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歌：所有美善力量是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最後之詩

所有美善的力量 https://youtu.be/r_zFg6K4UZA 寫於獄中， 他因反對希特勒和納粹而被抓。
1945年4月，潘霍华在弗罗森比尔格集中营（KZ Flossenbürg）仍然講道給獄中的人鼓勵獄來自各國
的同伴。一位獄友見證潘霍华使人看到神是真實的和親密的，1945四月八號，潘霍华做完一個小型的
崇拜，他的話觸及人心，在他幾乎做完最後的禱告時，獄門打開，他被帶走, 告別時他說“This is 
then end, but for me it is the beginning of life”次日被吊死在Flossenburg遇害，时年39岁。
两周后，美国士兵抵达了这座集中营�

所有美善力量默默圍繞， 神奇美妙安慰保守，讓我與你們走過這些日子，並與你
們踏入新的一年
儘管過去年日折磨心靈，艱困時光重擔壓迫，主啊！請讓飽受驚嚇的靈魂，得到
已為我們預備的救恩
若你遞來沉重苦杯， 杯緣滿溢痛苦汁液，你良善慈愛聖手，毫不顫抖感謝領受
若你願意再賜我們，世上歡樂陽光亮麗，我們記念如梭歲月，生命完全交託給你
請讓燭火溫暖明亮燃燒，你給黑暗中的我們燭光，請容許領我們再度相聚，明白
你的光在黑夜照耀

寂靜深深圍著我們展開，讓我們聽見那豐富響聲，從週遭無形的世界擴散，凡你
兒女盡都高聲歌頌
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蓋，不論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上帝都
必將與我們同在

https://youtu.be/r_zFg6K4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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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上的福氣 對比地上的福氣， 他們有何異同？
天上是信徒屬靈生命的所在，相對與肉體生活的環境是地上。從靈裡信徒已與基督
在天上；將來主基督再來，身體復活不朽壞的身體與主一起永遠在天上。
「在天上」1:3 屬靈福氣範圍 1:20 基督現今在寶座上 2:6信徒在基督裡與主同坐
寶座；3:10 天使看到神教會裡彰顯智慧的地方 6:12現今信徒與邪靈爭戰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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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屬靈福氣地上福氣

蒙揀選 à 成為聖潔，無瑕疵

被預定 à 得兒子名分

蒙救贖 à 過犯被赦免

得啟示 à 知道神旨意的奧秘

地位、尊榮

健康、長壽

聰明、才幹

財富 得基業 (受聖靈作憑據)

家庭、朋友

內

容

蒙
揀
選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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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蒙
救
贖

受
聖
靈

得
基
業

得
啟
示

創世以前 在時間裡 在永世裡



天上屬靈福氣地上福氣

蒙揀選 à 成為聖潔，無瑕疵

被預定 à 得兒子名分

蒙救贖 à 過犯被赦免

得啟示 à 知道神旨意的奧秘

地位、尊榮

健康、長壽

聰明、才幹

財富

家庭、朋友

永恆短暫

在基督裡普遍

重生的基督徒任何人

內

容

範圍

對象

期限

得基業 (受聖靈作憑據)



蒙
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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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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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以前 在時間裡 在永世裡

天上屬靈福氣 意義

蒙揀選à成為聖潔，
無瑕疵 （1:4）

神在創世以先在基督裡揀選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追求聖潔生活，榮神益人）

被預定à得兒子名
分 （1:5）

（因神的愛）和神自己美意和心意，預定信徒藉著基督得兒子的
名分，與神有父子關係，得享父親的產業 （與神親近）

蒙救贖à過犯被赦
免 （1:7）

藉神愛子的寶血-基督為世人的罪被釘死，流寶血洗淨我們的罪，
作為贖罪的祭 ，使人被贖回，過犯被赦免 （記念主恩，為主而活）

得啟示à知道神旨
意的奧秘 （1:8）

神啟示祂永恆的旨意，並賜智慧聰明，知道在基督裡的救贖，在
基督裡面同歸於一，在基督裡得（成）基業 （尋求真理和主旨）

得印記à聖靈為記
為神兒女 （1:13）

信了基督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歸屬神的記號 （有得救的確
據，與主同工廣傳福音）

