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以弗所書 1:15-23 

保羅的代求 
 

1. 代求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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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3-14節在原文是一個句子，因為太長了，所以不論中文還是英文聖經都翻成許多小句子。這

一段 15-23節也是一樣，是一句希臘文的復合句。 

 

15「因此」就是前面所說的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神已經在基督裡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福氣，使我

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上使神的榮耀得著稱讚（6,12,14）。這是一個特權，也是我們的責任。 

 

「既聽見…」以弗所教會是保羅花了最多心思的教會，也是他花了最多時間的教會（徒 20:31 所以

你們應當警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因此他們在屬靈上有很好的根

基，在信心和愛心上都有美好的見證。保羅這時至少有兩年之久沒有再見過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姐妹

（徒 24:27 過了兩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討猶太人的喜歡，就留保羅在監

裏。），他對他們的思念之心應該也是非常的迫切。這時聽見他們在信心和愛心上的見證，就滿得

安慰。他聽見什麼呢？ 

 

「信從主耶穌 faith in the Lord Jesus」這裡我們看見主耶穌乃是我們信心的真正對象。我們不是相信

教條、教會或其他的基督徒。以弗所教會對保羅來說就像是自己的子女一樣。他將福音傳給他們，

領他們信主，幫他們建立教會。如今他被監禁，不知道他們的境況如何。現在聽見他們對基督的信

心沒有改變，仍然持守真道，自然大得安慰。 

 

「親愛眾聖徒 your love for all God’s people」主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對門徒頒佈了新命令，就是要他

們『彼此相愛』（約 13:34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然後他又說：約 14:15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可見以弗所的信徒不但

信主的心堅固，而且熱心遵守主的命令，展現出他們愛主愛人的心，讓保羅格外的喜樂。 

 

「信從…親愛…」有人自稱相信耶穌，但生命中卻難找到愛。有些人表現出很大的愛，卻對什麼叫

相信基督漠不關心。一個真正的信心融合了純正的教義和合宜的生活。 

 

16「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由於他們的信心和愛心，保羅因此滿心歡喜，為他們感謝神。這也讓我

們看見，基督徒能夠站立得穩，在真道上不動搖，並且能夠滿有愛心，其實不是我們自己的功勞，乃

是神的憐憫與保守（參腓 2: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

意。）。他賜給我們願做的心，也將遵行的力量賜給我們，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自誇的。 

 

「不住地感謝上帝 not stopped giving thanks」保羅不是向神感謝一次就完事了，他乃是不住的感謝

神。從下文就知道，他是每次禱告的時候就為他們感謝神，可見他是多麼的欣慰。 

 

「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保羅不但為他們感謝，也為他們代求。感謝是為著已立好的根基，代

禱則為著在根基上的建造。感謝是為著過去的成就，代禱則為著將來的進展。 

 

『提到』就是記念（remember）的意思。保羅時時刻刻將他們擺在心上，因此每次禱告的時候都
會提到他們。我們經常說要為某人代禱，但往往禱告一兩次就停了，甚至根本就沒有禱告。相比之

下，能無愧乎？ 

 

保羅為什麼為以弗所信徒感恩？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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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從」和「親愛」有什麼關係？我是否有從『信』而『愛』的表現？ 

我曾經感謝過神嗎？為了哪些事？ 

我曾經為了別人感謝神嗎？為了哪些事？ 

我經常為別人禱告嗎？我曾經為別人代求過嗎？我為人代求在我的禱告中佔了多少比重？ 

在這段保羅的代求中我學到什麼功課？ 

 

2. 代求的內容-1（17）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17「求…神…父」我們祈求的對象是父神，而我們有這樣的資格能夠向父神禱告是因為我們在基督

裡面。『在基督裡』是以弗所書裡面很重要的觀念（參 3-14節）。正如耶穌自己說的：約 14:6 耶

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禱告的時

候要奉耶穌的名向父祈求（in Jesus’ name，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

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因為

只有藉著耶穌我們才能夠與父親近。 

 

「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神是主耶穌的神，也是我們的神；是主耶穌的父，也是我們的父。

他是大有榮耀的主宰，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a spirit of wisdom and of revelation，賞給你們」智慧和啟示都是由聖靈而來

，因為聖靈就是智慧的靈，關於神的啟示都是從他而來。參賽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

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約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

