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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018 新約讀經班，王文堂牧師

以弗所書 1-6 章



以弗所書：專講教會的一本書

•以弗所書的主題是「教會」，每位信徒都應當詳細研讀。
對於教會，人人都有自己的觀念，有自己的經歷，但若
想要明白神旨意中的教會，就必須研讀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大綱

1. 第一章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頌讚與禱告

2. 第二章 教會是上帝的家人：拆毀與建造

3. 第三章 教會是福音的傳人：託付與能力

4. 第四章 教會是聖徒的工程：百節與身體

5. 第五章 教會是基督的新婦：離開與連合

6. 第六章 教會是基督的軍隊：爭戰與得勝



以弗所書金句

1.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23）

2. 本乎恩，也因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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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弗2:8-9）



以弗所書金句

3.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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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身體只有一個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
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浸，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弗4:4-6）



以弗所書金句

5. 建立基督的身體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
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4:11-12）

6. 基督愛教會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弗5:25）



以弗所書金句

7.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
鬼的詭計。（弗6:10-11）



一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1A 頌讚：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弗1:3-14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
各樣屬靈的福氣：

1. 揀選：創世之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2. 預定：按著旨意，在基督裡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

3. 恩典：藉著寶血，在基督裡賜給我們赦罪的恩典

4. 奧秘：日期滿足：在基督裡萬物歸而為一

5. 基業：受了聖靈，在基督裡成為得基業的憑據



一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1B 禱告：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弗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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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恩召：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2. 基業：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3. 能力：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一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2-23）

1. 基督是萬有之首：為了教會，基督做萬有之首，使教會有合法
的權柄，可以執行基督的使命。

2. 基督是教會之首：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充滿萬有者的豐滿狀
態。



二 教會是上帝的家人

1. 死在罪中：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A. 隨從今世的風俗（這世界的歷程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世界的控制

B. 順服空中的邪靈：邪靈的控制

2. 活在主裡：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A. 得救的方法：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B. 得救的目的：我們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神看為正的事）。



二 教會是上帝的家人

1.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
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A. 拆毀了外邦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牆

B. 拆毀了人與人之間的牆：種族、文化、階級、地位、性別…

2. 在基督裡歸為一體：
A. 藉著十字架歸為一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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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藉著聖靈歸為一體：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
父面前。



二 教會是上帝的家人

1. 教會是神的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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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是神的聖殿：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三 教會是福音的傳人

1. 神對保羅（傳福音的人）的託付：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
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2. 神對教會（傳福音的群體）的託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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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秘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
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
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
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又
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是如何
安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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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福音的奧秘

2. 基督的奧秘

3. 上帝的奧秘



四 教會是聖徒的工程

1. 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
A.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B. 用愛心互相寬容，
C. 用和平彼此聯絡。

2.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A. 身體只有一個 One Body
B. 聖靈只有一個 One Spirit
C.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One Hope
D. 一主 One Lord
E. 一信 One Faith
F. 一浸 One Baptism
G. 一神 One God, above all, through all, in all.

• 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四 教會是聖徒的工程

1. 恩賜的目的：聖徒各盡其職 For the work of service
A. 基督給教會的恩賜：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

師和教師，

B. 這些恩賜的目的：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2. 建造的方法：百節各按各職 Each part does its work
A. 聯絡與分工：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

B. 增長與建立：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時事討論：
國葬典禮
State 
Funeral

12/5/2018
National
Cathedral

美國第41
任總統老
布許的國
葬典禮在
華盛頓國
家大教堂
舉行



進場的時
候由十字
架前導，
聖職人員
隨行。接
著是國旗
進場，之
後是覆蓋
國旗的棺
木。在場
來賓全體
肅立，對
國旗致敬。
十字架在
前，國旗
在後。



布許總統
是聖公會
Episcopal
Church 的
信徒，儀
式按照聖
公會的規
矩進行。
聚會中讀
聖經、禱
告、唱詩
歌，結束
之前全體
誦讀使徒
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