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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一講 

導  論 

 

一.以弗所城背景 

A. 地理與歷史背景 

B. 亞底米神廟的影響 

C. 保羅在推喇奴學房傳道的影響 

二.以弗所教會 

A. 以弗所教會的誕生與成長 

B. 以弗所教會的沒落 

C. 以弗所教會的浮沉對現代信徒的教訓 

三.關於以弗所書 

A. 作者與收信人 

B. 以弗所書一 1有沒有「在以弗所」這幾個字的研究 

C. 以弗所書收信人的本質 

D. 有關收信人不是以弗所教會的證據 

1. 在以弗所書裡，好些經文都表現出，保羅對收信人好像只有概括的認

識 

2. 第三世紀初，教父特土良(Tertullian)，在他有關以弗所書收信對象

的批判 

3. 以弗所教會在早期亞西亞眾教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四.以弗所書的特點 

A. 以弗所書屬於保羅監獄書信中的一卷 

B. 以弗所書與其他監獄書信 

C. 以弗所書和其他保羅書信不同之處 

D. 以弗所書的特殊體裁與對讀者的貢獻 

E. 以弗所書和歌羅西書的緊密關係 

F. 以弗所書是保羅最深奧，又有系統的教義著作  

五.以弗所書的主題 

A. 神對教會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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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神藉著基督為教會成就了什麼？  

C. 神在基督裡預定的旨意 

D. 救恩的偉大奧秘 

E. 聖靈的恩賜， 

F. 基督和新婦的奧秘 

六.以弗所書的主要神學和教義 

A. 教會論 

B. 聖靈論 

C. 信徒屬靈的福氣 

D. 預定和揀選 

七.以弗所書研讀大綱 

A. 保羅教導的真理（一 3-三 21） 

1. 第一段（一3-14）。是一個讚美的頌詞 

2. 第二段（一15-23）。是一段禱告 

3. 第三段（二1-10）。是一段信仰告白 

4. 第四段（二11-22）。是一段提醒 

5. 第五段（三1-21）。是一段禱告 

B. 保羅教導的應用（四1-六32） 

C. 保羅的祝福（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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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二講 

一個讚美的頌詞(一 1-14） 
頌讚和感謝神在愛子裡所賜的恩典 

 

一.問安(一 1-2) 

A. 著書人 

B. 收信人 

C. 問安的話 

二.一個讚美的頌詞。（一3-14） 

A. 信徒的頌讚和神所賜屬靈福氣的本質（3）  

1. 信徒頌讚的本質信徒—信徒的頌讚是根據神的祝福，而且要有實質的

表現 

2. 神所賜屬靈福氣的本質—一切屬靈的福氣，都是從天上來，而且是在

基督裡賜給神兒女的 

a. 在基督裡」 

b. 「天上」 

B. 信徒得屬靈福氣的根源。（4-6） 

1. 「揀選」與 

2. 「預定」 

C. 信徒得屬靈福氣的原理（7-14） 

1. 理解本段真理的鑰節（7） 

2. 鳥瞰本段真理（8-14） 

a. 神為祂恩典做了什麼事 

b. 基督為神的恩典做了什麼事 

c. 我們在神的救贖的恩典裡，得到什麼呢 

3. 分析本段中的一些要點詞句 

a. 「神諸般的智慧聰明」（8） 

b. 「奧秘」（9） 

c. 「在基督裡面同歸於一」（10） 

d. 「我們」，和「你們」（11-12；13-14） 

e. 「聖靈的印記」（13） 

f. 「使神的榮耀得著稱讚」（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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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三講 

一個禱詞(一 15-23） 
 

 

一.禱告的原因（15-16） 

A. 「因此」的講究（15) 

B. 保羅回應他在前面一段所說的真理 

C. 保羅回應信徒信主以後的好見證 

二.禱告的主題﹕求賜智慧和啟示的靈，叫信徒真知道神（17) 

A. 保羅禱告時，對神的稱呼 

B. 「靈」字的講究 

三.禱告的內容（18-23） 

A. 真知道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18） 

1.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的意思 

2. 「恩召」的意義 

3. 「指望」的意義 

a. 指信徒「所盼望的事物」是實在的。是一定會實現的 

b. 指信徒「等候未來的一個結果」。是聖徒對這盼望的態度 

4. 「恩召」和「指望」的關係。 

B. 真知道神的基業有何等的榮耀（18） 

1. 信徒是神的基業。帶給神極大的榮耀 

2. 信徒得神在天上的基業，具有極大的榮耀 

C. 真知道神的能力是何等的浩大（19-23） 

1. 神浩大的能力（19) 

