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如果有一個人要求其他人時常要稱讚他，你會覺得他如何? 如

果你有一個美麗的妻子，你會否每日都讚美她? 她要求你「每日都讚

美她」，你會否感到煩擾? 為什麼? 

 

2.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經文的背景 

  在第一章開始，向他們問安後(1-2 節)，他立刻頌讚父神榮耀的

恩典，述說三一神的工作如何把在基督裡的屬靈福份賞賜給我們

(3-14 節)。按照 3-14 節 原文的結構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這句句子中，1: 6「使他的榮耀的恩典得到讚美」，1:12「叫他

的榮耀…可以得著稱讚」，1:14「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重覆出現 3

次，分別基於聖父過去的揀選、聖子現在的救贖、以及聖靈賜下未

來得基業的憑證，因而向聖父發出的榮耀稱讚。 
 

 

3. 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1:1-14(和合本) 解釋1 

問安（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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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1: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和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三一神永恆的計劃如何成就(1:3-14)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奉 神旨意(v.1) —奉是指根

據，神旨意 乃是祂隨己意定

永恆的目的，為著祂自己的

榮耀，預定了萬事（弗 1—4，

11；羅 9—22-23）2。 

使徒(v.1)— 原文是「被差遣

的人」、「使者」，他們由基

督所揀選並委以特殊使命。 

                                                 
1這部份的原文解釋是參考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2
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 

 

 

 
以弗所書 1:1-14 

 



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

屬靈的福氣： 

1:4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

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

為聖潔，無有瑕疵； 

1: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

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

兒子的名分， 

1: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

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1: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1: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

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

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1:11 我們也在他裡面得（得：或譯成）

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

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1: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

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

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

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

文是質），直等到 神之民（民：原

文是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

讚。  

聖徒(v.1)— 原文指「至為聖

潔的事物」，基督教中的聖徒

是神賜予的基督徒身份，而

不是因為基督徒有多偉大。 

在基督耶穌裡(v.1)— 跟「與

基督聯合」意思相似，指信徒

在救恩中。 

恩惠(v.2)— 與恩典同義，指

神主動地向不配之人白白的

賜予。 

平安(v.2)— 神與人在基督耶

穌裡的和諧關係。 

屬靈(v.3)— 聖靈內住在信徒

心中，使他屬於聖靈。 

揀選(v.4)— 神行使祂的主權

作出選擇。 

預定(v.5)—  神的計劃，與

「神的旨意」意思相似。 

榮耀(v.6)— 指神至高至尊。 

奧祕(v.9)— 神的秘密。 

日期(v.10)— 原文指「時

機」。 

使.... 同歸於一(v.10)— 全人

類和宇宙萬物都歸入基督的

統轄下， 並彼此合一相和。 

基業(v.11)— 原文指因繼承

所得(或將得)的產業。 

真理的道(v.13)—耶穌基督的

福音。 

被贖(v.14)—原文指被囚的人

獲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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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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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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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父神﹕「使他的榮耀得

著稱讚」(6 節) 

聖

子

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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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父神﹕ 

聖

靈

1:1

3-1

4 

作憑

據 

 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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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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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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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羅馬書 11:33-36 

 深哉，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

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

來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

他，直到永遠。阿們！ 

 

 

6. Exploring the meaning 探討經文的意思 

(6) 試寫出羅馬書 11:33-36 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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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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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可在 R1031.com 下載) 

7.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9) 當我們認識三一神的計劃如此偉大，這如何影響你對救恩的看法? 

這如何影響你傳福音? 

 

(10) 我們在甚麼時候會稱讚父神的榮耀? 稱讚父神的榮耀有何重要? 

 



8. Summing Up 總結 

1:1-14 告訴我們三一神永恆的計劃如何成就，神的自由揀選，

讓信徒明瞭，他們現在蒙召，進入神的國度，乃是由於在生前已被

指定得到永生；二千年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在十架上完成救

恩，使我們得蒙救贖；現在，聖靈住在我們心中成了得基業的憑

據。當我們認識這偉大的旨意，我們就會頌讚父神榮耀的恩典。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在基督裡」是甚麼意思? 

