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第二课



民数记



以弗所书1：1

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
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To 
the saints in Ephesus, the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
与你们。(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哥林多前书1：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
哥林多后书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歌罗西书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提摩太前书1:1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
的保罗，……

•提摩太后书1:1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作基督耶稣使徒的
保罗，……



彼得后书3章

• 15……，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
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 16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
取沉沦。



•奉神旨意：

表明保罗作使徒是出于神的旨意；保罗
的权柄及他所领受的启示是来源于神。

•作基督耶稣使徒：

保罗是蒙主耶稣亲自拣选并差遣的



•使徒行传14：14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
众人中间，喊着说，

•加拉太书1章

• 19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
看见。

• 20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
的。



以弗所书1：1

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
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To 
the saints in Ephesus, the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
与你们。(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雅各书1：1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
之人的安。



以弗所书1：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
你们。

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以弗所书1章

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
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To the 
saints in Ephesus, the faithful in Christ 
Jesus）。

2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
你们。（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哥林多前书1：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哥林多后书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歌罗西书1: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提摩太前书1:1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
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约翰福音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
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
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哥林多后书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
成新的了。(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哥林多前书15章

22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
都要复活。

47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
天。

48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
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以赛亚书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启示录21：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
也不再有了。

使徒行传3：21
天必留祂，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
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He must remain in heaven until 
the time comes for God to restore everything, as 
he promised long ago through his holy prophets.



這裡有神的同在

這裡有神的同在噢噢，這裡有神的言語，

這裡有聖靈的恩膏，這裡是另一個天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地，

愛在這裡，和平在這裡，

光明在這裡，生命在這裡，

耶和華所命定的福都在這裡，

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穌基督裡。



约翰福音16章

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
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But when he,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 ……



以弗所书1: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in the heavenly realms）各样
属灵的福气。



马太福音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以弗所书1章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
赐给我们的。



歌罗西书2章

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
里面。

10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祂是各样执政掌权者
的元首。



以弗所书1章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
赐给我们的。



箴言8章
22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23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24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25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26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27祂立高天，我在那里。祂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28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
29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那时，我在祂那里为工师，日日为祂所喜爱，常常在祂面前
踊跃，
31踊跃在祂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箴言8章

32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33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

34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
便为有福。

35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36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以弗所书1章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
赐给我们的。



创世记1章

26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
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
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
男造女。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哥林多前书2章

7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以弗所书1章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
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
赐给我们的。



荣耀的恩典:
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得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1章

7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
祂丰富的恩典。

8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9都是照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以弗所书2章

7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
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以弗所书1章

9都是照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加拉太书3章

26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28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歌罗西书1章

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
被造的以先。

16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
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又是为祂造
的。 …………………………

20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
己和好了。



启示录10：7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
了，正如神所传给祂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启示录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
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以弗所书1章

11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这
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

12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
以得着称赞。

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
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民原
文作产业）被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希伯来书1章

1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2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祂为
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



彼得前书1章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
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
们有活泼的盼望（a living hope），

4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
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5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使徒行传26: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得开，从黑暗
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
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创世记15章

1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

2亚伯兰说，主耶和华阿，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3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
我的后嗣。

4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
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your heir）。



罗马书8章

23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
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
身体得赎。



马太福音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
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以弗所书1章

11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这
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

12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
以得着称赞。

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
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民原
文作产业）被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申命记

4:20 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
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

9:26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
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

9:29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
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



诗篇94:5 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
的产业。

…………………………………

诗篇94:14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祂的百姓，也不离
弃祂的产业。



罗马书11章

25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
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
目添满了。

26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
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以弗所书1章

7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
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启示录21章

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
不再有了。

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
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
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神。…………

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



希伯来书2章

10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
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以弗所书1章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曾赐
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
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
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
我们的。



哥林多后书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
远的荣耀。

传道书1：13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
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父的旨意，借着圣子把荣耀的恩典和丰富
的恩典赐给人

又借圣灵的工作保证在基督里，得到神丰
富恩典的人，必定得到神荣耀的恩典！









歌罗西书1章

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
以先。

16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
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
的，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又是为祂造的。

17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祂而立。

18祂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祂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以弗所书1: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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