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查經  第一至第四課 參考答案 

1. 讚美父神榮耀的恩典(以弗所書 1:1-14)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了解經文 

(1) 寫信人保羅與收信人以弗所的聖徒的身份從何而來? 這個身份的

來源與現在的我們有何關係? 對現在的我們有甚麼重要性?  

Ans﹕ 保羅、收信人以弗所的聖徒、所有基督徒的身份都是從神而

來，這表示這封信同樣是對現在的我們說的，因為它是真理。 

 

(2) 根據 3-14節完成下表，指出聖父、聖子、聖靈不同的角色、工作

的過程、工作的目的。 

 角色 工作的過程 工作的目的 

聖

父

3-6 

揀選 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

樣屬靈的福氣.. ，在基督裡揀

選了我們(3-4 上節) 

又因愛我們，....預定我們藉著

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5 節) 

對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

成為聖潔，無有瑕疵(4節) 

對父神﹕「使他的榮耀得

著稱讚」(6 節) 

聖

子

7-1

2 

救贖 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叫我

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7-9 節) 

 

對我們﹕  一切在基督裡

面同歸於一及 我們也在

他裡面得了基業(11 節) 

對父神﹕「使他的榮耀...

得著稱讚」(12 節) 

聖

靈

1:1

3-1

4 

作憑

據 

既聽見真理的道，...就受了所

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3 節) 

對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14

節) 

對父神﹕「使他的榮耀得

著稱讚」(14 節) 

 



(3) 父神揀選的工作與基督有何關係? 為什麼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 (4 節) 

Ans﹕ 神是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基督因神揀選成為人與神的中

保。因為神是聖潔，因此我們也要聖潔。 

 

(4) 聖子能「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10 節)同歸於一有甚麼重要?  

Ans﹕ 彰顯主是萬有之主的榮耀，因為祂是全能的神，有能力統管

萬有。 

 

(5) 我們如何得到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3 節)「得兒子的名分 」5

節 、11 節及 14 節提及的「基業」是否同一樣東西?  何時可以得這 

基業? 

Ans﹕我們因真理的道得到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三節經文中的「基

業」是一樣，它們都是指神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這基業

我們將會在基督再來時得著。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 

(6) 試寫出羅馬書 11:33-36 的主旨。 

Ans﹕ 上帝的智慧、知識深奧、行動難測、 獨立性，萬物都是本於

上帝、倚靠上帝、歸於上帝。 

 

(7)聖子及聖靈是為了「使他(父神)的榮耀得著稱讚」，為什麼祂們不

是為祂們自己，而是父神的榮耀?  (羅 11:36，弗 1:12，14) 

Ans﹕因為聖子及聖靈都是根據聖父的工作行事。 

 

(8)根據羅馬書 11:33-36 以弗所書 1:1-14 內容，試總結神的計劃有甚

麼特色? 

Ans﹕神的設計是由神主導，人沒有參與但在人其內，這是為了神的

最高榮耀。 

 

 

 



 

 

2. 真認識祂 以弗所書 1:15-23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了解經文 

(1) 試指出 17 節中提及三一神不同位格的不同作為或描寫。 

Ans﹕ 聖父是差派者，聖靈是被差派，祂是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

聖子是被我們認識的對象。 

 

(2) 18-23 節是「真知道他」的內容，試根據經文完成下表﹕ 

 基督與甚麼的關係 經文如何描寫基督? 基督是誰? 

18-20

節 

基督與信徒的關係 基督完成何等浩大的

救恩 

救恩之主 

21 節 基督與所有被造的關係 超過 所有，萬有服在

他的腳下  

萬有之主 

22-23

節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教會是他的身體  

教會之主 

 

(3) 參考 22-23 節，基督是教會之主代表甚麼? 在神眼中，世界比教

會較重要嗎?  

Ans﹕ 祂帶領教會，教會比世界重要，因為 22 節﹕又將萬有服在他

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4)「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是指甚麼? 這代表甚麼?  

Ans﹕ 教會從基督得一切，教會被基督充滿。 

 

 

5.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腓 2:6-11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

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

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

父 神。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 

(5) 腓 2:6-11 可分成那那兩部份? 這兩部份之間有何關係?  

Ans﹕ 6-8 節「基督的降卑」及 9-11 節「基督的升高」，前者是後者

的原因，因為基督順服完成救恩。。 

 

(6) 腓 2:6-11 如何解釋「基督是萬有之主」(弗:21)? 

Ans﹕  神賜予基督。 

 

(7) 「如果他(神)想阻止恶，但不能，则他不是全能的，若他能够，

但不要求如此做，则不是全善的。若他既要求阻止恶，且有能力去

做，则何以世上仍有恶存在呢？」休谟之《自然宗教对话》，為什麼

我們會懷疑神的全能/基督遠超?腓 2:6-11 及弗 1:15-23 指出我們如何

可以認識「基督遠超過一切」 

Ans﹕ 因為神能了祂一切。我們只看到世界，卻沒有真認識神的全

能/基督遠超。  

 

 

 

 

 

 

 

 

 

 

 

 

 



 

 

3.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以弗所書 2:1-10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了解經文1 

(1) 明明以弗所信徒是活著的人，為什麼保羅稱他們以前為「死」人？

請從上下文找出這種死亡的特點是什麼？(1-3 節) 

Ans: 1) 弗 2:1-3 描寫的狀態稱為「屬靈的死亡」。 2) a.普遍性(生來

即為可怒之子)  b.主動叛逆神的行動(v3：去行) c.被撒旦邪惡權勢所

囚禁 d.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改變 e.招致神的義怒 (可怒之子) 

 

(2) 試根據 4-7 節完成下表﹕ 

神拯救

罪人的

原因 

神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4節) 

 

你會如何形容「愛一個罪人」的愛? 