2. 神浩大能力的彰顯，與信徒有關的三件事（20-23) 

a. 使基督從死裡復活（20) 

b. 賜基督能力超過一切（21) 

c. 叫基督作教會的元首（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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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四講 

一個信仰告白（二 1-10） 

 

一.外邦人和猶太人都同樣需要神的拯救(1-7) 

A. 外邦人是悖逆之子，神卻拯救了他們(1-2)—過去…原是死的 

1. 死在罪惡過犯中 

2. 追隨今世風俗和順從邪靈勢力 

B. 猶太人是可怒之子，他們也需要神的憐憫(3-7) 

1. 猶太人的行為不例外—隨心所欲的放縱肉體(3) 

2. 猶太人信主的情況(4-7)—神的介入。現在…活過來了 

a. 因神的大愛 

b. 與基督同活 

c. 生命有目的 

二.人得救的原因(8-10) 

A. 是本於恩，也因著信。(8-9) 

B. 是神的工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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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五講 

一個提醒（二 11-22） 

 

一.「從前」(11-12) 

A. 「所以」的講究(11) 

B. 「那時」-外邦信徒未信主以前的兩個光景（11-12）(12) 

1. 從肉體的角度來看，他們是被猶太人輕視的「外邦人」 

2. 從屬靈的角度來看 

a. 他們與基督無關 

b. 他們在以色列國民以外 

c. 他們在所應許的諸約上是局外人 

d. 他們活在世上沒有指望 

e. 他們沒有神 

二.「如今」(13-22) 

A. 在基督耶穌裡，外邦人和猶太人和好了（13-15) 

1. 惟有靠著基督，才能使外邦人進入神救恩的約裡 

2. 猶太人和外邦人，都同樣要靠耶穌基督的血得以親近神 

3. 猶太人，和外邦人，都在基督裡成為新人，得以彼此和睦，成為一體 

B. 在基督耶穌裡，外邦人和猶太人，都和神和好了（16) 

C. 在基督耶穌裡，外邦人和猶太人，都得以到父的面前（17-18) 

1. 外邦人和猶太人，都被一個聖靈所感 

2. 外邦人和猶太人，都得以被「引進」到神面前 

3. 外邦人和猶太人，都和「父」神建立生命的團契 

D. 在基督耶穌裡，外邦人，和猶太人都成為神的國民（19-22) 

1. 同作國民」 

2. 同是神家裡的人 

3. 同被建造 

a. 以基督作房角石 

b. 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 

c. 「各房」，指信徒有機體生命的聯合 

4. 成為主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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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六講 

一段禱告（三 1-21） 

 

一.保羅禱告的緣由(1-13) 

A. 因為外邦人已經被神接納。 

1. 保羅以禱告的方式寫本章。可是思想立刻被打斷(三1) 

2. 「因此」，說明寫本章的動機。出於前章說到外邦人被納入基督的身

體，成為神居所的真理 

3. 說明，為了外邦人，是自己被囚的原因 

B. 因為保羅從神領受了對外邦人宣講福音奧秘的托付（2-13) 

1. 保羅說明自己蒙召獲得這奧秘的意義（2-5) 

2. 保羅說明這奧秘的原理（6） 

3. 保羅獲得這奧秘的經過（7-11) 

4. 保羅說明他在這奧秘中所扮演的任務（9-11) 

5. 保羅安慰外邦信徒，勿因自己被囚而喪膽（12-13) 

二.保羅的禱告（14-19) 

A. 禱告的態度與禱告的對象（14-15) 

B. 禱告的內容（16-19) 

1. 第一個祈求—信徒心裡的力量剛強(16) 

2. 第二個祈求—信徒有悟性（17-19上) 

a. 信徒能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b. 信徒能知道神的大愛 

3. 第三個祈求—信徒有神一切的豐富（19下） 

三.保羅對神成就這奧秘的信心（20-21) 

A. 保羅對神信心的期待 

1. 是以弗所書前三章的結語 

2. 對有人誤解錯用20節真理的正確解釋 

B. 保羅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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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七講 

保羅教導的應用部份（一）（四1-16） 
 

 

