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_證主

　　寫給住在以弗所大城及其鄰近的基督徒的書信，內容壯觀，對讀者兼具教誨和感召的功效。隨著歷史演進，

最終承認基督為宇宙元首的方向邁進，本書展視了教會在其中所擔當的角色。

一、作者

　　本書指出作者就是使徒保羅本人（一 1，三 1）。他描述自己的傳道職事，正好符合了我們所認識的保羅
（三 7、13，四 1，六 19、20）。不過，本書也有一些特點，引起許多學者質疑此書是否確為保羅的作品。這些
特點之所以引起疑問，是基於本書假設只為以弗所的人而寫，但實際情形可能並非如此，疑問之一就是保羅在

那裏設立教會已達 3年之久，但從書信的語氣看來，作者和收信人之間卻彷彿只有間接的認識。另外，在其他
保羅的書信中常可讀到他向不同的人所說的親切問安，在本書竟無發現，確實令人奇怪。他只向「弟兄們」致

慣常的問安而已（六 23）。
　　基於這些理由，加上假設本書單是寫給以弗所人，有些學者感到不得不排除保羅可能不是本書的作者。他

們還列出更多理由，進一步支持此書非保羅的作品，而是其他人引用保羅其他書信中的理念和字彙寫出此書，

例如：作者說到使徒和先知是教會的基礎時，用的是第三人稱而非第一人稱，好像作者本人不在其列（二

20）。此外，他稱這一群人為「聖」（三 5），此稱呼被認為只有晚期的基督徒對早期的使徒心懷特別敬畏之時
才使用。不過，保羅用第三人稱「聖徒」時（西一 26），顯然也將自己計算在內。聖經作者使用「聖徒」和
「聖潔」（在語言學上兩者有所關連）的方式和我們一般的用法不同，是指那些為神特別分別出來的人。

　　人們又認為偉大的使徒保羅不必妄自菲薄，稱自己是「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三 8）。然而，這正是保
羅感到自己以前與福音為敵罪大惡極，才如此自謙。

　　有關於保羅作者資格的反證，還有其他幾種辯證。其中有一些值得細加研究，有些則比較主觀而不具說服

力。觀察以弗所書的語彙，確可發現許多是其他保羅書信中沒用過的。又有些詞語在以弗所書和其他書信中都

用，但兩者的意義有別。

　　但根據統計學的研究顯示，保羅的每一卷書信都含有其獨特的詞語，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這論證不具實質

意義。在相似的文字用以表達不同意義的地方，我們必須判定，作者是否可能因為要改變或豐富他自己的概念

而擴展其字義，或者不同的上下文，要求從不同的角度來瞭解其字義。

　　例如，以弗所書有一個名詞經假定是有獨特意義的，那是「奧祕」或「隱祕的計劃」。在以弗所書中，它

是指神將猶太人和外邦人歸為一體（就是教會）的計劃。歌羅西書有許多理念和以弗所書相似，但在歌羅西書

中「奧祕」指的是基督，而不是教會（西一 27，二 2）。不過，在羅馬書十六章 25、26 節「奧祕」一詞，則指

外邦人也被納入教會裏面。在整個新約中，每當使用這個詞，其意義都略有不同。

　　學者在作深入研究時，也將以弗所書中的文學風格及概念，與保羅的其他書信作對照。以弗所書雖然有一

些獨特的概念，但其基本神學主題，如神的恩典，是保羅的典型。因此，討論以弗所書的作者問題要考慮許多

因素。

　　由於上述各種問題都可得到解答，因此，接受初期教會史上幾位領袖為保羅的作者地位所作的清楚證詞，

也是合理的事。持聖經無誤論的人一直堅持這一立場。毫無疑問以弗所書本身曾兩次提到保羅之名，加上還有

其他間接證據都可證實保羅就是作者。除非有人能證明有一位後期匿名基督徒借用了保羅的名字，否則以弗所

書作者的問題，就好比我們是否相信聖經經文的真實性而已。 

二、寫作年代、緣起和收信人

　　以弗所書四章 1 節和六章 20 節指出，此書是在保羅下獄時所寫。

　　由於保羅曾多次被囚，故有必要將範圍縮小。保羅第一次被囚，可能就發生於以弗所本地，不過，這顯然

不在考慮之列。

　　第二次是在該撒利亞被囚兩年（徒二十四 27；參徒二十三 23、24、33，二十四 2），保羅在那時候有可能

寫過幾封信，但許多學者認為，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腓利門書，或許再加上腓立比書）卻是保羅在羅馬被

