恩典是罪人可以得救的唯一方法（罗马书 5:15; 哥林多前

书 1:4; 哥林多后书 8:9; 提多书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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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赐福（一） 
（以弗所书 1:3-4） 

 
上帝的赐福 （以弗所书 1:3） 
上帝配得所有颂赞，因为祂赐予祂的子民各样属灵上的福气。 
 上帝的赐福是属灵上的，是远超于物质上的。  
 上帝的赐福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 
 上帝的赐福，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当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

督，他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信靠上帝的独生爱

子，也因为这样，凡信主的，上帝也把基督的义归算做他的义：他

也就能承受，并配得从天而来的福分。 
 
 

被拣选的福分 （以弗所书 1:4） 
上帝拣选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在世界还未创立之前，上

帝已经拣选了属于祂自己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是 
 “在基督里”，也就是在祂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里； 
 “圣洁，无有瑕疵”； 
 “在祂面前”，在主的爱里（第 5 节）得着生命，直到永永远远。 
 
一、 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 

“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开来，奉献给上帝。它和以弗所书 1:1 的“圣

徒“是同一个词。 
 
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哥林多后书 7:1; 以弗所书 4:24; 希
伯来书 12:14; 彼得前书 1:15-16;  3:11）。 
 

 
二、 上帝拣选我们，要我们无有瑕疵。 

“无有瑕疵”的意思是完全脱离罪，令人无可指摘；没有污点，没

有过犯或任何污点。 
 
我们要如何才能成为无有瑕疵？（腓立比书 2:15; 歌罗西

书 1:21-22; 帖撒罗尼迦前书 3:13; 5:23; 彼得后书 3:14） 
 
注意：没有信徒能过完全无罪的生活。基督徒的成为完全是藉着基督，也

唯有在基督里。我们要和上帝永远同在，唯一方式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真

实地相信。这样因为我们的信心，上帝就把基督的义归算为我们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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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赐福（二） 
（以弗所书 1:5-7） 

 

得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 1:5-6） 
上帝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想想我们是罪人的本性，这的确是我们最大

的福分！ 
 
 
一、  信徒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预定的。 

“预定”这个词在英文圣经中虽有几种翻译，可是中文圣经都把它

翻译作“预定”（使徒行传 4:28；哥林多前书 2:7）。  
 

预定论并不意味着上帝没有真正让我们有选择相信福音的

机会（约翰福音 3:16; 罗马书 10:13; 提摩太前书 2:3-4; 彼
得后书 3:9; 约翰一书 2:2）。 

 
预定论意味着没有人或事能阻挡上帝在一个信徒生命中的旨意。一

个信徒可能在罪和这世界的羞耻里挣扎；他也可能失脚跌倒，可是

在基督里，他“不可能完全从恩典中堕落，也不可能以堕落为最终

的结局”（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17.1）。 
 

 
信徒能在这有福的确据中休息（以弗所书 1:4-5; 3:11-12; 
腓立比书 1:6)。 

 
 
二、 信徒得儿子的名分是唯独藉着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是指 “当作自己的孩子”。上帝接受我们为祂的

孩子，因为我们信靠祂的爱子耶稣基督（罗马书 8:29-30）。 上帝在

祂爱子里赐给我们祂的恩典 （以弗所书 1:6）。 
 
 
三、 信徒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美意和为着祂的荣耀。 

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这完全是上帝的主权。  
 

 
所以信徒不能自夸（申命记 7:6-8; 罗马书 9: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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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蒙救赎的福分（以弗所书 1:7） 
“得蒙救赎”所表达的是“释放”的概念，或者是说，因为赎金已经被偿

还了，所以一个人就得到了自由。罪人是没有能力救赎自己的。 
 
一、 被奴役捆绑的原因 

罪人被以下所奴役： 
 
 
罪（罗马书 3:23; 7:14） 

 
 

 
来自世界的败坏与死亡（罗马书 8:21; 哥林多前书 15:42; 
加拉太书 6:8; 彼得后书 1:4; 彼得后书 2:12, 19） 
 

 
 
 撒但（哥林多后书 4:4; 以弗所书 2:2; 约翰一书 5:19） 
 

 
 
二、   被释放的方法 

罪人必须从罪的权柄和工价中被释放出来，可是我们无法救赎自己。

唯有上帝能够拯救罪人。 
 
 

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利未记 17:11; 马太

福音 20:28; 罗马书 3:24; 哥林多前书 6:20; 7:23; 歌罗西书 
1:14; 提摩太前书 2:5-6; 希伯来书 9:15; 彼得前书 1:18; 彼

得后书 2:1; 启示录 5:9;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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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赐福（三） 
（以弗所书 1:8-10） 

 
 

上帝的智慧 （以弗所书 1:8） 
当我们从罪中被拯救出来时，上帝也赐给我们祂的智慧。 
 
一、 智慧 

“智慧”的意思是看见、认识并活出真理。智慧让我们看见生命的

问题、知道答案，并应用在人生中。 
 

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找到上帝的智慧（罗马书

11:33; 哥林多前书 1:24, 30; 2:9-16; 以弗所书 1:8; 腓立比书 
2:5; Col. 2:3; 雅各书 1:5）。 

 
 