得基業 (受聖靈作憑
據) （1:14）

聖靈一直與信徒同在，直到神之民得贖，就是主再來我們與主
一起到永世裡，信徒有聖靈為定金，預嚐部分屬天的福氣，為保
證金在永世裡得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有活潑盼望面對試煉）



以弗所書

在基督裡的豐盛
和大能（1:15-23）

The Royal Walk



書信段落

真
理

蒙
召
恩
惠

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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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16就為你們不住地
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
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18並且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
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9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
能力是何等浩大，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
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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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
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閱讀經文（1:15-23）

祈禱內容：
1 感謝（1:15）
（1:17-19）
2 賜人智慧啟示的靈，照明心中的眼睛
3 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
4 知道神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
榮耀
5 知道神向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20-23）
6 神的一切豐盛和大能彰顯的基督裡
7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8 教會在基督裡承受神一切的豐盛，被這充
滿萬有的基督所充滿，見證彰顯基督的完美

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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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16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
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感動保羅為收信的信徒感謝和禱告的原因：

一 聽見收信人們在基督裡有信靠的心（信從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二 他們對众聖徒的愛心 （一些古抄本，愛可能被略掉，有些抄本或譯本選擇與平
行經文西1:4「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對應，加
上愛心）
三 他们对基督有确实的信心和爱心，表明神在基督里所赐的一切福气亦成为以弗
所人所有的福气

信心與愛心相連

在保羅的書信中，常將信心與愛心連在一起講，信心與愛心有密切的關係。信心維
繫我們與神的關係正常，愛心維繫我們與人的關係正常，而真信心是真愛心的根基。
因為我們對神的關係若不正常，對人的關係也必不正常

保羅的代禱

常記掛所服事教會，在禱告中常常記念教會，為他們感謝神。「不住的感謝」表現
這種感謝彷彿從內心滿溢出來的一樣，誠實而且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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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

主耶穌基督的神：主耶稣基督曾为人，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所以神就为祂的神。
因祂能夠稱聖父為「我的神 」（太27:46，約20:17）

榮耀的父：祂是一切榮耀所屬的聖父; 藉創世彰顯一切權柄威嚴的是祂，佑護人、
救贖人的也是祂，祂是一切的源頭。我們可以到父神面前禱告，是因救贖大工的完
成，因著信與基督的結合。 原本住在荣耀之中为人所不能亲近的神，藉著基督成
为我们的“父”了。

智慧和啟示靈：靈字1指人的心靈(弗4:23;羅1: 9;林後7: 13)；2指有位格的神-聖
靈；3人心意或靈魂可以得著或表現的特質，由屬靈帶出的氣質，心態或才能，例
如「溫柔的靈」(或譯「溫柔的心」林前4:21，加6: 1)；「信心的靈」(或譯「信
心」林後4：13) 。NEB譯本“智慧和异象的属灵能力”

真知道祂：原文是正確，徹底，全備的知識，對神有完全的認識，得著智慧和啟示
的靈幫助認識，也是經歷上的知道，不只在口頭上和理論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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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
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9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
浩大，

心中的眼睛：在沒有認識神得到神得生命前，人好像在黑暗中，若接受祂進入個人生
命，心眼被打開能夠看見真理（賽9:3「瞎眼的得以看見」）
照亮：聖靈工作照明，使聖經中神的話，觸動我們個人生活和屬靈生命，告訴神與我
們個人的關係，改變我們的想法，改變我們的生命
恩召：恩召也為呼召，是神主導也是屬神的，一神呼召世人歸向祂；二神繼續在信主
人生命中的工作和使命
指望：客觀是存在天上的盼望的事例1:5，主觀是對（完全得贖，應許，屬靈福氣等）
有信心和十足的把握。