這是恩典 

神拯救

罪人的

方法 

神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6節) 

「神叫」表示誰作主動?神作主動 

神救恩

的目的 

讓後世人知道神極豐富的恩典和神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

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6節) 

這表示我們蒙恩的人要向世人傳福音。 

 

(3) 第 5 節及第 8 至 9 節都強調「你們得救是本乎恩」，甚麼是恩典? 

信心與恩典有甚麼關係? 

AN: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表示得救的本源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

努力，人不配得這恩典。 

 

(4) 根據以上經文(特別是第 10 節)，基督徒的善行有甚麼特點? 

AN: 我們是神的工作，而基督徒的善行也是神在在基督耶穌裡造成。 

 

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歌羅西書 3:1-4 

                                                 
1
 此處問題設計與答案主要參考：《研讀版聖經：新譯本》，（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8

年） 



1.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

督坐在神的右邊。  

2.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

耀裡。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2 

(5)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復活)」(弗 2:6, 西 3:1)是什麼意思？ 

Ans: 那些基督為他們死的人，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人，是與基督聯合

的，因此歷史上曾經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情，也以一種神祕、屬靈

的方式發生在信徒身上。 

 

(6) 西 3:1-4 如何描述「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後的生命? 這些描述強調

了甚麼?  

Ans: 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v.3)，又和他一同復活(v.1)，求在上面的

事(v.1)及思念上面的事(v.2)，而不是地上的事，現在於天上和他在一

起(v.3)，將會在祂顯現時在榮耀裡和祂一起 (v.4)。 

 

(7) 「上面的事」指甚麼事? (西 3:2)弗 2:1-3 如何解釋「只有基督徒才

會思念上面的事」?  

Ans:「上面的事」指有關三一神的神，弗 2:1-3 指出人世在罪惡過犯

當中，只會與神對抗，不會思念上面的事。 

 

(8) 「他顯現的時候」是指甚麼時候? 基督徒與主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有何重要?  

Ans: 「他顯現的時候」是指主再來之時，而基督徒與主一同顯現在

榮耀裡是主對我們的應許，這表示完全與主聯合。 

 

 

4. 在基督裡合一                    以弗所書 2:11-22 

                                                 
2
 同上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了解經文 

(1) 11-13 上與 13 下-21 節是一個對比，試根據經文完成下表﹕ 

 11-13 上 13 下-21 

身份 外邦人(11 節) 19 節 

與基督的關係 與基督無關 13 下 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

血，已經得親近了。  

與神的關係 遠離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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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節) 

與以色人的關

係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參考 14-15 節 

在所應許的諸

約上 

局外人 參考 20-22 節 

活在世上 沒有指望，沒有 

神 

參考 4-6 章 

 

(2) 11 節「所以你們應當記念」，試總結一下「你們應當記念」是甚

麼的事? 

Ans: 因為基督的救贖，所以我們從「外邦人」轉變成「神家裡的人」 

 

(3) 試指出主耶穌基督作了甚麼的工作?(13 節、16 節，20 節) 

Ans: 基督耶穌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成了神家的房角

石。 

 

(4) 基督使「將兩下合而為一」參考 14-5、18、19 節 ，外邦基督徒

與猶太基督徒在基督中合一有何重要及意義?  

Ans: 外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不再是隔斷、沒有冤仇、被一個聖靈

所感在天父前敬拜、同是神家的人。 

 

 

5. 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加拉太書 



3:6 正如「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3: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3:8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

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3:9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 
(5)加拉太書 3:6-7 如何定義「亞伯拉罕的子孫」? 成為「亞伯拉罕的

子孫」有何意義? 

Ans: 6 節指出亞伯拉罕是因信稱義，以信為本的人; 而 8 節指出神早

已提及「萬國都必因你得福。」我們－－－（按著怎樣？？） 

 

(6)加拉太書 3:6-9 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外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在基督

中合一? 

Ans: 合一、因信稱義是新舊約的真理，指出外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

徒都信靠同一個對象，因信靠基督而合一。 

 

(7)外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在基督中合一成為教會，以弗所書 

2:20-22 講解教會如何被建造? 不斷被建造的教會代表甚麼?  

Ans: 教會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即是他們所見證的真理和

教訓上(新舊約聖經)。而基督耶穌是房角石，指明主耶穌基督作教會

的頭是多麼獨特、超然和不可或缺，因祂聯合教會中不同信徒、使

他們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教會不斷被建造代表教會不斷地成長，按神的心意逐漸長大，這必

須仰賴神，不能一蹴而就或憑人的意思和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