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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简介及背景 

在保罗三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教会中，以弗所教会与保罗之间可说享有相当特殊、十分紧密的关

系。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快结束时经过以弗所，约在公元 52 年(徒 18:18-

22)。当时他答应如果神许可，他会再到以弗所来。一年后，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时，他实践了

他的承诺又再度地来到了以弗所，并且竟然在这个城市住了有三年之久(徒 20:31)，是使徒保罗

所居住最长久的一个城市。 

在这三年中，保罗与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建立了十分手足亲密的关系。他教导他们有关圣灵的

真理(徒 19:1-7)、一连三个月之久劝化众人(徒 19:8-9)、有两年在推喇奴的学房传讲福音，以致

于全亚细亚的居民都听到福音(徒 19:9-10)，而许多人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徒 19:13-20)，使得

那些造偶像商人的生意大大地受到打击。也因此有银匠底米丢聚集同行发动群众运动来压迫保罗

(徒 19:23-41)。这些反对保罗的人手段狠毒好像野兽一样的野蛮(林前 15:32)，使得教会信徒们

必须团结合一。怪不得保罗与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地紧密相连团结在一起。这紧密的程度

可以从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流泪的劝勉看出来(徒 20:18-35)。 

作者：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在这封书信中清楚指出他自己就是作者(弗 1:1，3:1)，此外又有许多地方描述他被囚捆

绑的情况(弗 3:1、13，4:1，6:20)，更显明是保罗正在坐监时所写。 

写作时间：约公元 61年 

保罗前前后后有三段坐监的时期：公元 57-59年在该撒利亚(徒 24:27)、公元 60-62年第一次在

罗马(徒 28:30)被软禁，和公元 67-68年再度在罗马(提后 4:6-8)。最后在罗马坐监的这段时间不

太可能写这封书信，因为最后这一次坐监时，他已知道不再可能被释放了。(提后 4:6) 

我们从送信人推基古(弗 6:21)可以推知∶以弗所、歌罗西(西 4:7)是保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著

作，而歌罗西书与腓利门书中所题名道姓的人物(西 4:9-14，门 23-24)几乎是完全一样，此外腓

立比书提到快要出狱(腓 1:19-26，2:23-24)，所以腓立比书该是最后写的。腓立比中提到「在该

撒家里」(腓 4:22)与「在御营全军」(腓 1:13)，此外保罗在这些书信中也不曾提及在该撒利亚传

福音的腓利，都指向写于保罗第一次罗马被软禁的期间，公元 60-62 年间。因为以弗所书中不

曾暗示任何可能被释放的消息，一般学者认为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中最早写的一封书信，约在

公元 61年所写。这时保罗的属灵经历已经十分的深厚，对许多主耶稣所教导真理的认识可说已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以弗所书属灵的分量十分的重，不是一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能有

深切领受的一本书信。 

写作地点：罗马 

写于罗马，保罗第一次在那里被软禁的时候(徒 28:30)。 

收信人：以弗所教会 

本书虽有给「以弗所圣徒」的字样，但因为书中的信息对当时许多的教会都有帮助，所以这封书

信成为小亚细亚许多教会中间被传阅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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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城 

以弗所(Ephesus)，是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的省会，也是亚西亚甚至亚西亚以东各地区一个最大

的城市。位于爱琴海之东，与希腊的雅典隔海遥望，颇似爱琴海大门的两根门柱。以弗所三面环

山，山前有一片大陆，西面向海，造成一个最优良的港口，因此以弗所为当时伟大的商业中心。 

保罗到以弗所传道时，以弗所城已有居民约二十二万。除了商业发达外，以弗所有著名的大亚底

米(Artemis 希腊名，或罗马名 戴安娜 Diana)女神庙，传说庙中的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参徒