二、 聪明 

“聪明”的意思是了解事态，并有眼光和能力解决每天生活中的问

题。聪明是对事物有实在和实际的了解。  
 

聪明是心意更新，能用圣经的角度思想问题（以弗所书 
1:17-18; 歌罗西书 1:9; 2:2; 提摩太后书 2:7; 约翰一书 5:20; 
箴言 2:6; 8:14）。 

 
 

有认识上帝旨意的福分（以弗所书 1:9-10） 
上帝已让我们知道了祂旨意的奥秘。“奥秘”在圣经中不是指被隐藏起来，

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真相。圣经中的“奥秘”指的是，只有上帝启示，我们

才能明白的真理。 
 
一、 上帝对这世界的旨意  

对于这世界，上帝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和计划，那就是“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 1:10）。这也意

味着我们现在还没有和上帝合一，而导致这个分离的原因就是罪。 
 
二、 上帝给这世界的时间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以弗所书 1:10）告诉了我们未来会有合一；

当天下万物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归于平安，那将是历史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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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用“安排”[希腊文: oikonomia] 这个词其实是与“整顿家里”有

关。 
 

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里，上帝启示了祂的美意，最终导致

世人的救赎 （加拉太书 4:4-6; 以弗所书 1:4; 3:9-11; 腓立比

书 2:9-11）。 
 
 
三、   上帝救赎世人的方法 
 

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安排的，新造之物和新天地秩序的头。 
 

基督是教会和新造之物的头（以弗所书 1:22-23; 4:15; 5:23; 
歌罗西书 1:18; 2:19）。上帝也藉着基督与我们和好（哥

林多后书 5:19）。 
 

 
教会也是上帝让我们与祂和好的管道。教会的使命就是向

世界传扬基督和福音（哥林多后书 5:19-21; 以弗所书 4: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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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赐福（四） 
（以弗所书 1:11-14） 

 

上帝所赐的基业 （以弗所书 1:11-12） 
上帝已赐给我们基业；我们也是上帝自己的产业。 
 
一、 预定 

上帝按着自己的美意使万事互相效力。上帝的旨意是完美完全的。 
 

二、 应许  
“…（我们）可以得… ”（以弗所书 1:12）。 上帝救赎信徒，让他

们成为属于祂的产业。 
 

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都是上帝宝贵的产业（申命记 
9:29; 32:9; 出埃及记 19:5; 诗篇 135:4; 玛拉基书 3:17; 彼得

前书 2:9）。 
 

三、 目的 
上帝使我们成为祂的产业是为了让我们的存在彰显歌颂祂的荣耀。 
 

上帝永恒恩典和大爱的荣耀，藉着祂的爱子耶稣基督向世

人显明（希伯来书 13:14-15; 彼得前书 2:9）。 
 

 
上帝的爱将被彰显，被救赎的人将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

“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 并以祂为乐，直到永

远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题）。 
 

 
我们所得的基业（以弗所书 1:13） 
保罗说明要得到上帝的基业，我们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 听到上帝的话语 

一个人要听到上帝的话才能认识真理，明白荣耀的救赎福音。 
 
没有听见福音，就没有罪人得救（罗马书 10:17; 彼得前

书 1:23）。 
 



 12

 
二、 信靠上帝的独生爱子  

基督就是上帝的生命之道。凡要得救者都得相信主耶稣基督。 
 

 
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没有罪人能得救。（约翰福音 
5:24; 罗马书 10:9-10）。 
 

 
 
圣灵印记为凭据（以弗所书 1:14） 
上帝赐我们圣灵为印记。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到上帝产业的印记。

“得基业的凭据”是指我们得到基业的确据。 
 
 

要知道我们被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救赎（罗马书

8:16; 哥林多后书 1:22; 加拉太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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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见证与对上帝的认识  
（以弗所书 1:15-18） 

 

以弗所教会的见证（以弗所书 1:15-16） 
 
一、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 

一个基督徒信靠上帝的见证是与他对上帝的认识息息相关的。 
 保罗听到了以弗所教会对上帝的爱的信心。 
 保罗听到了以弗所教会对上帝子民的关爱。 

 
 

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具体表现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 – 关于上

帝的爱和基督救赎恩典的信息。 
 

 
我们对圣徒的爱具体表现在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拉

太书 6:10）。 
 

 
二、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愿望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停滞不前的。信主的人要在属灵上不断地成

长。听到了以弗所教会信徒信心的见证和他们的爱，保罗对他们的

愿望和祷告是他们会继续在上帝的知识上长进。 
 
 

对上帝的认识（以弗所书 1:17-18） 
每个信徒都必须在上帝的知识和恩典中成长。 
 
一、 谁是上帝？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所敬拜

和祷告的上帝。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荣耀的天父。 
 

二、 我们要如何认识上帝？ 
信徒要在上帝的知识上长进，有三件事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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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在上帝的知识上长进，信徒必须有智慧的灵。  
智慧不只是知识。要最好了解什么是智慧，我们可用“什么”