在聖徒中得的基業：1 神把信徒看作自己永遠的產業（舊約常用）；或2神的旨意真
理在祂教會裡和信徒中宣揚和顯明，蒙神的聖靈光照經歷神的一切豐盛並榮耀神
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因為信徒在主基督裡，基督裡的一切豐盛彰顯在屬神的聖徒中。
與神相交，神的旨意真理在祂教會裡和信徒中宣揚和顯明，蒙神的聖靈光照體會到神
的一切豐盛和榮耀

能力：神擁有權能和力量，超自然的能力，從運行中彰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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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對象：「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父神差遣子神，道成肉身，
完成救贖，被救贖之民歸在基督裡。基督是我們的中保，唯有在基督裡，我
們才被潔淨和有神兒女的身分，可以稱父神為父，到祂面前禱告。

禱告的內容： 恩賜「智慧和啟示的靈」「照亮心中的眼睛」 真知道。。。

求賜人智慧啟示的靈，能真知道祂（1:17）
保羅為信徒向父神祈求賞賜很重要一樣是智慧和啟示靈即聖靈帶來属灵的悟
性和心思，使我们能领悟属灵的事，从而更多认识神，将属灵方面隐而未明
的事揭露出来，使我们心窍开通，对于属灵的事茅塞顿开。福音的奇妙，各
樣的屬靈福氣，神的榮耀，若沒有來自神的智慧和教導是無法深深知道；
另一方面能親身經歷神，即與神有深入的交通，觸及到個人生命中。
認識神就是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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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經文：「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 神」（西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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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心中的眼睛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1:18a）
在沒有認識神或經歷神前，人好像在黑暗中，若接祂進入個人生命，心眼
被打開能夠看見真理，保羅求神使信徒整個內在都蒙神的真光照亮，對神
的話，神的恩召，神的心意，神的大能，有強烈的反應，內心火熱

（路24:13-33耶穌復活後在以馬忤斯路跟他門徒交談「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
不認識他」。。「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
信得太遲鈍了」。。「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纔認出他來」。。「他們彼此說、在
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

知道祂恩召有何等指望：恩召是永生神恩典的呼召和盼望世人歸向祂，包
括召喚人來領受救恩，使人認罪悔改歸向神；並要求信主的人生命中完成
神差派的工作和使命。這呼召，能夠為沒有指望的人帶來永恆的盼望：1復
活不會再死；2 基督在來與祂一同在天上；3 天上的永遠基業；4 神兒子
的身分

保羅為信徒祈求，更多知道恩召的盼望，那完全得贖，屬天的生命，神兒
子的身分，天國的基業，和一切榮耀的恩典，歡喜等候去領受。
這盼望也幫助信徒就面對暫時的苦楚（羅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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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神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18b）

一切都是神的，怎麼可能在聖徒中得基業即為可傳承的產業 ？
有兩種理解， 一是神在信徒裡的基業 二是信徒在神裡得到基業。
選二根據，相同與1:11，14 「我們也在他裡面得了基業」「 是我們得基業
的憑據」
選一根據，以神為本，為一切中心，認為是神得到信徒，成為屬自己永遠的
基業（舊約類似的經文： 出34:9「 說、主阿、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
我們中間同行、因為這是硬著頸項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孽、和罪惡、
以我們為你的產業。」詩28:19 大衛賜福給你的產業）
保羅這裡指是與神的團契相交，神的旨意真理在祂教會裡和信徒中宣揚和顯
明，蒙神的聖靈光照經歷神的一切豐盛並榮耀神。

根據上下文，保羅所以表達是，因為信徒在主基督裡，神在基督裡的一切豐
盛都彰顯在屬神的聖徒中。神與教會和信徒的相交，神的旨意真理在祂教會
裡和信徒中宣揚和顯明。迫切願望信徒因蒙神的聖靈光照，體會到神的一切
豐盛和榮耀，認識神在他們身上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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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1:19）