囚時期所寫的（徒二十八 16、30）。下監日期可能在主後 59和 63年之間，歷時兩年。
　　隨著約 25年的屬靈成長和 12年左右的宣教經驗，這段下監時期給保羅以極佳的反省和寫作機會。約與此

同時寫成的歌羅西書相比，以弗所書則展示令人驚異的相似和意義深長的差異。研究兩者的異同可以幫助我們

瞭解以弗所書的結構。

　　在兩書中，有許多措辭和語句幾乎以完全一樣的形式出現。這在希臘文經文比現代譯本更為明顯。其中一

例就是保羅在以弗所書一章 4 節和歌羅西書一章 22 節兩節經文之末都指出，神將不會指摘信徒的任何瑕疵。另

外在二書之間尚有更多的平行經節，其中包括：過新生活（例：弗四 22-24；西三 8-10），唱詩讚美（弗五

19、20；西三 16、17），以及與人和睦同居（弗五 22 至六 9；西三 8 至四 1）等教訓。

　　不過，這些相似不是絕對的。比如上述所提有關人際關係的經文，以弗所書對丈夫和妻子的本分有詳盡的

敘述，歌羅西書則沒有論述。在以弗所書中還有一些散列各處的獨有經節，被認為具有禮儀性質（一 3，三
20、21，四 5、6，五 14）。另有一些經文似乎是作公眾勸勉之用，或用於洗禮儀式中，或作為奉獻心志的訓詞

（四 17 至五 2，五 3-21）。



　　以弗所書中還有些經節，似乎是取自歌羅西書中不同經節組合而成。例如，以弗所書一章 7 節似乎是將歌

羅西書一章 14、20 節中的思想結合而成。歌羅西書一章 3、4、9 節，也似乎結合於以弗所書一章 15、16 節中。

同樣的例子可見於以弗所書二章 1 至 5 節，它將分隔得相當遠的歌羅西書二章 13 節和三章 6 節合併起來。

　　按著這些相似和差異而衍生的理論多不勝數。有少數學者認為以弗所書比歌羅西書先寫成，大多數指歌羅

西書成書較先。有些學者認為先有其一本，另一卷書採用之，再發展成現在的形式。一項廣為人接受的理論，

就是假定保羅並不是這書的作者，而是某一位後期基督徒為了替保羅的親筆著作全集寫序，從歌羅西書和其他

保羅書信中摘取材料而寫出以弗所書。

　　要重整以弗所書的寫作背景，最令人滿意的說法是：保羅應歌羅西教會的特殊需要寫成了歌羅西書，計劃

委託推基古將信帶去（西四 7）。這時候，保羅心中反覆思索在歌羅西書中所觸及的幾個主題，他又想到自己宣

教使命的最終目標，此時神將教會的全盤大計，以及基督的普世元首身分啟示給保羅。於是保羅寫出了以弗所

書，當時歌羅西書在他腦海中記憶猶新，故此他用了其中一些詞語和文句。

　　這種重建法，也解釋了為甚麼歌羅西書中的某些名詞在以弗所書中略有不同。因為保羅著書宗旨改變了，

歌羅西書是辯道性質，目的在針對假教師及其教導；以弗所書則是省思性質，目的在討論教會這一般性的主題；

在以弗所書中有些特有的主題是歌羅西書極少觸及的。

　　上述所舉「奧祕」一詞為甚麼在兩書中有不同的運用，現在就清楚了。在歌羅西書中，問題多半環繞著基

督的位格發展，因此，「奧祕」只用於主本身。以弗所書強調教會，因此「奧祕」一詞用於指猶太人和外邦人

在教會裏合而為一。兩種用法都沒有將此詞多元化的含義全部用盡。

　　然而，如果上述說法對兩書之間的關係瞭解正確，而保羅又是兩書的作者，那末為甚麼以弗所書似乎給人

一個印象，就是保羅好像並不認識或關心以弗所的個別信徒呢？第一，本書的基本性質是在處理廣泛的主題，

無法像其他書信那樣兼顧細節。其次，這封信是否專為以弗所人而寫，仍難確定。自從英文欽定本面世後，新

約的早期手抄本已經大量問世。我們如今知道「在以弗所」這句話，在兩種最早的手抄本（梵蒂岡抄本、西乃

抄本）及早期的蒲草紙抄本（P47），或者在早期基督徒作品的引述經文中，都沒有出現。

　　由於這些詞語出現於較晚期的抄本，此書信必然和以弗所有若干關連。此書和歌羅西書一樣是由推基古傳

送的，這事實表示它是以沿途各教會為對象，以弗所是其中最顯赫的。以弗所書六章 23 節暗示讀者的圈子較窄，

第 24 節則較普及。如果這是一封傳閱信函，那麼「在以弗所」一語或許是指原稿留在那裏，或有一份抄本留在

那裏，以後這抄本就以此語為標誌。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文中沒有提到個人，以及許多較晚期的抄本和譯本都加