「在基督裡」這個概念。我們是在基督裡領受這一切信徒屬靈生

命的福氣：我們是在基督裡被揀選，在基督裡被預定要成為祂的樣

式，在基督裡蒙召，在基督裡被重生因而獲得新生命的樣式（彼前

1:3 ，在基督裡得信心，在基督裡受聖靈，在基督裡得享在上帝大家

庭中以弟兄姊妹相稱的特權，在基督裡成聖（林前 1:30 ），以及當

我們見主面時，我們也將會有祂的樣式，因為當祂在榮耀中顯現

時，我們將與祂一同顯現（約壹 3:2; 西 3:4 ）。自始至終，一切的祝

福無不在基督以內。(磐石之上 傅格森) 

 

試指出以下經文如何描寫「在基督裡」的工作? 

 「在基督裡」的工作 

羅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

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

也是如此。 

 

 

 

 

彼前 5:10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

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

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

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

力量給你們。 

 

林前 15: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

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

復活。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250&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當你看見一個「愛主、愛人」的基督徒，你會有何反應? 如果

你為他或她祈禱，你會如何祈禱? 試寫下你的祈禱內容，之後比較

一下弗 1:15-23 的祈禱。 

 

2.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經文的背景 

在 1:3-14，保羅從三一神工作的角度解釋一個人得救是因為天

父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 印证而来，救恩完全

是以神為中心。15 節的「因此」表明了，15-23 節是建基於前文，使

徒保罗看見為「愛主、愛人」的亞細亞信徒，就為他們感謝神

（1:15-16），更為他們祈禱（1:16-23），他求父神差遣聖靈使他們更

認識主耶穌基督的豐盛、祂在萬有之上的主權及祂是充滿著教會

的。 

另外，第一章從父神計劃拯救個別的罪人開始，到基督充滿著

教會(罪人聚在一起的地方)為結束。 

 

3. 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1:15-23(和合本) 解釋3 

感谢（1:15-16） 

1: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

穌，親愛眾聖徒， 

1:16 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 神。禱

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祷告（1:16-23）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

信從(v,15)—對神或基督的那種

靠。 

榮耀(v.17)—至高至尊的名聲。 

啟示的靈(v.17)—啟示為「揭示」

之意，而聖靈的工作是啟示神的

話。 

真知道(v.17)—表示對三一神的完

                                                 
3
這部份的原文解釋是參考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以弗所書 1:15-23 

 
 



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

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

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

耀； 

1: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

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

了。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

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

有者所充滿的。  

全認識或豐富的知識。 

聖徒(v.18)—基督徒之所以為「聖

徒」不是他們的偉大行為，而是

他們被神分別為「聖」。 

基業(v.18)—因繼承所得(或將得)

的產業。 

何等浩大(v.19)—遠遠超過「浩大」

等詞所能形容的。 

叫他(v.20)—父神賜予基督。 

右邊(v.20)—非指右手邊，乃是指

尊貴掌權的高位。 

將萬有....腳下(v.21)—取材自詩

110:1 ，描述掌握王權的象徵。 

教會(v.21)—原文指受呼召的罪

人，即是一班被基督拯救的罪人

聚集的地方 。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v.22)—直

譯為「上帝將基督賜給教會，在

萬有之上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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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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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完成何等浩大的

救恩 

 

21 節 基督與所有被造的關係  

 

萬有之主 

22-23

節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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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是指甚麼? 這代表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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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腓 2:6-11 如何解釋「基督是萬有之主」(弗:21)? 

 

 

(7) 「如果他(神)想阻止惡，但不能，則他不是全能的，若他能夠，

但不要求如此做，則不是全善的。若他既要求阻止惡，且有能力去

做，則何以世上仍有惡存在呢？」休謨之《自然宗教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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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可在 R1031.com 下載) 



7.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8) 面對對神的懷疑(基督是救恩、萬物、教會的主)， 18-23 節如何

幫助我們? 

 (9) 有人認識﹕「耶穌只是你們基督教的主。」查考完 18-23 節後，

你會如何回應? 

 

(10)我們的教會有沒有如 1:23 所說「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

者所充滿的。」如果沒有，我們如何面對?  