神擁有無可測度和限量的權能和力量（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在信靠神的人
身上運行，來得到彰顯，為人所知。這大能大力彰顯在主基督死了復活。

神的大能也恩賜給信徒可以來支取，但和信心分不開的，信心有多少，神的
能力才能顯出多少，連接與神，靠著信心來支取。神的大能可以扶助信徒的
軟弱，使靈裡堅強且活潑，潔淨並改變我們的生命，使軟弱的變為剛強，並
且有活力和動力。

總結： 保羅為以弗所的眾聖徒祈禱，這個禱告顯示保羅對神有深切的認識，
也深知引導信徒靈性長進的秘訣。他為此向神祈求恩賜和助力：賜智慧和
啟示的靈，並且照明心中的眼睛，來幫助信徒對這位榮耀的父神有更深入
的認識。保羅分為上面4點來祈求信徒靈性成長：認識神, 恩召帶來今生和
永生盼望, 過榮耀神的生活, 靠神供應的大能大力



應用的話題 –保羅的禱告學到什麼？

可以學習：1 禱告的對象是至高權能的神，藉著基督到祂施恩寶座前，懷著敬畏尊崇
和親近的心，誠心與神傾心吐意；2 禱告的內容不單為屬世的事禱告，也可深入尋求
認識神，神的旨意，為永生盼望，神的國度，聖潔生活，屬靈生命而禱告，神也會在
禱告中，擴展禱告者的屬靈視野並更多認識和經歷神的一切豐盛；3 禱告中可以思想
和頌讚神具體的品格，特性和作為，並不斷尋求更深認識神；4 代禱也是一樣重要的
服事，按神的心意代求；5 祈求神助力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太6: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祈求的重心】
太7:7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尋求的心】
弗6:18-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靠聖靈
多禱告】

腓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凡事禱告，主賜平安】

帖前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
定的旨意 【謝恩禱告】

提前2:1-2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
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守望禱告】

提前2:8-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或作：疑惑），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專心禱告】

基督徒的屬靈生活，禱告是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經常禱告能使人靈魂健壯，雕
琢美好的品格，促進靈性的長進，使人剛強，過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應用的話題 –關於讀經的亮光（非靈意解經）
弗1:17-18 提到智慧啟示的靈就是對神的事和奧秘有洞察力能夠明白的属灵能力；照
亮心中的眼睛乃是聖靈工作照明，使聖經中神的話，觸動我們個人生活和屬靈生命，
告訴神與我們個人的關係，改變我們的想法，改變我們的生命。

常提到讀經的亮光，就是神藉祂的話和聖靈的工作，來影響信徒的生命，光讀，沒有
渴慕神的心，不思想生命的問題，是沒有光的，好像只在啃字義，而不能體會神話語
的精義。所以讀經要讓聖靈工作，可以在讀聖經時試試默想和禱告。

約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
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聖靈指教神的事並讓人想起神的話】

約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
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聖靈引導
人明白真理和啟示】
哥前2:10 只有 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
透了。【聖靈參透萬事】
哥前2:13。。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或作將屬靈的事
講與屬靈的人〕【聖靈指教解釋屬靈的事】
哥後3:5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
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聖靈〕【神的話靠聖靈叫人活】
提後1:14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 【靠聖
靈守住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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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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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神使基督從死人中復起的事實，展示了祂的浩大
能力在三方面：統治和權能(大能)、隨時可發出的力量(大力)、和運作中的動力-
運行，指內裡發動，有功效有能力

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神用上述的大能高舉基督，使祂升在高天之上，一個
最尊貴的、無上權威的地位上。（詩110:1，太28:18）
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執政的」原意是起源，第一因，權威，統治
者；「掌權的」權柄，權能；「有能的」權柄，能力；「主治的」主權，統治；
「有名的」可被稱呼的，命名。體現基督的權能遠超過人所能想到的任何超自然的