上「在以弗所」一語的原因。也有人推論說，同樣情形亦發生在寫給歌羅西的信，此信也傳給老底嘉等教會

（西四 16）。

三、背景

　　以弗所位於凱斯特爾河濱，是小亞細亞最重要的城市，在愛琴海邊設有港口。由於地利之便，成為商旅中

心，四面八方的主要貿易路線都通向該市。女神亞底米（即女神狄安娜）的大廟就位於以弗所。保羅將此城作

為佈道和建立教會工作的中心（徒十九），曾在此度過 3年（徒二十 31）。因此當保羅寫信給小亞細亞那一帶

的廣大讀者時，以弗所作為主要目的地，是理所當然的事。

四、寫作目的和神學教導

　　我們可以說以弗所書的目標是「頌讚」，就是說要激勵讀者在生活方式上和感恩上榮耀神。書信的起首即

取讚美詩風格：「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一 3；是教會中常唱的聖詩）。保羅在第一章曾 3 次說

到該以頌讚來回應神所賜的福分（6、12、14 節）。

　　本書含有許多教義和道德教誨（後者則穩固地建基於前者），教導和訓誨雖重要，本書的目標尚不僅止於

此。本書有意將讀者提升到一個新的視域，協助他們與復活升天的基督認同，分享祂對教會的期望和在世界上

的角色。在如此的境界上，一章 3 節以及其他經節出現了一個富有意義的名詞，其最佳翻譯應該是「天堂般的

境域」。此詞在以弗所書中的意義有別於「天上」這個普通字眼，是指耶穌在現世中所掌握的勝利權勢，從 19
至 23 節的上下文來看一章 20 節這意思即可看出，基督凌駕在萬有之上。信徒的肉身雖然明顯生活在此世，卻

可「與基督耶穌一同」坐在天上，領受天上無限的資源（二 6），得到各樣福氣（一 3）。屬靈的爭戰也在如此

的境域中發生。

　　於是保羅清楚指出，基督徒不可只存有限的或僅僅是屬世的觀點。凡仍持如此觀點的，將誤以為我們的仇

敵只是人而已（六 12），所倚仗的也不過是人力（林後十 3、4）。憑著如此指向主現在所高居的天界，讀者才

能充分瞭解，教會不僅僅在世上履行常規活動，還要向存在於天界的靈物展示神的智慧（弗三 10）。縱然是教
會領袖的職能，也要按升至諸天的基督所施下的恩賜來加以定規（四 8-10）。
　　以弗所書對最終目標有強烈的啟示。第一章以許多不同的方法表達這目標。歷史的終極目的，宣述於一章

10 節。其目標感從未喪失。在第三章裏，甚至將教會看作神的古老奧祕計劃的表明。全書一氣呵成，從(1)人與
神和好，至(2)人彼此和好，再至(3)人們一起在教會生活，展示出一種動向，過程中看不到大多數書信中常有的

辯論，所有的只是一連貫系列的肯定，引導讀者逐步邁進。

　　保羅就從如此的屬天角度及其目標，討論許多主題。為了展示這些主題之間的連繫，我們在下面所討論的

方式，將不按它們在以弗所書中所佔的重要性和分量來排列。



　　教會保羅使用了許多喻意語言來描述教會如：家、殿、身體等（一 22、23，二 19-22）。實際上，「身體」

一詞並不只是喻意的形象，其實基督和教會有著真實的有機體關係，在這種關係裏，基督是頭，信徒則是祂身

體的各部分。

　　教會是基督的和好工作之結果，祂的死為彼此仇視的猶太人和外邦人締造了和平（二 11-18）；而所產生的

合一是神早已安排好的計劃（三 2-6），如今就必須憑藉正確的態度與共同的服侍來促進（第四章）。

　　以弗所書有一個極值得注意的特色，就是將夫妻間的關係與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相比擬（五 22-23）。但
在如此的比較下，婚姻並不是優先實體，只是為基督和教會的關係提供例證。基督和教會才是主體。

　　基督的元首地位基督不但是教會之首，而且為了教會又作萬有之首（一 22）。
　　一章 10 節的意思是，如今各自分離的部分以及宇宙萬物，終將在基督作為元首之下同歸於一。這種普世元

首地位，已在基督升天和被神高舉的事情上有所預期。神將統管萬有，「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一 22，取自

詩八 6-8）一語，加強了這期待。
　　「奧祕」或「祕密計劃」在早期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文學中，「奧祕」這希臘詞有特殊的意義。它指神在救