一.四—六章的導論 

A. 保羅教導的應用（四1-六20） 

B. 強調「行事為人」 

C. 主要根據原文以「所以」為中心的思想段落，來分段。（「所以」—四1

（中文未譯出）；四17；四25；五1；五15（中文未譯出）；六14 

D. 以弗所書四—六章的段落 

1. 第一段，合一的狀況，過程及目的 (四1-16)  

2. 第二段，脫去和穿上 (四17-24) 

3. 第三段，棄絕和接納 (四25-32) 

4. 第四段，效法基督並行事光明 (五1-14) 

5. 第五段，把握光陰並彼此服事 (五15-六9) 

6. 第六段，保羅最後的提醒—武裝自己打擊惡魔 (六10-20) 

7. 第七段，保羅最後的交待和問安 (六21-24) 

二.第一段，合一的狀況，過程及目的 (四1-16) 

A. 行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1) 

B. 竭力保守聖靈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2-3) 

C. 「聖靈的合一」的狀況 (4-6) 

1. 一身體 

2. 一聖靈 

3. 一指望 

4. 一主 

5. 一信 

6. 一洗 

7. 一神 

D. 信徒在這合一裡成長的過程 (7-11) 

1. 神把恩賜賞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7) 

2. 因基督已經得勝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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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神賜功能性的恩賜給教會 (11) 

E. 信徒在這合一裡成長的目的 (12-16) 

1.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立基督的身體 (12) 

2.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13) 

3. 使我們不再作小孩子 (14-16) 

a. 不受異端蠱惑 (14) 

b. 表現成熟靈命 (15) 

c. 發揮肢體功用，在神的愛中成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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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八講 

保羅教導的應用部份（二）（四17-五14） 
 

 

三.第二段，脫去和穿上(四17-24) 

A. 行事不要再像外邦人(17-19) 

B. 行事應該為自己在基督裡所領受的負責(20-24) 

四.第三段，棄絕和接納（25-32） 

A. 謊言（25） 

B. 不可含怒到日落(26-27) 

C. 偷竊(28) 

D. 污穢的言語(29) 

E. 叫聖靈擔憂(30) 

F. 惱恨、忿怒、嚷鬧、毀謗、並一切的惡毒 (31-32) 

五.第四段，效法基督並行事光明(五1-14) 

A. 「走在愛心裡」(1-2) 

1. 要效法神 (1） 

2. 憑愛心行事(2） 

B. 「走在光明裡」（3-14） 

1. 不要作污穢黑暗的事(3-7) 

a. 淫亂、污穢、貪婪(3-4) 

b. 4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5-7) 

2. 應該作的事(8-14) 

a. 「行事為人當像光明的子女」(8-9) 

b. 「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9) 

c. 「責備」(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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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九講 

保羅教導的應用部份（三）（五15-33） 
 

 

六.第五段，把握光陰並彼此服事（五章15-六9) 

A. 前言—以「要謹慎行走」為前提 

1. 「不要像愚昧人」，和「要愛惜光陰」(15-16) 

2. 「不要作糊塗人」，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7) 

3. 「18不要醉酒」，和「要被聖靈充滿」(18) 

B. 基督徒的教會生活（19-21) 

1. 敬拜生活（19） 

2. 生活和事奉（20） 

3. 彼此之間的關係（21） 

C. 基督徒的夫妻關係（22-33) 

1. 夫妻關係的模式（22—25） 

2. 說明夫妻關係的模式（26—33） 

a. 用基督洗淨教會來說明（26—27） 

b. 用基督像愛身子一樣保養顧惜教會來說明（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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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以弗所書查經大綱 

以弗所書 第十講 

保羅教導的應用部份（四）（六1-24） 

 

 

七.第六段，把握光陰並彼此服事(五章15-六9)（續) 

A. 基督徒的親子關係（六1-4） 

1. 兒女對父母的倫理 

2. 父母對待兒女的倫理 

B. 基督徒的主僕關係（六5-9） 

1. 作奴隸的基督徒對主人的倫理 

2. 作主人的基督徒對奴隸的倫理 

C. 保羅最後的提醒—武裝自己敵擋惡魔(六10-20) 

1. 「敵擋」和「站住」的講究 

2. 要作剛強的人（10） 

3. 要穿戴神所賜全副軍裝（11） 

4. 要拿起神所賜的軍裝（12-17） 

a. 仇敵的本質 

b. 屬靈軍裝的本質 

c. 禱告與屬靈軍裝的關係 

八.第七段，保羅最後的交待和問安(六章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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