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屬靈的福氣和
死裡復活的大能

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

在基督裡的屬靈
福氣（1:3-14）

The Royal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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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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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问安(1：1-2) 在
基
督
裡
與
上
帝
關
係

神的新民的福氣：頌讚(1:3-14) 

神的新民的助力：祷告(1:15-23)

得救
經歷

神的新民的形成：從罪死裡復活(2:1-10) 

神的新民的形成：猶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裡和好(2:11-22）

達到
豐滿

保羅在神的新民計劃中的特殊使命（3:1-21）
-宣讲的特权(3:1-13) -為信徒祈祷 (3:14-21)

實
行

相
稱
行
為

合一
建造

神的新民的生活：屬靈責任（4:1-16）
-保持合一（4:1-6） -合一中的多元（4:7-16）

在
主
裡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更新
順服

神的新民的生活：道德責任（4:17-5:21）
-新生命取代旧生命(4:17-24) -真理取代虚谎(4:25-5:2)
-光明取代黑暗(5:3-14)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神的新民的生活：家庭責任（5:22-6:9）
A 丈夫和妻子(5:22-33) B 父母和儿女(6:1-4) 
C 仆人和主人(6:5-9) 

爭戰 神的新民的爭戰（6:10-20）

结语和问安(6:21-24)



3願頌贊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曾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4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
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5又因愛我
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借著耶穌基督得兒
子的名分，6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贊。這恩典是祂在愛子里
所賜給我們的。7我們借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8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
足足賞給我們的，9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
祂旨意的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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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們也在祂
裡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祂旨意
所預定的，12叫祂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
人，可以得著稱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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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信祂，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贊。

閱讀經文（1:3-14）



保羅頌讚神恩賜人的屬靈福氣和恩典

本書信從問候直接進入頌讚神的讚美詩，希臘文原是一句無結構的長句，
天上屬靈福氣樣樣相連，層層疊加，1:3 是關鍵句講明
- 福氣是來自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一切祝福恩典的源頭；
- 在基督裡（11次希臘文），表明賜福的渠道是基督；
- 聖靈是我們確實經歷天上的福氣（天國屬神生命）
（1:4-14）三位一體的神一起工作將天上無比豐盛一切屬靈（或譯聖靈）
福氣從天上傾倒給我們，恩賜給我們， 其中貫徹的主旋律：
1 神從亙古到永遠使萬事按祂完美的旨意成就
2 祂的對世人的旨意已在基督身上成就，世人得一切福氣都在基督裡面
3 祂賜聖靈的福氣使我們得到屬神的生命
4 為此目的是神的子民生活要「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KJV分成三句按時間，幫助分析
1:3-6 論述創世前的計劃，以父神的美意為中心-父神的揀選和預定
1:7-12 論及已經完成工作，以基督的救贖為核心-基督寶血蒙救贖和基業
1:13-14 遙指救贖的完全，以聖靈的工作-是印記和憑據， 指向完全的得
贖和完全得基業
每段都以頌讚神結束，看到三位一體神在人身上的恩典和賜福，使神的榮
耀受到稱讚。



3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4 just as He chose us 
in Hi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without 
blame before Him in love, 5 having predestined us to adoption as sons by Jesus 
Christ to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6 to the praise of the 
glory of His grace, by which He mad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7 In Him we have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8which He made to abound toward us in all wisdom 
and prudence, 9 having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which He purposed in Himself, 10 that in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fullness of the times He might gather together in one all things in Christ, both 
which are in heaven and which are on earth—in Him. 11 In Him also we have 
obtained an inheritance, being predestine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Him who 
work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12 that we who first trusted in 
Christ should be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13 In Him you also trusted, after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in whom also,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of 
promise, 14who is the guarantee of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e 
purchased possession,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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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願頌贊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

願頌讚歸於： 唯有神是配得稱頌的，人得到的福氣或蒙福是來自神。所用時態是過
去時，表明神已經把這福氣在起初就要給全人類，而且還在不斷賜給我們
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福的主動發起者是父神，賜福的
渠道是基督，賜福的內容是屬靈的福氣
天上：本書指看不见的属灵环境，与能见能摸我们称为地的环境相对，是眼不能见
之善恶势力，互相争斗要支配人类个别与群体生活的层面。書出現5次
（1:3,1:20,2:6,3:10,6:12）這裡指在基督裡的屬靈(聖靈)生命是來自神的，天上
的生命，神國的生命。