贖工作和祂在歷史的最終目標所作成的祕密永恆決定，這奧祕將逐步揭示。此詞用於福音書時與天國連在一起

（太十三 11），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8 節至二章 16 節則與福音之傳揚有關，在羅馬書十一章 25 節中與以色列人

的終局也有連繫，此外其他地方亦有各種不同的運用。最後，啟示錄十章 6 至 7 節宣告說，不再遲延了，由先

知起首公諸於世的神之「奧祕」，已到達成全的地步了。

　　保羅在以弗所書三章 3 至 6 節所展示的神的計劃，並不僅將外邦人包括在神的子民之中，而是要他們在教

會裏與猶太人完全融合。這融合的程度在保羅工作以先是仍未揭示出來的。

　　三一真神在第一章曾數次分別提到三一真神的每一位。一章 17 節將神描述為「榮耀的父」。三一真神的第

一位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和父（一 3），但父與子同時皆是恩惠和平安的源頭（一 2）。
　　神當父親的實質身分，是人類中家庭關係的存在根基，當然，這特別指信徒組成的家庭（三 15）。在前述
經節中，保羅向父禱告的模式正好與主禱文相合（太六 9；路十一 2）。
　　信徒之所以能以神為父的關係，惟有藉著稱為「愛子」（一 6；參西一 13）的耶穌基督（一 5）才有可能獲
得。「愛子」一詞令人想起基督在受洗和變象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太三 17，十七 5）。父賜
給子的愛，信徒同樣能領受。第一章裏許多論題大多已經完成，或者「在基督裏」傳給了信徒（3、10、12 節；

參 7、14 等節）。在保羅的著作中，「在基督裏」一語到處可見。第二章整章就是基於救贖是藉基督的死與復

活這事實而發展。

　　第一章也有一段經節，以聖靈的工作為中心。聖靈標示信徒屬於基督，恰如一世紀的人在書卷或其他物品

上蓋上蠟印作為印記一般（第 13 節）。聖靈也是一個保證（第 14 節，等於按金或分期付款的首期），證明神

對信徒的擁有權。保羅進一步描述信徒與聖靈的關係，指出對別人態度惡劣，言語欠恰當會叫聖靈擔憂（四

30）。聖靈具有我們所謂的感情，而決不是不具位格的一位，這件事實就是間接的證據。

　　以弗所書提到聖靈的經文最令人囑目之處，或許就在五章 18 節。保羅在這裏教導說，信徒不要醉酒，酒能

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就是說要接受聖靈的控制。歌羅西書作出相似的勸誡：「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

富的存在心裏」（西三 16），取代了「被聖靈充滿」。假設兩處經節所教導的是同一的真理，我們可以得出這

樣的結論：被聖靈充滿的信徒也就是順服主耶穌的人。

五、內容提要

1. 屬天的目標：基督的榮耀和元首身分（一 1-14）
　　整段譜成了「讚美詩」。保羅以自己的祈禱和讚頌來提醒讀者有關神所賜給信徒的一切祝福。這些福氣包

括蒙揀選得以無瑕疵地生活在神的面前（第 4 節）。預定得到兒子的名分（第 5 節），以及藉著基督的死，過

犯得以赦免。

　　但是保羅並不僅申述神的作為。他把許多字眼和詞句結合，指出神為何要如此行，祂的目標何在。為了將

希臘文中「目標」一語解釋分明，各種譯本運用了許多不同的詞語如：「揀選」、「預定」、「所安排的」、

「旨意」、「奧祕」、「美意」等（4-10 節），或許最能表達其中意思的就是 11和 12 節。

　　從這裏可以清楚看出，神拯救工作的最終目標不僅是信徒的幸福，也是藉著主耶穌基督來彰顯神的榮耀。

賜下聖靈不單是保證信徒的安全感，可以說更是保證神在信徒身上的投資。

2. 為基督徒能夠實現神的目標和能力的禱告（一 15-23）
　　保羅在開始的一段經文呼求，但願信徒能將文內一切付諸實現。在這一段裏，耶穌的死亡、復活和升天，

成為信徒現今的確據和能力的根基。

3. 逐步實現神的目標（二 1 至三 13）
　　第一步是基督為了救人免除罪和死亡而死（二 1-10）。由於這事出於神的主動，並非人作主動，由於人按

屬靈意義而言已經「死了」，不能作甚麼，所以得拯救只能依靠恩典。



　　第二步是人不僅與神和好，也要彼此和好（二 11-18）。於是，保羅從個別的拯救轉移到救恩中集體的一面，

這方面對以前與神毫無正式關係的外邦人，意義尤其顯得重大。這一段中的一個關鍵字是「和睦」

（14、15、17 節）。

　　第三步走出和好之外，指向猶太人與外邦人實際結合一起，成為一個「家裏的人」（二 19-22）。神不僅將
人們個別帶領歸向自己，也不是叫人們個別獨處，而是帶進一個新的團體，保羅使用政治和家庭的字眼來描述

