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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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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2願恩惠、
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 作者：保羅

• 對象：住在以弗所*的信徒（教會）

• 時間：保羅在羅馬坐監時（~A.D. 60）

*有古卷無“以弗所”地名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結束時坐船來到
18保羅又[在哥林多]住了多日，就辭別了弟兄，坐船往敘
利亞去；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去。他因為許過願，就在
堅革哩剪了頭髮。19到了以弗所，保羅就把他們留在那裏，
自己進了會堂，和猶太人辯論。【徒18:18-19】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結束時坐船來到

–百基拉、亞居拉幫助亞波羅認識真道
24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弗所。他生在亞歷
山大，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25這人已經在主的道
上受了教訓，心裏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只
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26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
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徒18:24-27】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結束時坐船來到

–百基拉、亞居拉幫助亞波羅認識真道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開始時的第一站
1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
到以弗所；在那裏遇見幾個門徒…【徒19:1】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 人文薈萃的地方
8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 神國的事，
勸化眾人。9後來，有些人心裏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
這道，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便在推喇
奴的學房天天辯論。【徒19:8-10】

–有宏偉的圖書館

*辯論:διαλεγόμενος; to talk through, to lecture 講論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 人文薈萃的地方

–有宏偉的圖書館
17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知道這
事，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18那已經信的，
多有人來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19平素行邪術的，也有
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書價，
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20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
是這樣。【徒19:17-20】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 人文薈萃的地方

• 以亞底米神廟出名(~550 B.C.—A.D. 407)
24有一個銀匠，名叫底米丟，是製造亞底米神銀龕的，他
使這樣手藝人生意發達。25他聚集他們和同行的工人，說：
「眾位，你們知道我們是倚靠這生意發財。【徒19:24-25】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 人文薈萃的地方

• 以亞底米神廟出名(~550 B.C.—A.D. 407)
26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在亞細亞全地，引誘迷惑
許多人，說：『人手所做的，不是神。』這是你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27這樣，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藐視，就是大女
神亞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忽，連亞細亞全地和普天下所敬
拜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消滅了。」【徒19:26-27】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 人文薈萃的地方

• 以亞底米神廟出名(~550 B.C.—A.D. 407)

• 戲園可容納25,000人
28眾人聽見，就怒氣填胸，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
亞底米啊！」29滿城都轟動起來。眾人拿住與保羅同行的
馬其頓人該猶和亞里達古，齊心擁進戲園裏去。30保羅想
要進去，到百姓那裏，門徒卻不許他去。【徒19:28-30】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 人文薈萃的地方

• 以亞底米神廟出名(~550 B.C.—A.D. 407)

• 戲園可容納25,000人

• 人民生活舒適







以弗所

• 土耳其西部重要城市（僅次於羅馬）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結束時坐船來到

–百基拉、亞居拉幫助亞波羅認識真道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開始時的第一站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結束時接見長老
16乃因保羅早已定意越過以弗所，免得在亞細亞耽延，他
急忙前走，巴不得趕五旬節能到耶路撒冷。17保羅從米利
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徒20:16-17】





教會有關以弗所的傳統

• 約翰在此寫《約翰福音》

• 馬利亞定居之地

• 提摩太曾任教會長老



以弗所書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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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2願恩惠、
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 作者：保羅

• 對象：住在以弗所*的信徒（教會）

• 時間：保羅在羅馬坐監時（~A.D. 60）

• 目的：更認識神，和 如何在教會中落實神的計劃
*有古卷無“以弗所”地名



以弗所書

1-3章：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理論）

4-6章：在教會中落實神的計劃（實踐）



《以弗所》書大綱（1-3章）

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

1. 讚美神、耶穌基督、聖靈(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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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13】



《以弗所》書大綱（1-3章）

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

1. 讚美神、耶穌基督、聖靈(1:3-14)

2. 為信徒認識神的計劃與能力禱告(1:15-23)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弗1:20】

大能： μέγεθος mega-power

大力： δυνάμεως dynamite



《以弗所》書大綱（1-3章）

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

1. 讚美神、耶穌基督、聖靈(1:3-14)

2. 為信徒認識神的計劃與能力禱告(1:15-23)

3. 得救之道(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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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2:8-9】



《以弗所》書大綱（1-3章）

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

1. 讚美神、耶穌基督、聖靈(1:3-14)

2. 為信徒認識神的計劃與能力禱告(1:15-23)

3. 得救之道(2:1-10)

4.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因基督與神和好(2:11-22)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2:14】



《以弗所》書大綱（1-3章）

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

1. 讚美神、耶穌基督、聖靈(1:3-14)

2. 為信徒認識神的計劃與能力禱告(1:15-23)

3. 得救之道(2:1-10)

4.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因基督與神和好(2:11-22)

5. 教會彰顯神的智慧(3:1-13)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
智慧。【弗3:10】



《以弗所》書大綱（1-3章）

更認識神，和神的計劃

1. 讚美神、耶穌基督、聖靈(1:3-14)

2. 為信徒認識神的計劃與能力禱告(1:15-23)

3. 得救之道(2:1-10)

4. 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因基督與神和好(2:11-22)

5. 教會彰顯神的智慧(3:1-13)

6. 明白基督的愛(3:14-21)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3:20】



《以弗所》書大綱（4-6章）

落實神的計劃

7. 教會的合一與增長(4:1-16)
2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用和平彼此
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2-3】



《以弗所》書大綱（4-6章）

落實神的計劃

7. 教會的合一與增長(4:1-16)

8.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32)
21如果你們聽過他(基督)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
理，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
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24並且
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
聖潔。【弗4:21-24】



《以弗所》書大綱（4-6章）

落實神的計劃

7. 教會的合一與增長(4:1-16)

8.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32)

9. 棄暗投明，從愚昧到智慧(5:1-20)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5:18】



《以弗所》書大綱（4-6章）

落實神的計劃

7. 教會的合一與增長(4:1-16)

8.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32)

9. 棄暗投明，從愚昧到智慧(5:1-20)

10. 夫婦關係(5:21-33)

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
的丈夫。【弗5:33】



《以弗所》書大綱（4-6章）

落實神的計劃

7. 教會的合一與增長(4:1-16)

8.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32)

9. 棄暗投明，從愚昧到智慧(5:1-20)

10. 夫婦關係(5:21-33)

11. 親子關係、主僕關係(6:1-9)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
戒養育他們。【弗6:4】



《以弗所》書大綱（4-6章）

落實神的計劃

7. 教會的合一與增長(4:1-16)

8.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32)

9. 棄暗投明，從愚昧到智慧(5:1-20)

10. 夫婦關係(5:21-33)

11. 親子關係、主僕關係(6:1-9)

12. 如何面對屬靈爭戰(6:10-24)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下週預備

• 讀經：弗1:3-14

• 背誦：弗1:13-14



討論問題

1. 我最希望藉著這門主日學課，學到些什麼？

2. 當你旅行時碰到主日，會不會去找當地的教會敬
拜？

3. 我們在什麼情況，可以像保羅一樣，和別人“辯
論”信仰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