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這裡的「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可以指聖靈，但我們信主的時

候已經得到了聖靈（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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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還要賜給我們呢？因此有人解釋說這是指聖靈的工作，

智慧的聖靈賜我們屬靈的悟性和心思，使我們能領悟屬靈的事，從而更多認識神。 

 

另外這個靈也可以指神賜給人的靈，就是神將一個能夠領受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我們，因為原文是

沒有大小寫之分的。如果和『賞給你們』一起看的話，似乎指人的靈更恰當一點。這也是 NIV和

NASB為什麼將它翻成小寫的 spirit。這靈使我們能夠明白屬靈的事情。參林前 2:13 並且我們講說

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保羅用的智慧一字是 sophia，是指神深奧的事的智慧。他禱告上帝，幫助教會一步一步被帶領，進

入更深的永恆真理的知識。 

 

「真知道他 the true knowledge of Him」保羅為他們向神求的第一件事乃是他們有這樣的靈能夠認識

神。這句話也暗示那些以弗所信徒尚未“真知道祂”。雖然他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但對神的

認識仍不夠深，仍不過一知半解而已。我們怎麼認識神呢？就是要認識基督。正如耶穌在最後晚餐

上所說的：約 14:7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基督就是神的道，是我們信仰的中心（彼後 3:18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

有長進。）。這裡的知識不止是頭腦上的知識，更是生活經歷裡的知識，就是保羅所說的真知識（

真知道他）。事實上，聖經不斷的要求我們要認識神，從舊約到新約都是如此。參何 6:3我們務要

認識耶和華， 竭力追求認識他。約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

是永生。腓 3:8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可惜現在的信徒太過看重神的恩典勝過神自己，

以致我們所竭力追求的都是神能夠為我做什麼（神所賜的恩典），而不是神自己（賜恩典的神）。 

 

保羅為以弗所信徒代求什麼？試分點列出。第一點是什麼？ 

信徒什麼時候得到聖靈？保羅為什麼還求神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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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這靈的目的是什麼？什麼叫做『真知道祂』？『智慧、啟示』和『知道』有什麼關係？ 

我真知道神嗎？我要如何才能真認識他？ 
我平常都是向神求什麼？我曾經向神求過多認識他嗎？ 

 

3. 代求的內容-2（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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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使你們知道」保羅為他們向神求的第二件事乃是真正認識神所賜給我們的盼望。這裡再一次提

到知道（know）。我們的信仰並不是自我催眠，也不是心理作用，乃是紮根於理性的基礎上。聖

經裡面多處提到『知道』、『悟性』、『明白』，證明我們的信仰絕不是一個反理性的宗教。正確

的說應該是一個超理性的宗教。物質界的事物我們可以靠著神所賜給我們的理性、邏輯去研究了

解，而屬靈的事物卻是要靠著聖靈的光照才能明白（林前 2: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

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我們要如何知道呢？必須要心裡的眼睛被聖靈光照。以弗所信徒雖然對於

從前死在罪惡過犯中的情形，已經心眼開明，看見自己是個罪人；但對於神為得救的人所預備的指

望是何等的浩大，較之這物質界的指望是如何真確可靠，他們的心眼仍未看明。 

 

這世界的人被魔鬼控制，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參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這也就是為什麼有許多非常聰明的人，卻是無神論者，甚至是反

神論者。他們也許看過聖經，可能比一般的基督徒都熟悉，但卻不能從裡面得到神的恩典和賜福，

因為他們的心眼瞎了。今天許多基督徒雖然得救，心眼已經打開，但因為習慣於從前的生活，對於

真理仍然不了解，因此保羅求神照明他們心中的眼睛。 

 

「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知道什麼呢？就是神所給我們的盼望。神呼

召我們是要將一個極大的盼望給我們。這盼望就是神在福音裡所應許的。我們今天的問題：教會太

少傳講盼望。我們有什麼盼望？對我有多寶貴？（保羅的盼望是什麼？保羅對盼望的態度是什麼？

羅 7:2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8:22-23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

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

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25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神所給我們的盼望包括身體的改變，將來的賞賜，天上的基業，君尊的王權等。因為有這樣的盼望