 

 

8.Summing Up 總結 

當我們比對 18-23 節與我們自己、身處世界和教會情況，或許我們發

現不但自己不是「愛主、愛人」的基督徒、還有世界像是不受控制、

教會更是處於弱勢。可是，這並沒有否定 18-23 節的祈禱，而是更肯

定我們需要如此祈禱，我們求神讓我們真知道祂的愛子耶穌基督何

等榮耀，正如西 1:23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

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

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威斯敏斯德大教理問答 (有關三位一體) 

9 問：上帝共有幾個位格？ 

答：上帝共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這三個位格是同一真

實、永恆的上帝，同質，同權，同榮；但各有不同的特性（約壹

5:7；太 3:16－17；28:19；林後 13:14；約 10:30）。 

  

10 問：上帝的這三個位格各有什麼特性？ 

答：在永恆中，聖父生聖子（來 1:5－6，8），聖子受生於聖父（約

1:14，18），聖靈由聖父與聖子發出（約 15:26；加 4:6）。 

  

11 問：如何曉得聖子、聖靈與聖父同為上帝？ 



答：聖經把惟獨屬於上帝的名字（賽 6:3，5，8；比較約 12:41；徒

28:25；約壹 5:20；徒 5:3－4）、屬性（約 1:1；賽 9:6；約 2:24－25；

林前 2:10－11）、作為（西 1:16；創 1:2）和敬拜（太 28:19；林後

13:14），也歸於聖子和聖靈，這就顯明祂們與聖父同為上帝。 

 

思考問題 

認識「三位一體」有多重要呢? 

 

 

我們不能明白「三位一體」嗎? 為什麼?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我記得在我當第三年住院醫師時，曾經在加護病房照顧一位 28

歲患紅斑性狼蒼的男病人，他第一次因肺出血進加護病房時，醫療

團隊很努力照顧他，他也恢復得很快，一下子就拔管轉離加護病

房。可是好景不常，過了幾天我去上班時，就看到他再次插管送入

加護病房，而且這一次非常嚴重，出血差不多佔滿了整個肺部，幾

乎沒有了呼吸空間，我很想救他，因此跟家屬討論後，決定幫他裝

葉克膜，尋求最後一絲得救機會。然而裝了葉克膜後的第三天，他

便過世了。在那一次照顧病人的經驗中，我清楚地感覺到死亡的權

勢多大，因為即使我們竭盡心力，仍然無法阻擋死亡，其實僅僅延

遲亦已經極為困難。 

  你也曾經有面對親友過世而無能為力的感覺嗎？ 

  你有感受過死亡的權勢嗎？ 

 

 

2.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經文的背景 

 以弗所是羅馬亞西亞省的首府，是一個樞紐城市。使徒行傳 19

章記載保羅在主後 53至 55年在那裡的事工。保羅在那裡的時間相當

長，他對以弗所教會的鍾愛，在他臨別前往耶路撒冷時對教會長老

所說的一席話中可見一斑(徒 20:16-38)。4 

 以弗所是個經濟架構倚仗異教崇拜和神祕宗教的城市，在當中要信

耶穌基督非常不容易，因為信耶穌意味著要放棄經濟上的利益，但

他們還是排除萬難，歸信了基督。因此保羅想起以弗所教會時，可

能想到上帝在他們身上的救贖計畫，便在以弗所書第一章時，描述

並頌讚教會在基督裡的福分。在那裏，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禱告，求

神使以弗所信徒「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他們「心中的眼睛」，看到

基督的權柄和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榮耀。在第二章一開始就談到「你

                                                 
4
《研讀版聖經：新譯本》，（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8 年），頁 1847。 

 

 

 
以弗所書 1:1-14 

 



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 2:1)… 
 

3. 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2:1-10 (和合本) 解釋
5
 

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

你們活過來。  

2.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

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3.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

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  

4.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

他愛我們的大愛，  

5.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

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  

6.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

活，一同坐在天上，  

7.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

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

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

所賜的；  

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

誇。  

10.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

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過犯罪惡 (v.1) ─ 以下 v.2-3 解釋

何謂「過犯罪惡」，簡單來說就是「違

背律法」（約壹三 4）：在行為舉止、

習慣、心態、傾向、動機、生活方

式上，未行所當行，行所不當行，

即沒有順從或違反了神的律法。 

 

今世的風俗 (v.2) ─ 指俗世人類

的價值與標準，和上帝的價值與標

準完全不同。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v.2) ─ 指撒

旦。 

 

可怒之子 (v.3) ─ 指我們的行事

為人在上帝的眼中只配得祂的義

怒。 

憐憫 (v.4) ─ 指上帝由其本性發

出，顧念罪人的態度與情感。 

 

復活 (v.6) ─ 指從「死」的狀態回

到「活」的狀態。 

 

工作 (v.10) ─ 作品。就如陶器是

陶匠的作品，我們蒙神拯救的人也

是神的作品。 

 

 

 

                                                 
5
 此處經文解釋主要參考以下書籍：《研讀版聖經：新譯本》，（香港：環球聖經公會：2008 年）;  

呂沛淵，《生命之道》，（台北市：歸正：2014 年）; John MacArthur, ed., The ESV MacArthur Study Bible

（Wheaton:Crossway：2010）.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了解經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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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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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4節) 

你會如何形容「愛一個罪人」的愛? 