神所恩賜的福氣有什麼特性？
-是在基督裡，領受福氣要進入基督裡，與基督聯合，就像葡萄樹和枝子的關係。
-屬靈福氣，不是靠聖靈賜下，也不是靠靈感才有的福氣，而是強調屬靈的福氣，過
屬靈生活的福氣，相對於屬物質和在世人所講的福氣
-各樣福氣，神提供給屬靈生活各樣豐豐富富的供應，在基督每種好處都給信徒了
-福氣是天上的，是來自天上神的國裡，也帶入永恆神的國度了。信徒雖然肉體在地
上過屬世生活，但在屬靈裡與基督聯合，與基督同在，與基督生命聯合，有屬天的
生命的供應，這是無比的福氣，願我們可以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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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5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借著耶穌
基督得兒子的名分，6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贊。這恩典是祂在愛子里所賜
給我們的。

揀選：原文「為自己而選取」揀選的教義貫徹全本聖經，舊約以色列蒙揀選，並不因他們有什麼美好的德性，
而是作為成就神永恆旨意的器皿。新約肯定揀選的原則，揀選不再有國別和民族的限制，而是神藉著基督以
恩慈和主權叫個別罪人得救。這也是以弗所書後面詳述的真理， 保羅在這裏是指廣義神揀選的原則和目的，
並在神預定的旨意中明顯的早已進行了，在「從創立世界以前」。
新約有關揀選經文（約6:39-40，15:16 羅8:29 帖後2:13 提後1:9 彼前1:2）
聖潔 ，無有瑕疵：用的是舊約獻祭的祭物術語，完美的祭物獻給神，歸給神。

因愛我們：有一解釋或譯本是承接前面，使我们在祂面前在爱中圣洁而无瑕疵（相關帖前3:12-13）
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指向神的旨意和有主權的愛，是神對人的善意而定的旨意。
得兒子的名分：概念是「收养」adoption，中文译作「得儿子的名分」（罗8:15-17、23;加4:5)，因为作为
养子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恩典得到的权利，在父家中享有与亲生子女同等地位和權益。靠著耶穌和
祂完成的救恩，人進入到收養歸給神。是創世之前神訂的計畫，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預定：原意是預先以界線劃開，預先做決定，也有譯作「注定」表明神为祂子民安排之计划，是在亘古以前
定下的这个事实。这计划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人是为了与神过团契生活，作父神之子女而被造
的（創1:26，徒17:28）这权利因犯罪被剥夺，但靠着恩典，儿子的名分却在基督里，藉着基督得以恢复

榮耀：含有神自我启示和彰顯的意思，這裡榮耀作為形容詞，表明恩典的榮耀是神自顯滿有恩典的神
恩典：源于名词 Charis「恩典」grace指不配得，沒有自己的做工爾得到的好處
祂在爱子裡面的：基督永遠住在神無限的愛中，我們在基督裡經歷和得到神對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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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蒙揀選之福：
-神在「基督裡」揀選人:離開基督和基督做成的代贖工作，就沒有「揀選」也沒
「有救恩」
-神在「創立世界以前」揀選人:萬有還未被造之前，神就在基督裡做了揀選的工作
和拯救世人的心意，表明這是神永恆的揀選的旨意，從沒改變過
-神的揀選目的「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蒙揀選是為了神的
目的，分別出來，完美無可指責，歸給神
-神的揀選是「按自己旨意所喜悅的」:揀選和預定完全是出於神自己的恩慈和心意，
而且祂的旨意必然成就，不會落空
-神的揀選和預定是要「使祂的恩典的榮耀得著頌讚」

