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弗所书导论

以弗所书 第一课
第 课…

以弗所书保罗针对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教会存在的功能、
以及神对教会这个信仰群体的期待。
 倘若我们对于以弗所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倘若我们对于以弗所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
我相信你也曾经在这一卷当中看到神对于教会全面性的启示。
 在这卷书当中，有非常多弟兄姊妹作为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看到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对比：
每一次当我们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
那个蒙恩的路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那个蒙恩的路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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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属灵的教导之外，也有许多关于灵修方面的提醒，不但有关于祷告生活的提醒，
还有相当长保罗在神面前向神的颂赞 为弟兄姊妹的代求
还有相当长保罗在神面前向神的颂赞、为弟兄姊妹的代求，
相当大篇幅的记述了保罗是怎么样祷告的。
这个当然成为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并且用经文来提醒我们的祷告生活、
甚至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从圣经当中得着一些好的提醒跟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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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除了关于我们对于教会生活自省的经文之外，
也提醒每 个信徒在教会群体当中自己如何自省，
也提醒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群体当中自己如何自省
以及作为一个教会，在所生活的世代、社会当中，该有什么样的见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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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会对于一卷书接纳为正典，跟它的作者是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马可当然不是起初跟随耶稣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员
马可当然不是起初跟随耶稣十二个使徒当中的
员、路加确定也不是，
路加确定也不是
可是为什么初代教会在接受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迟疑呢？
道理其实是满简单的—
马可的资讯从使徒彼得而来、路加的资讯从使徒保罗而来，
因此初代教会不会怀疑这些书卷的正典性。

以弗所书几个基本跟我们怎么样读这卷书有关的事项…
一、作者是谁？
 一1a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就经文来讲 是非常的清楚标明这卷书是保罗亲自所写的
就经文来讲，是非常的清楚标明这卷书是保罗亲自所写的。
 不过有学者在看以弗所书：三1 记述到说保罗为教会祷告，
2-13
2
13 中间插了
中间插了一段，保罗讲述自己蒙的是一份什么样属灵的呼召，
段，保罗讲述自己蒙的是 份什么样属灵的呼召，
以至于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样就叫第三章的祷告
被这个插入的段落打断了，真正的祷告出现在三14-21。
这个插入的段落让一些人怀疑以弗所书很可能不是保罗写的，
而是保罗的门徒、或者说是接受他教训的弟子，
在好多年之后用保罗的口吻写了这卷书
在好多年之后用保罗的口吻写了这卷书，
当然就这点上来讲我们是有许多需要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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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卷书的作者真的不是保罗，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的话，
但是这卷书的作者真的不是保罗
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的话
那对于这卷书的真确、属灵教导是否可接受，当然就产生很大的问题！
 这些学者会说：事实上在初代教会是拥有
这些学者会说：事实上在初代教会是拥有一些托名的著作，
些托名的著作，
好比说致老底嘉教会的一些书信、哥林多三书、彼得福音这一类的书，
因此有些人就说这卷书其实不是出于保罗
 如果这卷书真的不是出于保罗的话，不必说在一1 就说了这是出于他亲手的著作，
这个代笔的人用保罗的名义提出代祷的事项、甚至向众人推荐传信的人推基古，
并且指出他行事的好名声 岂不是牵涉到作伪证 并且是公然说谎吗？
并且指出他行事的好名声，岂不是牵涉到作伪证、并且是公然说谎吗？
因此从这许多的推论，我们还是要回到传统，认定这卷书的作者的确是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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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罗在什么样的场景写了这封书信呢？跟以弗所教会又有什么关系呢？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年底，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 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年底，
他经过了小亚细亚的南部、
也就是现今土耳其南部的地区，来到特罗亚，
既听到从马其顿那里来宣教的呼声，
因此他就跨过爱琴海、进入希腊半岛。
当他往下走来到希腊半岛的雅典坚革哩这个地方，
当他往下走来到希腊半岛的雅典坚革哩这个地方
回程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

以弗所书的撰写，很可能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成书的。
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判断呢？
 跟以弗所书「教会跟基督」这个关联的主题，
同样可以在保罗书信的另外一卷书歌罗西书当中也看到
 歌罗西书保罗推荐他的仆人推基古，将这封信送往歌罗西教会阿尼西母的主人，
因此伴随着歌罗西跟腓利门书，很可能以弗所也是在这个行程当中
被传送给小亚细亚的这边的几个教会

 在不长的时间之后，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来到以弗所，
在不长的时间之后 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来到以弗所