 

神拯救

罪人的

方法 

神他又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節) 

「神叫」表示誰作主動?  

神救恩

的目的 

讓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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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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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據以上經文(特別是第 10 節)，基督徒的善行有甚麼特點? 

 

 

Cross-Reference 參考經文﹕歌羅西書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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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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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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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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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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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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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可在 R1031.com 下載) 

 

7.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9) 我們與基督聯結在今生已預嘗復活的恩典，請分享你信主後有甚

麼改變。 

 

(10) 在信主之前，你有弗 2:1-3 形容的經驗嗎？根據你的經驗，你認

為人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改變這樣的光景嗎？請跟大家分享。 

 

(11) 你覺得在你生命中還有什麼問題是你要靠著基督復活的大能去

改變的？ 

 

 

8. Summing Up 總結 
耶穌基督的復活勝過死亡，你能想像祂的能力有多大嗎？你覺

得你的絕望有多大，祂的能力就大過你的絕望，也就是因為這樣，    

「基督復活」是我們信心唯一的支柱與盼望唯一的保障！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復活」的大能 

海德堡教理問答四十五問：我們從基督的復活得了什麼恩惠呢？  

回答：第一，他藉著復活戰勝了死亡，叫我們分享他藉死為我們所取得的公義

（ 1）；第二，我們現在也因他復活的大能，得著新生命（2） 。 第三，基督的

複活成為我們將來榮耀復活的確實保證（3）。  

（1） 羅 4:25；林前 15:16-20；彼前 1:3-5 （2） 羅 6:5-11；弗 2:4-6；西 3:1-4  

（3） 羅 8:11；林前 15:12-23；腓 3:20，21  

 
思考問題 

(11)「復活」大能對我們今生的生活有甚麼影響？(請參考羅 12:1-2, 弗

4:23-24, 西 3:10) 

Ans: 屬靈的復活，帶給我們「心意更新」的經歷，有一種新的能力，

能夠順著神的性情生活，脫離撒旦的挾制。 

 

 

(12) 「復活」大能如何使我們在基督再來得榮耀? (請參考林前第 15

章、羅 8:11、啟 21:4 描述那時復活的情況。) 

Ans: 1) 復活後身體的外表和性質上會有改變。2)死亡的權勢完全被

除滅，我們與基督同坐王直到永永遠遠。 

 

 
海德堡教理問答五十七問：“我信身體復活”，這帶給你什麼安慰呢？  

回答：在我死後，不僅我的靈魂立刻被帶到我的元首基督那裡（ 1），我的身體

也要因基督的大能活過來，與我的靈魂再次聯合，並要與基督榮耀的身體相似

（2）。  

（1） 路 16:22；23:43；腓 1:21-23  

（2） 伯 19:25，26；林前 15:20，42-46，54；腓 3:21；約壹 3:2  

 

 

 

 

 

 

 

 

 

 



 

 

 

 

 

 

 

1. Opening Thought 引言 

從小，我因為自己的外表一般、笨手笨腳、笨口拙舌及沒有特

別好的學業成績，而被親朋戚友、同學及身邊的人取笑，甚至歧

視。去到教會後，我最被弟兄姊妹的接納所吸引，他們令我明白「甚

麼是愛」，可是，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出現小圈子、互不接納、不同

心的情況、會友會為做法而爭執。 

你覺得為什麼教會會有互不接納、不同心的情況? 這對教會有

甚麼影響?  