19:35)，是以弗所人崇拜祭祀的中心，拜偶像以及行邪術之风气非常興盛。整个廟用大理石築

成，有高達 56尺的大理石柱 127根，非常的輝煌。城中製造女神銀龕的生意十分發達，有千萬

人因信奉亞底米而经常到以弗所聚集。这城市中有許多人是靠着這神廟的生意維生的。亚西亚省

有许多繁荣的城市，是罗马帝国版图中沿地中海地区的瑰宝之一。市内有一座可容纳伍万人的大

戏院。 

 

 

写作背景 

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后，在该撒利亚被囚两年之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上告该撒，于是被押解前

往罗马：号称当时世界的中心 (当福音传到罗马，就表示福音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保罗到

了罗马被软禁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虽然不能自由外出，却可以接待所有的访客，也可以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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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教导。就是在这段软禁的时间中，他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和腓利门书。

由于这四卷书是他在第一次行动受限制的环境下写的，所以通称为「监狱书信」，写作的时间大

约在公元 60-62年之间。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曾到过以弗所，并与犹太人为真理辩论(徒 18:19)，但并没有在此地久

留。在走的时候把百基拉与亚居拉夫妇留在那里(徒 18:19-26)。到第三次旅行布道时才在以弗所

留下三年之久(徒 20:31)，使一切小亚西亚的人听见了主道。有许多行邪术的都悔改信主，此事

使造偶像的银匠十分不满。耸动众人骚乱 (参徒 19 章)，乱定不久保罗就按原定计划离开以弗

所。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工作十分艰难，他曾描述在以弗所时与野兽战斗(林前 15:32)。以弗所

教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外邦人所组成，其中有许多是奴隶、没有自由人的身份，就好像奴隶阿尼西

母一样(参腓利门书)。 

写作目的 

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软禁时，不再能自由地到处奔走传道，因此比较有时间思考真理性的教义。

就在这段时间中，他更深深地体会了神可颂赞、伟大的救赎计划，就定意把这样的领受有系统地

向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信徒宣明。 

以弗所书与保罗所写其他的书信相当不同，此书并没有对任何错谬和异端提出警告、劝勉。保罗

写此书是要扩张教会肢体属灵的视野，使他们能更了解神永恒计划与恩典的浩大，首先让我们知

道在基督里我们现有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是已经得到而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进而称颂赞美神为

教会所定的崇高目标。保罗不只是谈到教会论(弗 1-3 章)，他也用另外三章篇幅谈到许许多多生

活上行事为人的应用(弗 4-6章)。 

钥词 

 在基督里 (13次)：有忠心(弗 1:1)、蒙各样属灵的福气(弗 1:3)、被拣选(弗 1:4)、与其他教

会中的肢体同归于一(弗 1:10)、有荣耀的盼望(弗 1:12)、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6)、得到绵绵不断的恩典恩慈(弗 2:7)、行事为人成为的杰作(弗 2:10)、从远离变成亲

近没有隔阂(弗 2:13)、与其他肢体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 3:6)、神的奥秘藉著教

会得知(弗 3:11)、神得无上的荣耀不受时空的限制(弗 3:21)、学了他的真理(弗 4:21)、得到

神完全的饶恕(弗4:32)、无分于一切淫乱、污秽、贪心等的意念(弗5:5)。 

 同、合一 (13 次)：一切所有的同归于一(弗 1:10)、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弗 2:5)、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2:6)、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弗

2:14)、废掉冤仇两下成为一个新人(弗 2:15)、藉著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弗 2:16)、同被一

个圣灵所感(弗 2:18)、藉著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 3:6)、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3)、一个指望(弗4:4)、一主、一信、一洗(弗4:5)、一神(弗4:6)、在

真道上同归于一(4:13)。 

 恩典 (12次)：神的恩典在我们还是敌人的时候就临到我们身上(弗2:4-10)。 

 灵 (15 次)：圣灵的印记、凭据(弗 1:13-14)、赐智慧启示的灵(弗 1:17)、被圣灵充满(弗

5:18)。 

 教会 (11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1:23)、基督是教会的头(弗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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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丰盛、充满 (10 次)：丰富的恩典(弗 1:7)、丰富的怜悯(弗 2:4)、丰盛的荣耀(弗