以弗所书所记载的内容，
或许就是在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
停留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差不多三年之久的时间
以至于在这卷书当中，
他所透露出关于这个地方这些弟兄姊妹的理解
他所透露出关于这个地方这些弟兄姊妹的理解，
也透露出他们对他的理解，显然是非常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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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是保罗针对歌罗西教会所面对他们周边大环境，

这两卷书不但在用字上有这些重复的地方，
并且这两卷书叙述的主题，按照作者论述的次序也是 样的。
并且这两卷书叙述的主题，按照作者论述的次序也是一样的
两卷书都同时论到信徒的时候，用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这样的字在形容信徒，两卷书都用非常关键的字句—
 包括圣洁、救赎、和好、身体、肉身这一类的用词
 两卷书都用非常清楚的篇幅描述我们这个人
信主之前 跟信主之后的这个区别
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这个区别
看到这些相同之处，我们就更加肯定
以弗所书跟歌罗西书这两卷书撰写亲密的关系。
但是在比较这两卷书当中用字的意涵、神学用词的时候，
 歌罗西书通常来讲把它的重点放在基督论
 以弗所书在使用同样的这些字汇的时候，
往往将歌罗西书已经诠释的内容进一步地作了解释，
这个意涵在基督论 教会论当中 有什么特别的发展
这个意涵在基督论、教会论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用字累积起来，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个观念…

在以弗所书跟歌罗西书这两卷书当中，看到一些两卷书记述非常亲近的地方：
 以弗所书有差不多26.5% 的用字出现在歌罗西书，
歌罗西书有34% 的用字出现在以弗所书
光是看这两卷书所使用单字的频繁重迭，大概已经多少可以揣测到
这两卷书内容的重复跟关系的亲密
 推荐推基古这个送信的人，两卷书有长达连续 29 个字，用字跟秩序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光是凭这点我们心中也多少有一个揣测：
因此光是凭这点我们心中也多少有
个揣测：
以弗所书跟歌罗西书，必定成书的日期跟书写的主题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许多从灵界或者从异教而来的教训、教会面对的困扰，
许多从灵界或者从异教而来的教训
教会面对的困扰
因此歌罗西书特别帮助教会回应他们从异教、
或者说周边邪灵崇拜的背景当中解决教会的困惑
 而以弗所书建立在歌罗西书已经讲述的教训之上，
继续地把歌罗西书所专注于基督论的论述发展进入教会论
因此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论述 字词
因此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论述、字词
都是一致性地从基督论往教会论发展。
因此以弗所书跟歌罗西书不但成书的日期非常的接近，
并且保罗显然是在歌罗西书成书之后，
特别一个地方教会给予属灵方面的教导，
保罗继续地写了以弗所书好叫他给地方教会的提醒
可以进一步地发展给所有教会建立起一个正确的教会观。
因此我们会看以弗所书这一卷的成书大概是在
因此我们会看以弗所书这
卷的成书大概是在 60 年代初期的时候。
年代初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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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这卷书已经有一些初步背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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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底这卷书我们要怎么样读呢？
有
有一些学者看这卷书是保罗讲道的文字记录
些学者看这卷书是保罗讲道的文字记录，所记述的内容原初是
所记述的内容原初是一篇讲道
篇讲道，
只不过有人、或者是保罗自己，就将这篇讲道写成以弗所书这书卷…
那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就应该要按着讲稿、演讲的方式来认识这卷书
 不过在这卷书当中显然有许多连接词、以及特别的用字，
让我们觉得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应该要把这卷书当作它是一份文稿：
起初就是以文字的方式 特别撰写的文稿来研读
起初就是以文字的方式、特别撰写的文稿来研读，
因此就要特别注意这卷书当中是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读这卷书
虽然有学者已经建议以弗所书是保罗讲道的文字记录，
但是把这卷书看成保罗讲道的文字记录而来读这卷书的话，
这个跟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看到到目前为止，所有文字的记录不太相符：
教会在第四世纪之前，所有文字都没有从口头演讲的文字记录来研读教会的文献，
我们都是从文字的记录来了解、作者起初就是要用文字的方式留下他的信息。
因此当我们在看这卷书的时候 我们把这卷书当作保罗从一开始
因此当我们在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们把这卷书当作保罗从
开始
他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要将他的信息保留下来。