 

 

2. Background of the Passage- 經文的背景 

猶太人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是神的子

民。既然只有他們才有割禮為他們與神立約的記號，那麼其他「在以

色列國民以外」的人，自然「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12 節)。

一直以來，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彷彿有「牆」隔絕 。  

基督為人類得救所成就的工作，並不限於上一段所說的，把新生

命個別地給予本來死在罪中的人這麼簡單。第一章已經暗示過祂有更

超越的旨意，本段如今表明這工作是把上述每一個人，不論種族背

景，聯結成為神合一的子民。8      

保羅對我們說，從前的外邦人與基督無關(11-13)，但現今成了神

家裡的人(13 下-22)。 

 

 

 

 

 

                                                 
8
富克斯（Francis Fculkes) 著，《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李永明譯，《查經資料大全》，

網址﹕http://bible.kyhs.me/chajing/New%20Testament/49Eph/49DT02.htm(2014 年 12 月 1 日讀取)。 

 

 

 
以弗所書 2:11-22 

 



3. Bible Passage 經文 

以弗所書 2:11-22 (和合本) 解釋9 

從前與基督無關(11-13 上) 

11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

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

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

之人所起的。 

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

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

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

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

了。  

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

們的和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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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

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

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

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或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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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肉體(v.11)— 根據區來的特

質。 

外邦人(v.11)— 指不是猶太人的

人，也指「信奉異教的外國人」 

憑人手在肉身上(v.11)— 指割禮

禮儀。 

割禮(v.11) — 割包皮的一種禮

儀。在舊約中，以色列人象徵

和神立約的外在記號。 

所應許的諸約上(v.12)— 在舊

約，神多次與以色列人立約，

「亞當之約」（創 3 ）、「亞伯

拉罕之約」（ 創 15 ）、「律法

之約」（ 出 19 ）、「大衛之約」

（ 撒下 7 、 撒下 23 ）....一直

到「新約」（ 耶 31 ），這些約

同樣指向耶穌基督與信徒所立

的約。' 

局外人(v.14) : 原文是「陌生

的」，strangers 

和睦(v.14) 一 peace，和平 

中間隔斷的牆(v.14) — 在猶太

人的聖殿內，外邦人院聚集之

地與以色列人聚集之地的中間

有石牆隔開。 

冤仇(v.15) — 原文指敵意，參

考 2:2-3，罪人是因在意識上敵

視神而產業行動。 

房角石 (v.20)— 指一幢建築物

各角落上的主要奠基石，是建

築師所賴以決定各面牆與各交

叉牆的方向的基準。 

                                                 
9
這部份的原文解釋是參考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網址﹕https://bible.fhl.net(2014 年 12 月 1 日

讀取)。 



4. Understanding the Text 瞭解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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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經文 

身份 外邦人(11 節) 19 節 

 與基督無關 13 下  

   

與以色人的關係  參考 14-15 節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  參考 20-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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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試指出主耶穌基督作了甚麼的工作?(13 節、16 節，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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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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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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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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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flecting on the Text 回應 
(8) 為什麼我們時常忘記神的救恩? 有何方法使我們「記念」神對我

們的救恩?   

 

 

(9) 有甚麼原因使教會不合一? 我們在教會合一上可以做甚麼? 

 

 

(10) 我們的教會及我們自己有沒有不斷被建造? 為什麼?   

 

 

(參考可在 R1031.com 下載) 

 

8.Summing Up 總結 
 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並不是要成為一個獨行俠，而是需要跟其他的

基督徒一起，在基督中合一，成為教會，一起被主建造，成長。這是

神對我們的心意，也是耶穌基督最後為我們祈求的事「我不但為這些

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

(約 17:20-21) 

 



9. Advanced Study 進深學習 
基督不僅為個人，也為一群人，就是教會，流出他的血。教會是

所有上帝的選民，那一體、聖潔、普世和由使徒承傳，在一個有形組

織裡聚集的上帝的百姓。(約翰 M. 傅瑞姆) 

 

尼西亞信經把教會的屬性定義為“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

教會。威斯敏斯特信條使 用了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之間的對比。 

一．無形的大公教會或普世教會由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教會的元

首基督之下所召集的合而為一的全體選民構成；這教會是主的新婦、

身體，是祂那充滿萬有的豐盈（弗 1 :10，22，23；5:23，27，32；西

1:18）。 

二．有形的教會，在福音之下也是大公的、普世的（不像從前在

律法之下僅限於一個國家），包括全世界一切信奉真宗教的人（林前

1:2；12:12- 13；詩 2:8；啟 7:9；羅 15:9－12），和他們的兒女（林前

7:14；徒 2:39；結 16:20，21；羅 11:16；創 3 :15；17:7；）；這教會是

主耶穌基督的國（太 13:47；賽 9:7）、上帝的家（弗 2:19；3:15）。

按照常例，教會之外，別無拯救（徒 2:47）。 

 

思考問題 

你認為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的區分可不可以去說明「教會存在著相信

和不信的人」?為什麼? 

 

 

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的解釋如何幫助我們面對教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