物體握有的權能。不但地球上的所有，宇宙間任何權勢都在他的權能下包括靈界
（腓2:9超過萬名之上的名）
今世和來世：今世和來世的對比在拉比教訓中十分普遍，並且往往出現於新約之中，
兩者 合起來，就代表了包含萬有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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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是祂的身體，是
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萬有：引用詩篇8:5-6「你叫他比天使〔或作 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
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神叫基督升為至高的榮耀，跟教會發生密切的關係，賜給
教會、使教會得益的頭，同樣也是萬有的頭。教會有權柄能力勝過一切反對的勢力，
是因教會的領導和頭是萬有之首-主基督。

教會是祂的身體：以弗所書中提到的教會是泛指一切信徒的總體和屬靈團契，頭和
身體比喻基督和信徒的關係，根本的合一，生命的連結，神整體工作的運作，教會
要在世上完成基督所委派的事工（太28:19-20）

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教會不單只是基督的身體，「神一切的豐盛都居住在基督裡
面」(西1:19,2:9)，教會也承受基督的豐盛「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西2:10)。
解經另一種被接受的詮釋，教会在某种层面上使基督充满，以致祂因教会得以完全，
因神的旨意在教會裡執行而彰顯神的榮耀，見證基督，彰顯基督。兩種解釋不矛盾。

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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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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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禱告中對前面的神在基督身上運行大能的進一步解釋，這大能是信徒生活的
供應和保障：

1 基督的復活和升天（1:20-21）：基督從死裡復活，升天，坐在神的右邊，是神的
大能運行的結果。基督死裡復活是基督救贖工成，信徒與基督聯合，同死同復活。
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邊，表明祂的地位和尊榮，祂的權能和治理範圍，遠超過一切。

基督本就是在一切之上的主宰，這一直是基督在宇宙中固有的身分（西1:16-17「 一
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祂自我降卑，取了人的樣式，順服完成父神
的使命，再次被高舉到這個位置（腓2:6-11）

2 基督治理萬有（1:22）

保羅引用詩篇8:5-6，描寫神造人本意的地位，然而因人犯罪而失去這個地位和功用，
唯有耶穌基督作為完全人能滿足神的本意，恢復神造人而給予人原有的尊貴。保羅
的本意是指耶穌是一切所造之物萬有之主，有至高無上的權柄管理萬有，萬有都順
服祂。

20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裡復活，叫祂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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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23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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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作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1:22-23）

神確立基督與教會的獨特關係：第一基督對教會有至高無上的權柄，祂領導，治理
和管教教會，教會要向基督負責任；第二基督與教會的聯結，密切而具體，不可分
割，就像頭和身體一樣；第三教會完全靠賴基督，從基督裡得生命，得能力，和生
存一切所需。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第一次提到教會的，書中有多次提到的教會，都是泛指一切信徒
的總體和屬靈團契，認可基督有權主管他們的生命，而不是特指地方性教會。
這裡保羅提到：第一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第二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一種解釋：教會不單只是基督的身體，「神一切的豐盛都居住在基督裡面」(西
1:19,2:9)，教會也承受基督的豐盛「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西2:10)。
另一種詮釋也被接受，教会在某种层面上使基督充满，以致祂因教会得以完全，因
神的旨意在教會裡執行而彰顯神的榮耀，見證基督，彰顯基督。兩種解釋不矛盾

思考問題： 基督和教會的關係，與基督與萬有的關係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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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性的教會(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包

括全世界、歷世歷代所有的真基督徒。

地方性的教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有形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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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學習保羅的禱告，為你的團契和小組的組員，家人，服
事和傳福音的對象，教會的肢體等，他們的信主和屬靈生命
成長禱告

2 你對恩召的指望有什麼具體認識，在面對來自日常生活的
和屬靈生命上的挑戰，有什麼幫助？

3 從基督的救贖和基督與教會的關係經文，你對「主日崇拜」
「教會聚會」「教會事工」等有什麼認識，基督徒該有什麼
態度來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