對基督徒來說，神揀選和預定的旨意從創立世界以前已經存在的事實，它是屬天出
於神的；神揀選我們，是神主動的工作和恩典，不在乎人的行為，目的要我們在祂
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因此揀選的目的不單是得救，更包括了聖潔生活，見證
和頌讚神恩典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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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預定得兒子名分之福：
保羅在此指出神的預定的旨意是出於神的主權和是神對人的善意，表明神为祂子民
安排之计划，是在亘古以前定下的这个事实。这计划就是我們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
的名分，被神當作作兒子，歸給祂，與神建立父子關係，或譯為「在愛中，預定我
們藉著耶穌基督成為神的兒子」得兒子的名分也表明在父家中享有与亲生子女同等
地位和權益。這是創世之前神訂的計畫，不但我們必須在基督裡才能得著屬靈的福
分，神也藉著基督使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恩典：神白白赐予我们的恩典是出於神自己，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宠，而非我们有任
何德行所配得。基督永遠住在神無限的愛中，我們在基督裡經歷和得到神對基督的
愛。這一切都是為著神的荣耀得著稱讚，神榮耀含有祂自我启示和彰顯的意思。

總結蒙福的源頭：如何來到-按父旨意藉著耶穌基督，何時來-創世之前，為何來-因
愛我們，是什麼-揀選人成為聖潔無有瑕疵被神收養歸給神à為此我們要讚美神見證
神榮耀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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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們借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8這
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9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
美意，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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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們也在祂裡面得了
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祂旨意所預定的，12叫祂的榮
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贊。

藉這愛子的血：藉愛子流血和所受的刑罰得蒙救贖和赦罪，同
時也提醒救贖是藉爱子的血所成就，是付上昂貴的贖價。
得蒙救贖：舊約背景土地原有主人可以贖回自己的產業，以色
列民也是神從埃及為奴巴比倫被擄中，靠神恩典贖回，恢復為
神的子民。新約藉愛子的血將人從魔鬼和罪中買贖回來。
過犯得以赦免：被控的犯罪行為不被追究或抹去，神抹去我們
過犯，饒恕我們。

诸般智慧聪明： 智慧 (sophia)是「能够看清事情核心， 知道
其中真相的知识」；聪明(NASB 作 insight;吕振中作“明
达”)则解作「能够导致正确行动的理解」巴克莱(W. 
Barclay):“基督给人能力，可以看见终极永恒真理，又能解决
每时每刻的问题”
奧秘：希腊文（mystērion） 指加入某種組織通過秘密儀式或
知識得到的秘密或指任何秘密。七十士译本用它来形容神所启
示的事物（但2:19）保羅時代當地文化受奧秘教派的影響，保
羅刻意拿神在基督里向一切願意的人啓示、又交給教會向世界
宣講的真理，來針對怪誕而無根據的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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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們借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8這
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9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
美意，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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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們也在祂裡面得了
基業，（得或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祂旨意所預定的，
12叫祂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贊。

照所安排的：希臘文用来形容管理家务，或管理家务者的责任，也有譯為神主權的計劃
日期：希臘文（chronos），不是指年月日，而是指一特定时间按神旨意成就的决定性时机
同歸於一：或譯作「合一」 原意把事物收集起來，以一整體的形式展示。上下文包含了三個概念:恢復、
合一、基督為首。將萬有恢復到以基督為惟一之首的旨意。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原意為绝对普世性的措詞，指的是整个被造的万有，属灵和属物质的都包括在内。

得了基業：希臘文klēronomia 同源動詞klēroō原意「拈阄选出来」引伸爲「神的分」，成為神之分
的人，歸為神的私有，也有譯為我们已被〔神〕據為己有。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原已卖给魔鬼和罪，
现今却在基督里蒙了拯救，成为主的产业，被主收为私有，受主的保护、管理、享用，是祂救赎的果子。
所以我们不但在基督里得了属天的福分，也在基督里被祂得着、成为基督的分。

照著祂旨意：神有位格並且主動介入這世界的神， 按著智慧和恩典使自己心意成為事實的旨意。
隨己意行作萬事：使萬事按照祂意志所定的成就（NIV）
首先。。有盼望：它可以指當時猶太人和外邦人在他人之先信主 (在道成肉身之後)在基督里有盼望，
也可以猶太人指在基督降臨以前，已經把盼望寄託在那位基督身上-對彌賽亞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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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蒙救贖之福 （1:7）