才能使我們更加堅定對神的信心，在患難中不致動搖，而且使我們更容易經歷神的愛所帶來的安慰

和鼓勵，也使我們能夠用聖靈所賜的愛去愛別人。 

 

第二點是什麼？保羅為什麼這麼強調『知道』？ 

我們如何才能知道這些屬靈的事情？心眼如何才能被照明？ 

我的心眼被照明了嗎？如何得知？ 

保羅要他們知道什麼？神給了我們什麼盼望？ 

你覺得從祂而來的盼望是那樣的實在嗎？我平常所盼望的是什麼？ 
 

4. 代求的內容-3（18b） 

1:18 …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8「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另外一種翻法是去掉這個『得』字。）第三就是知道神的產業的榮耀。本節的產業可以有兩種

解釋。一個就是我們是神的產業（possession）。我們屬於神的人，就是他的產業，將來要與基督

一起得享神豐盛的榮耀。另一個就是神將來要給我們的產業（inheritance），乃是指父親所留給兒

女的財產。將來神要把他的一切交給我們，就是他的國。這國是大有榮耀，豐盛的無法形容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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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們只有靠著聖靈的光照才能稍微一瞥這榮耀的豐盛。參太 25:34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

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inherit）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第三點是什麼？『基業』是什麼意思？ 

神的基業是什麼？你知道我們是屬於神的基業嗎？ 

你知道我們將來要得到的榮耀嗎？我們是如何得到這個榮耀？ 

你知道神將來要賜給我們的基業嗎？這基業有什麼榮耀？我羨慕這個基業嗎？ 

 

5. 代求的內容-4（19） 

1: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9「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what is the surpassing greatness of His power toward us 

who believe」第四就是知道他的能力的浩大。我們能夠脫離罪惡與死亡，就是靠著這個浩大的能

力。信徒若只看到神現在在他們生命中所施行的作為（醫治我的身體，挽救我的婚姻，給我好的工

作等等），他們可能會看輕了神的能力，尤其是看輕了神藉著十字架所彰顯的能力。 

 

保羅在此不是為信徒『求』這種能力運行在他們身上，而是求神使他們『看見』神要運行在他們身

上的能力是多麼浩大，因為這個能力已經而且正在運行在我們身上了。事實上每一個得救的信徒，

都已經對神這種大能多少有些經歷。我們從前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祂不但叫我們活過來，且『叫我

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 2:6），這正是我們對於運行在基督身上的復活大能

之初步經歷。這能力到底有多偉大呢？就是下面 20-21節所描述的。 

 

第四點是什麼？這能力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保羅是怎麼求的？他為什麼不求這能力運行在他們身上，而是求他們能看見這能力？ 

我平常是否只求神的作為，而不求這能力呢？我了解並經歷過這種能力嗎？ 

 

6. 如何的浩大（20-2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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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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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就是」表示 20節所說的就是前面 19節的「能力」。 

「使他從死裏復活」這浩大的能力所彰顯出來的，第一就是使基督從死裡復活。基督從死裡復活乃

是我們信仰的中心，是所有的使徒在傳講福音的時候必定提到的一件事。保羅在林前 15:14中更是

說『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從死裡復活證明他是神

的兒子（羅 1:4），也證明他已經戰勝了人類最大的仇敵，就是罪和死（羅 8:2）。參林前 15:55-

56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這浩大的能力所彰顯出來的，第二就是使基督坐在自己的右邊。坐

在右邊代表最尊貴的地位。參詩 110:1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

凳。可 14:62耶穌說：「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16:19主耶

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邊。路 22:69,徒 2:33,5:31,羅 8:34,西 3:1,來 1:3,

彼前 3:22。基督虛己，降世為人，順服神的旨意，完成救贖大功之後，神就將他升為至高。參腓

2:6-11。它是指耶穌獲得天上尊榮的位置，被立為宇宙的統治者。 
 

 

21「遠超過一切…」第三就是使基督的地位遠遠超過所有其他的活物。包括執政的，掌權的，有能

的，主治的，有名的，今世的，來世的。在保羅的時候，人們深深地相信魔鬼和天使；保羅所用的

這些字是各種不同等級天使的名稱，有些相對於人類的國家元首、州（省）長、市長或市議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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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不論在天上或是地下，沒有一個是能夠與耶穌基督相提並論的。我們可以說，不論屬靈界之空