四、这卷书保罗书写的目的…
1. 保罗仔细地把弟兄姊妹侧身在教会信仰群体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教会。
1
保罗仔细地把弟兄姊妹侧身在教会信仰群体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教会
2. 保罗在撰写的时候心中也想到：弟兄姊妹在外面大环境当中，
可能有对属灵的真理、也有对教会这个信仰群体，错谬的认识跟理解，
因此保罗也盼望帮助弟兄姊妹重新确认到底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群体—教会，
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为着什么样的目的、基于什么样的立场，
我们被群聚在这里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被群聚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
3. 当然教会的确面对外面满大的困难，
基督徒在大环境当中人数是少的，面对逼迫以及在周遭灵界教导，
对于基督救恩的挑战，教会势必都要回答；
除了借着经训的教导，
弟兄姊妹需要回应外面对于我们信仰的挑战。
弟兄姊妹需要回应外面对于我们信仰的挑战
4. 让弟兄姊妹知道：蒙恩不只是获致一个属灵的身分而已，
蒙恩事实上是带着一个属灵的期许，
蒙恩事实
是带着 个属灵的期许，
对于我们个人、对于我们群体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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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照这卷书来讲，倘若我们注意到一些结构的细节，
或许也会帮助我们很快地抓到保罗在这卷书当中 他撰写的思路的进程
或许也会帮助我们很快地抓到保罗在这卷书当中，他撰写的思路的进程…
 第四章一开始，保罗要把他前面三章所讲的内容，用一个「因此」
开始他第四章的讲论，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很快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来：
保罗在前面的三章有意的要借着神的计画—要在耶稣基督里、使万有都同归于一。
而这个使万有都同归于一属灵的计画，神既然在起初预定拣选了教会，
那教会要怎么样回应呢？因此保罗很仔细地叙述神有这样的心意，
那教会要怎么样回应呢？因此保罗很仔细地叙述神有这样的心意
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在基督里，要使万有都同归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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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罗提到好几方面，信徒用这样的提醒、从不同的面向思想，怎么样来回应…
1 神赐下恩赐，是圣灵内住信徒的凭据，也是圣灵用以凝聚不同信徒之间的差异，
1.
神赐下恩赐 是圣灵内住信徒的凭据 也是圣灵用以凝聚不同信徒之间的差异
好叫不同的信徒借着所赐下的恩赐，可以彼此连结并且发挥功用。
2. 保罗也持续不断地提醒个人跟群体：我们既然在信主之后与信主之前有了一个
属灵的新身分，当然就应该借着属灵的新生活、个人和群体的方式展露出来。
我们信主之前对于神的事情是无知，身上也没有神百姓身分的标记，
因此保罗特别提醒 信徒需要有 份认知 就是既然蒙恩 有内住的圣灵
因此保罗特别提醒：信徒需要有一份认知，就是既然蒙恩、有内住的圣灵，
因此顺着圣灵而行、经历一个持续不断被圣灵充满的新生活，
这个与圣灵亲密的关系，也是保罗在这卷书当中特别的提醒。
3. 所有属灵新生命或者新生活的展现，
都透过我们生活的不同面向，让周遭的人察觉。
对于第 世纪
对于第一世纪、一般的社会文化来讲，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般的社会文化来讲
个人是 个什么样的人
往往可以从他的家庭、社交生活当中来察觉，因此保罗在讲到
新生活不同面向的时候，特别讲到家庭、夫妻、亲子、主人跟仆人，
这些特别都是当代人，他们是怎么样看一个人不同的面向。

 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就呼吁信徒：

就应该按着已经理解神在教会身上的期盼，
我们就应该在灵里，合而为一的基础上
回应神的爱、回应圣灵所已经建立的合一；
信徒就有责任认清自己在神教会当中的身分，
以及我们整体 个人 应当如何借着合一的方式
以及我们整体、个人，应当如何借着合
的方式，
在生活不同的面向，来回应神在我们个人以及群体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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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这卷书带着这样子的期许，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结构面向来看保罗他的叙述…
1 在前面第
1.
在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末了
章 直到第三章的末了，保罗强调神在基督里使万有合而为
保罗强调神在基督里使万有合而为一的心意
的心意，
「万有」不单单指着犹太人跟外邦人，初代教会为数比较多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因此犹太人跟外邦人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保罗在这卷书当中一个特别的提醒。
 神在救恩当中，已经使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
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挪开，并且律法已经废去。
可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使万有合而为一的心意
 可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使万有合而为一的心意，
更是耶稣基督为主、以及跟世上那些受造、不顺服的灵界权势也有关。
因此神既然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要使万有合而为一的旨意跟计画，
就当秉持知道：神救恩的计画不单是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并且在神救恩的计画里，耶稣基督的主权、耶稣基督的得胜，
已经胜过教会周边那些不信主的人所宣称那些邪灵的势力
已经胜过教会周边那些不信主的人所宣称那些邪灵的势力，
教会当在这一点上有自信、不要惧怕。
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就继续地按着这已经开始的计 ，信徒应 怎 样
2. 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就继续地按着这已经开始的计画，信徒应当怎么样
秉持着对于神要使万有同归为一的心意，在教会当中当如何的回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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