原文直譯作「我們在祂裡面藉祂的血得 蒙救贖」
我們原本是罪的奴僕在撒旦權勢捆綁之下，干犯神，本該受死的刑罰。神的拯救，藉舊約歷史

- 為奴（以色列民從埃及為奴）和 被擄（在巴比倫被擄），都是神主動的拯救和釋放以色列
民。針對人所犯的罪，舊約的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來9:22;利17:11 )，表明罪
需用獻祭付上罪的工價，流血清潔罪的影響，使人可以恢復與神的關係。新約顯明神愛子-神
的羔羊為世人的罪被釘死，流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作為贖罪的祭，擊敗罪和撒旦權勢，將人從
罪中釋放出來。這救贖赦免是照祂豐富的恩典，這恩典的豐富是人所不能盡明，更遠超地上一

切的財富。

- 是救贖性、 恢復性的恩典
- 神的救贖不止在接受救恩時得一次性身分的改變， 而是持續性帶來生命的改變
- 救贖靠著在基督裡，住在祂裡面（羅3:24，西1:14）

（思考）救贖之恩對信徒有什麼意義？

（應用）救贖之恩如何回應在信徒個人生活中？

- 常記念主恩，不住感恩和讚美，頌揚祂的救恩，
- 每次守主聖餐，不再只是例行公事而是再次深刻記念神的救贖恩典，神愛子捨

命付上的沈重贖價，全心向神獻上感恩，立志為主而活。
- 依靠主寶血潔淨的功效，住在基督裡，靠賴祂每日生活勝過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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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蒙啟示之福 （1:8-9）

是指神在基督裡賜諸般智慧聰明，使人能明白神的救贖赦罪之恩，神啟示了祂對人
的旨意和目標，和神的終極永恆真理，並幫助人有智慧來應用，解決基督徒生命每
時刻遇到的問題。神啓示了祂對於人的目標和宗旨，及其中細節的旨意(西1:9)；使
徒將之稱為奧秘，是指新約之中神已經啓示的事物，而不是某種神秘的東西。人能
夠明白什麼，全倚靠神啓示的心意，以及神賜予的聰明。保羅表達神讓人知道祂旨
意的奇妙，是出於神的預定和神的美意，在基督裡。

- 神所賜的目的是叫人知道祂旨意的奧秘，永恆的真理
- 神所賜的是豐豐富富的恩典，出於神，傾倒給人
- 神所賜的是幫助人生命的改變

（思考）神所賜的諸般智慧聰明和世人所講的智慧聰明有何異同？

（應用）你能想到神賜智慧聰明影響在自己生活中哪些方面（聖經有哪些教導）？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太6:20）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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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1:10）

保羅向信徒宣講神的奧秘：宇宙（神的創造）最終歸宿是，天上地下萬有都在基督
裡同歸於一，耶穌基督是神一切創造的元首（至高統領）。這本是神創造的本意，
因犯罪破壞了神的秩序，神按自己權柄所定的日子和節期，按時成就， 祂從亙古在
基督里所計劃的旨意就會圓滿達成。【丁註釋】保羅在此論述在基督裡的合一不是
遙不可及，而是呈現教會持續不斷的工作，在這個被種族、膚色、文化、政治系統
割裂了的世界中，將萬物和萬人奪回，使他們順服基督，並在基督裡面，找到自己
真正的崗位，合而為一，歸回本有秩序。

（應用）你認為教會在現時代中，在神的同歸於一的計劃有什麼使命和挑戰？
你如何看待美國大選後出現的分裂問題？有什麼聖經教導幫助我們調整視角？

- 法利賽人問、 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 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
的．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看哪、在那裡．因為 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
〔心裡或作中間〕（路17:20-21）

- 使徒在本書中特別強調「在基督里」合一關係，說明不但現在一切信徒不分猶太
人外邦人，貧富老幼，都在基督里同歸於一，而且至終萬物也都要在基督里同歸
於一，恢復神本意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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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得成基業之福（1:11-12）

「我們在基督里得了基業」，所謂在基督里得了基業，也就是在基督里得了各種天
上屬靈福氣和權利的意思。這些天上的屬靈福分，原本不是我們所配得的，卻因基
督的救贖，使一切因信而進入祂裡面的人，憑著祂受死復活的功勞，便在祂裡面承
受了這一切天上屬靈的福分，好像承受一種合法的遺產。
「我們在基督里成了基業」，意思是，我們這些蒙救贖的人，原已賣給魔鬼和罪，
現今卻在基督里蒙了拯救，成為主的「產業」，被主收為私有，受主的保護、管理、
享用，是祂救贖的果子了。所以我們不但在基督里得了屬天的福分，也在基督里被
祂得著、成為基督的分。