中掌權者，或屬物質界之執政掌權者；也不論屬靈界或物質界的任何能力，只要是『有名的』基督

都超過了。 

 

這能力如何在基督身上彰顯出來？試列舉出來。 

耶穌從死裡復活有什麼重要性？耶穌復活和我有什麼關係？ 

『坐在右邊』是什麼意思？神賜給他怎樣的地位和權柄？ 

耶穌有這樣的地位和權柄對我的信心有什麼影響？ 

 

7. 教會與基督（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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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神也使耶穌成為萬有之主，使萬有都聽從他的命令。 

 

「為教會作萬有之首」『首』代表統治者或主宰。這是這個字在希臘文聖經及其它希臘文作品中時

常蘊含的意義。他成為萬有之首，不但是因為他本來就是那創造萬物的主宰，也是為了教會，就是

我們這些相信的人。因為我們將來在耶穌再來的時候要和他一同作王，統管萬有。 

 

23「教會是他的身體」這是以弗所書的主題，就是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我們信徒則是互相為肢體。

（歌羅西書則強調基督是教會的頭。）保羅非常看重這個真理，在以弗所書中屢次提到，如

4:15,4:25,5:23,5:30。在其他的書信裡面也不斷的出現。如羅 12:5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

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林前 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

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西 4:18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in all」神是充滿萬有的神，祂要把祂自己充

滿在教會裡。他的豐盛遠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甚至想像的。他要藉著主耶穌將這樣的豐盛賜給教會，

因為主耶穌本身就是神的豐盛（西 2:9 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而我們既然和他成為一體，我們自然也就得到了這個豐盛。 

 

「所充滿」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完全（圓滿）」。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的完全（圓

滿）』。這並不是說神是不完全的，或者是不夠圓滿的，必須有了教會神才得完全，才得圓滿。其

實基督本身就是神一切的豐盛，他完全不需要我們。但因為愛我們，他寧願降卑自己，成為人的樣

式，與人認同。他甚至願意與所有的信徒成為一體，構成一個完整的身體，成為那充滿萬有者的完

全（圓滿）。 
 

教會和基督的關係是什麼？萬有之首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要為我們成為萬有之首？ 

「教會是他的身體」這個事實有什麼重要性？我們彼此為肢體是什麼意思？ 

我要如何做一個肢體？我知道我是那個肢體嗎？我的恩賜是什麼？ 

我在今天的查經中學到什麼？對我的靈命有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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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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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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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從死裏復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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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V NASB 
15 

For this reason, ever since I heard about your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and your love for all God’s 

people,  
16 

I have not stopped giving thanks for 

you, remembering you in my prayers.  
17 

I keep asking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glorious Father, may give you the 

Spirit
[a]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18 

I pray that the eyes of your heart may be 

enlightened in order that you may know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the riches of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his holy people, 
19 

and his incomparably great power for us who 

believe. That power is the same as the mighty 

strength  
20 

he exerted when he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seated him at his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y realms,  
21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power and 

dominion, and every name that is invoked, not only 

in the present age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22 

And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appointed him to be head over everything for the 

church,  
23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everything in every way. 

 

a. Ephesians 1:17 Or a spirit 

 

15 
For this reason I too, having heard of the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which exists among you and 
[a]

your love for all 

the 
[b]

saints,  
16 

do not cease giving thanks for you, while making 

mention of you in my prayers;  
17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glory, 

may give to you a spirit of wisdom and of revelation in 

the
[c] 

knowledge of Him.  
18 

I pray that the eyes of your heart 
[d]

may be enlightened, 

so that you will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e]

saints, 
19 

and what is the surpassing greatness of His power toward 

us who believe. Thes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king 

of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  
20 

which He brought about in Christ, when He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seated Him at His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y places,  
21 

far above all rule and authority and power and dominion, 

and every name that is named, not only in this age but also 

in the one to come.  
22 

And He put all things in subjection under His feet, and 

gave Him as head over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  
23 

which is His body,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in all. 

 

a. Ephesians 1:15 Three early mss do not contain your love 

b. Ephesians 1:15 V 1, note 2 

c. Ephesians 1:17 Or true knowledge 

d. Ephesians 1:18 Lit being 

e. Ephesians 1:18 Or holy o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