和“怎么”两个词来解释。智慧是指知道一件事物是什么，它

背后的意义，和我们所能做的事；它更是了解怎么应用或回应

一件事物。 
 

要在上帝的知识上长进，我们要渴慕上帝的智慧

（马太福音 7:24; 歌罗西书 2:3; 提摩太后书 3:15; 雅
各书 1:5; 3:17）。 

 

2. 要在上帝的知识上长进，信徒必须有启示的灵。 
“启示”的意思就是“揭示”或“让一件事物显现”。我们对

上帝的认识完全是靠着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圣灵将上帝启

示给我们（约翰福音 14:26; 约翰福音 16:12-15）。  
 

 
我们要寻求上帝，让祂将祂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这

需要我们努力研读上帝的话。 
 

 
世界上的哲学思想告诉我们要寻找并认识自己。上

帝的话则告诉我们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祂

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 17:3）。 
 
 

3. 要在上帝的知识上长进, 信徒心中的眼睛要被照明。  
在中文圣经中，我们读到“心中的眼睛”。这意味着一个人的

心必须向上帝敞开，这样他才能看见并明白上帝的真理。 
 

一颗甘心受教的心是信徒和圣灵工作的结果。圣灵

开启寻求上帝的人的心。 （使徒行传 16:14; 诗篇 
18:28; 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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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识上帝的结果是什么? 

1. 凡认识上帝的信徒，他也认识上帝呼召的盼望。 
信徒的盼望是有一天我们都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公义完

全，能够活在上帝面前，敬拜并事奉祂一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但在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

那一天，我们将转变得完全。你是不是在寻求着，

并在这个盼望中活着？（马太福音 13:41; 罗马书 
8:16-17, 29-30; 腓立比书 3:20-21; 歌罗西书 3:4; 约翰一书 3:2）。 

 

2. 凡认识上帝的信徒，他也知道上帝的基业。 
上帝应许信徒们祂的基业。我们也是上帝的产业。当我们来认

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到我们是谁—以及上帝赐予我们的

荣耀位置和角色。 
 
上帝为我们在天上存留基业，我们也靠着上帝的大

能得以享受这基业（彼得前书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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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大能 
 （以弗所书 1:19-23） 

 
上帝的能力是浩大的，而且祂的大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也就是说上

帝把祂的能力赐给信靠祂的人。 
 
基督的复活彰显上帝的大能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了上帝有能力赐人新生命，让他有能力在上

帝面前过新生命（使徒行传 2:23-24; 3:14-15; 10:39-41; 罗马书 1:4）。上帝

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知道三个重要的真理：  
 
一、 胜过罪和死亡 

基督的复活彰显了上帝有战胜生命中所有困难和试探的权柄。 
 
罪不能再辖制信徒（罗马书 6:14; 哥林多前书 10:13; 哥林

多后书 12:9）。 
 
 
二、 基督里的新生命  

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信徒们能拥有新生命，与主同行。 
 

你在基督里是不是新造的人？拥有主里的新生命，你有没

有与主同行？（罗马书 6:4; 以弗所书 4:24; 歌罗西书 2:6; 
3:10; 约翰一书 2:6）。 

 
 
三、 复活的盼望 

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一样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 
 
因祂活着，我们也得以活着（约翰福音 5:28-29; 使徒行传 
24:15; 哥林多后书 4:14;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8)。 
 

 
基督的得荣耀彰显上帝的大能 
信徒们也将和基督一样得荣耀。基督的得荣耀“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马可福音 16:19; 路加福音 22:69; 使徒

行传 5: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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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耶稣基督的得荣耀 – 祂将掌权作王 
上帝给了耶稣基督执掌天下万物的权柄，使祂在万有之上掌权作王。 
 

在基督里，我们也将同样得荣耀。（约翰福音 14:2-3; 使
徒行传 7:55-56; 腓立比书 3:20-21; 歌罗西书 3:4; 启示录

22:14）。 
 
 

二、 主耶稣基督的得荣耀– 我们将与祂一同作王 
基督的得荣耀，就是祂成为万有之首，掌权作王。我们在基督里的

得荣耀也意味着我们和主一同作王。 
 

在基督里，我们与祂一同作王（马太福音 25:23,34; 路加福

音 19:17; 哥林多前书 6:2-3; 希伯来书 6:5; 雅各书 2:5; 启示

录 5:10; 20:4; 22:5）。 
 
 

三、 主耶稣基督的得荣耀 – 祂是教会之首 
教会也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祂的身体。头离不开

身体，身体离不开头，两者缺一不可。 
 
 

上帝有能力使身体操作，被基督所使用（使徒行传 1:8; 罗
马书 12:5; 哥林多前书 12:27-28; 以弗所书 4:11-12; 歌罗西

书 1:24; 2:19; 提摩太后书 1:7）。 
 
 

教会是上帝在这世上成就旨意的器皿。你有没有追随上帝

的旨意？（马太福音 28:19-20; 歌罗西书 1:16-20; 2:8-10; 彼
得后书 3: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