神在舊約為新約的啟示，都預畫藍本，在基督裡得基業，從以色列人得應許之地-產
業-遊牧住帳篷-到約書亞記-分地得產業-在基督裡的基業-永久的家園，天上永恆的
基業，同時我們也被神得著，歸屬神。

保羅在此談到神救贖世人的計劃和盼望「我們。。首先」2種解釋：一是從首先在信
主基督里有盼望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身上開始，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另一種是
舊約是神為人類所定的旨意實行的開端。神救贖世人的計劃，是從首先在基督里有
盼望的猶太人身上開始。他們是預定「預先挑選」，歸為神作為神之分的人，也在
神的裡面得了基業。這是按照祂心意所命定的，祂的旨意到處運作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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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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贊。

聽見真理的道：聽道才能帶來對福音真理的認識(羅 10:14)，但是只聽道若不導致信心，也

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只有憑藉信心才是獲取神福氣的惟一途徑。外邦人和猶太人，都同樣在
聽見、相信之後，受印記。
你們：指外邦人信徒
印記： 古時的印記，是物主或重要信件發送者 的私人記號，以便分別信件的真偽。此外，
它又有封緘的功用，保證經過傳送的物件原封未動。猶太人視割禮為印記(羅4:11);聖靈則是

基督徒的印記。信徒在生命中經歷聖靈帶領，對他們是最真實的驗證，並對別人顯示所信之
道是真實的; 聖靈又給予內住的保證，確認他們是屬乎神的兒女(羅8:16，加4:6), 聖靈在信
徒的生命中， 成了神在信徒裡面、為聖徒成就工作之不容否定的記號。
所應許的聖靈：可能指舊約應許的聖靈（結36:26-27，37:1-14，珥2:28）, 也可能新約主耶
穌應許的聖靈（約16:7）。

憑據： 兩方交易時先付「金額一部分」，這字是由腓尼基商人引進希臘詞，作為全部款項必
然清償的憑據或保證。神賜給信徒聖靈，當作是祂要給我們全部「基業」的「定銀」—當作
是祂要給我們全部天上福氣中，先給我們的一部分，作為我們從祂那裡所得的一種保證，證
明祂必會使我們得著其餘全部的天上屬靈福氣。

直等到神之民被赎：直譯直至產業的得贖，我們現在有憑據將來必完全擁有。按基督徒的應
用來解釋，「贖」是解放罪的奴隸，使之成為神的子民，這救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一部分，
到了末日就會完全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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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得聖靈為印記（受聖靈印記之福 ）（1:13）

你們外邦人也是信靠基督，得以能進入到神的旨意中。你們信靠基督是因已經聽見
真理的道，即神在祂兒子里的啓示，也是福音是帶著神慈愛憐憫的得救消息，並且
相信而且信靠。舊約神加給猶太人以割禮為印記; 新約聖靈則是神給信靠主的人的
印記，表明歸屬神。信徒在生命中經歷聖靈帶領，對他們是最真實的驗證，並對別
人顯示所信之道是真實的; 聖靈又能給予內住的保證，確認他們是屬乎神的兒女。

有聖靈為得基業的憑據 （1:14）

神赐给信徒圣灵，当作是祂要给我们全部“基业”的定金。現今基督徒藉聖靈而得
的經歷， 使之能夠預嘗將來必能完全得著神所賜予的基業，並且也是他們能得基業
的保證。也可解釋基督徒是被解放罪的奴隶，使之成为神的子民，这救赎的工作已
经完成了一部分，到了末日就会完全成就。我们必能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了（彼前1:4）

同樣這也是为了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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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天上的福氣 對比地上的福氣， 他們有何異同？

2 針對各樣屬靈福氣，蒙揀選，成聖潔，得名分，罪得赦，得
基業，受印記， 分別找出對應經文，並解釋對自己的意義？

3 你所經歷哪些屬靈的福氣，妳願意為此與人分享和頌讚神的
恩典的榮耀？

4 選取1-2個福氣或經文，默想，頌讚和感謝神（寫下來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