這個意念，信徒最終一起組成一個共同體，一個高舉神的活殿。

　　第四步將第三步加以擴大，神永恆的旨意遂藉著這個身體，就是教會，公諸於世（三 1-13）。保羅運用聖
經中「奧祕」的觀念，顯示教會如何將神的智慧向整個世界的人展示。信徒對於自己的得救和加入教會的原因，

在此立即得到新的認知。自我中心觀念，和對教會的常規活動感到的厭倦從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意義感和目

標感。

這幾個步驟在第二次禱告中重作概述（三 14-21）。
　　一連串的呼求提升成另一首「讚美詩」。保羅深感敬畏，在書信裏所描述的一切，神竟可以憑著祂無窮盡

的能力來完成。他盼望這一切在教會和在基督裏所成就的，會為神帶來極大的榮耀。

在教會裏實現神的目標的實際途徑（四 1 至六 20）
　　在保羅的思想中，教義和生活從不分開，在以弗所書中，此連結比一般更重要。信徒的生活態度，務求配

得上神的目標。信徒「蒙召」不僅在求得救和贏得永遠的福樂，而是要投入作為整個身體的教會，好歸榮耀與

神。第三章 20 至 21 節的祈禱由此得以實現。

　　實現神的目標的第一條途徑，是在教會中保持神所建立的合一。達成這目標的方法是認明合一的堅固基礎

（「一主，一信」等；5-6 節）。然後，信徒要明白在此合一中的多元性，緊記神將特殊才能賜給各人（7-8
節）。這些才能是用來將個人和教會引向成熟之路。如此合一中的多元性，構成了實現神的目標的第二個途徑。

基督徒的成熟有助教會每個成員互為肢體（第 25 節），以愛相連。

　　藉著個人生命的更新，是達成神的目標的第三條途徑（四 17 至五 21）。保羅列舉信徒在歸主前的行為特徵，

以強調他對信徒所期望的嶄新生活方式。但是，這種新生命不僅是對舊生命所產生的反應，而是根據主的教訓，

學效主憑犧牲之愛所立下的榜樣（四 20、21、32，五 1、2）。摒棄過往生活和老我（實際上，保羅用的詞是

「舊人」而不是一般所以為的「老性情」）。信徒應該穿上「新人」，按保羅在四章 24 節所指出，這新人是

「照著神的形象造的」。這段經文以「乃要被聖靈充滿」的重要勸勉作為結語（五 18）。
　　信徒在教會中促進神的目標的第四條途徑，是把新的品格表達在人際關係中。教會是合一還是破裂，就視

乎信徒是否能遵照五章 22 節至六章 9 節所描述的去實行。五章 21 節中說明順服的基本原則，是以聖靈的完全管

制為依據。

　　婚姻是彼此順服的第一個例子。妻子順服丈夫是表達她與整個教會一同順服主。丈夫愛妻子，也正如基督

愛教會一樣。丈夫的愛沒被描寫為順服，但實際上，付出愛心的人，也付出了他的自由。耶穌為了愛教會，竟

然不惜捨己（五 25）。另外，夫妻之間的結合為一體，正是神在創世時的計劃（創二 24，弗五 31 曾引述）。

這種合一，表現於基督與教會之間所有的屬靈合一。

　　我們應該注意，這一連串的例子，跟新約其他地方所用的模式相似（例：西三 18 至四 1；彼前三 1-7）。緊
接在婚姻範例之後，保羅轉向申論親子關係。兒女孝順雙親，作父親的要抑制自己的脾氣，不要作過度的反應

（六 1-4）。最後的範例是主僕關係。

　　信徒促進神的偉大目標的最後一條途徑，是依靠屬靈的裝備來從事屬靈的戰爭（六 10-20）。保羅從舊約和

當代的羅馬戰爭吸取意象，說明屬天的眼光是致勝的要素。其中包括以禱告依靠神（六 18-20）。然後他說出自

己在這方面正需要信徒的代求。

六、信的結尾（六 21-24）
　　信的結尾（六 21-24）是勉勵語，以及解釋為何要差遣忠心的推基古送信。結尾的「恩惠」一詞，道盡了以

弗所書的整個屬天過程。

摘自：陳惠榮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