1:18，3:16)、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弗 1:23)、爱的充满(弗 3:19)、被基督充满(弗 4:10)、被圣

灵充满(弗5:18)。 

 荣耀 (9次)：荣耀的恩典(弗 1:6)、神的荣耀(弗 1:12、14、17)、你们的荣耀(弗 3:13)、荣

耀的教会(弗5:27)。 

 奥秘 (9次)：旨意的奥秘(弗 1:9)、福音的奥秘(弗 3:3，6:19-20)、基督的奥秘(弗 3:4-6)、

在神里的奥秘(弗3:9)、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弗5:32) 

 基业 (3次)：得基业(弗 1:11)、得基业的凭据(弗1:14)。 

 属灵的 (3次)：属灵的福气(弗1:3)、属灵的基业(弗1:1、14)、属灵的争战(弗6:12)。 

特征 

 意境高超、文辞优雅丰富别具一格，可说是保罗书信中最深奥的一本书信。书中不断出现

诗歌形式的教义(弗 1:3-12、20-23，2:4-10、14-18)，使全卷书充满赞美、祷告的庄严气

氛。其中有 42 个词字不曾在保罗其他的书信中出现过、5 段非常长的句子 (弗 1:3-14、15-

23，3:1-7、8-12，4:11-16)。 

 在(弗 1:15-23，3:1、14-21)两处经文中记载了神的仆人保罗两个优美的祷告文。这两个祈

祷让我们看到祷告的自然性和迫切性。任何事情都应当从祷告开始，是今日教会信徒所应当

模仿的好榜样。 

 是一本讲在基督里所承受「丰盛基业」的书信 (弗1:7、11、14、18，2:7，3:8、16)。父神

把能给我们的一切好处都藉著主耶稣基督赐下了。 

 也是一本讲「行事为人」的书信 (弗 2:2，4:1、17，5:2、8、15，6:11、13、14)。真正有

了属灵的生命，行事为人才能与内在的生命相称。 

 与歌罗西书是十分对称的姊妹作，歌罗西书强调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而以弗所书则

强调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本书的主题是「教会」，是指普世性的教会，也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是论教会最丰富的一

本书信。由于以弗所教会中外邦人占大多数，所以本书也特别强调外邦人在神计划中及在教

会中的地位。本书对教会有三种描述：基督的身体(弗 1:22-23，4:4、16)、房屋(弗 2:19-

22)、和新妇(弗5:25-27、32)。 

 本书中「在基督里」或类似的用语至少出现了 27 次，使我们明白基督是神计划的中心，教

会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书中强调外邦人在基督里与犹太人归为一体；原来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现在与

犹太古圣及信徒同国了，要承受同样的基业，领受同样的应许(2:11-3:6)。 

 我们外邦人既然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就应该活出教会当有的样式，彼此相助配搭，彼此造

就接纳，谨慎处世，彼此顺服相爱，对魔鬼则要刚强，靠主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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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在基督里丰盛荣耀的教会」，教会没有任何一样好处不在基督里的。万有在

基督里「同归于一」(弗 1:10)、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在基督里「联合」，成为一家(弗 2:11-12)同

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 3:6)。教会的肢体在基督里是十分丰盛的，所以我们要活出丰

盛的生活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 

本书一开始就说到一连串神所赐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再加上各种显著的措辞，以吸引我们

注意神的智慧、先见和目标。保罗强调，我们得救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益处，而且为要将颂赞、荣

耀归给神。神计划的最高峰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 教会中的肢体一定要认识这个目标。所以保罗在(弗

1:15-23) 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明白。 

保罗在说明神对教会的大目标后，又进一步说明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第一，神叫世人与和好，

这是神的恩典(弗 2:1-10)。第二，神叫这些得救的人彼此和好，因基督已藉著自己的死拆毁了中

间隔断的墙(弗 2:11-22)。而且，神所作的不只如此，更将这些彼此和好的人联合成为一体，就

是教会。这是「奥秘」，这奥秘直到神向保罗启示后，才完全彰显出来(弗 3:1-6)。如今保罗能

更清楚地指明神对教会的心意，就是神要藉著教会，把基督的爱充满在这个缺乏爱的世界里。 

教会的肢体每天实际的生活就是要继续实现神的计划。升天的主将许多「恩赐」赐给教会中的肢

体，使他们能彼此服事，因而促进合一与成熟(弗 4:1-16)。我们在基督里纯净和彼此顺服的新生

活，与没有基督老我的旧生活成为强烈的对比(弗 4:17-6:9)。凡靠主作「刚强的人」，特别是藉

著祷告的能力，必能在属灵大争战中胜过那恶者(弗 6:10-20)。 

分段大纲 

1.1) 在基督里活生生的教会(弗 1:1至 3:21) 

1.1.1) 问安(1:1-2) 

1.1.2) 在基督里所得各样属灵的福气(1:3-14) 

 天父的拣选(1:3-6) 

 基督的救赎(1:7-12) 

 圣灵的印记(1:13-14) 

1.1.3) 求神开窍，真知道祂(1:15-23) 

 为信徒感谢(1:15-16) 

 开灵眼认识祂的恩召与基业(1:17-18) 

 真知道教会的功能(1:19-23) 

1.1.4) 在基督里的新地位(2:1-22) 

 出死入生全是恩典(2:1-10) 

 拆毁断墙里外合一(2:11-22) 

1.1.5) 教会的奥秘(3:1-21) 

 基督奥秘的启示(3:1-13) 

 为进入基督丰盛的爱祷告(3:14-21) 

1.2) 在世上教会的见证(弗 4:1至 6:24) 

1.2.1) 教会的建造(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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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而为一(4:1-6) 

 长大成熟(4:7-16) 

1.2.2) 心意更新的人生(4:17-5:21) 

 新生命(4:17-24) 

 新生活(4:25-5:20) 

1.2.3) 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5:21-6:9) 

 丈夫与妻子之间(5:22-33) 

 儿女与父母之间(6:1-4) 

 奴仆与主人之间(6:5-9) 

1.2.4) 属灵争战的力量(6:10-20) 

1.2.5) 结语(6:21-24) 

思考应用题 

 教会在基督里承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当把这样的福气带到许多需要的人那里。你觉得

你已经得到了些怎么样的福气？你又带给你周遭的亲戚朋友什么属灵福气？如果你以前没

有，今天你会如何回应神的呼召？ 

 教会是神的杰作(弗 2:10)，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基督是教会肢体生命生活的中

心。可是在这个充满物资享受的世界，许许多多的事物会把我们抓离基督。你有些什么事物

使你不能专注于主耶稣基督？你曾想过如何防范、改善吗？ 

 教会是「身体」，主耶稣是头。也就是说教会是主耶稣在世上工作的延续。唯有当教会中

所有的肢体都同心一意听从主耶稣，教会的功能才能有效地发挥。不是我们想我们的教会该

如何，而是主耶稣的心意最重要。你觉得在建立健全的教会，主耶稣的心意如何？你所担当

的角色又是什么？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生命的主，他就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理当接待他像家里的

人，彼此以爱相待。你是否真心诚意接待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有些什么原

因？如果你与另一位肢体有过不愉快的事，你要设法解决。当你看到教会中有肢体不合时，

你会怎样处理？ 

 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可是世界的王撒旦不愿意我们作讨主喜

悦的儿女，所以给我们许多令人迷惑、吸引我们走错方向的事。唯有靠著圣灵才能抵挡撒旦

的伎俩。你认为神的儿女应当被圣灵充满吗？你觉得被圣灵充满该有什么表现？你自己的经

验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