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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弗所書厄弗所書厄弗所書厄弗所書 
 

(一一一一) 結構大綱結構大綱結構大綱結構大綱 

 1:1-2 致候辭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教義教義教義教義：：：：天主的計劃的啟示與成全天主的計劃的啟示與成全天主的計劃的啟示與成全天主的計劃的啟示與成全 

A 1:3-23 頌讚和感謝我們身受的基督的奧蹟(補充

哥羅森書的提要) 

1:3-14 頌讚詩 (Hymn of Praise) 

1:15-23 感恩詩 (Hymn of Thanksgiving) 

B 2:1-10 在基督內獲救贖的人的身分 

B’ 2:11-22 在基督內團結合一的團體 

A’ 3:1-21 保祿的祈禱。他是基督奧蹟的僕人 

3:1-13保祿是天主奥秘的宣傳員 

3:14-19 保祿的祈禱 

3:20-21 光榮頌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勸勉勸勉勸勉勸勉：：：：生活行動應相稱天主的寵召生活行動應相稱天主的寵召生活行動應相稱天主的寵召生活行動應相稱天主的寵召 

A 4:1-16 (因散而聚)：謙誠合一地建設基督的妙身 

(使團體發展，以達致 A’) 

B 4:17-5:20 新生命：個人的聖潔 

B’ 5:21-6:9 新生命：團體的聖潔 (尤以家庭為重) 

A’ 6:10-20 (因聚而散)：奮勇抵抗黑暗的勢力 

 6:21-24 最新動態和祝福辭 

*A、A’ / B、B’ 是文學形格的特色，稱為同義對偶法，A 與 A’ 的記述有密切關係，

B 與 B’亦然。 

 

(二二二二) 神學思想神學思想神學思想神學思想 

1. 天主的救恩計劃天主的救恩計劃天主的救恩計劃天主的救恩計劃 (1:3-14) 

1.1 時間的幅度時間的幅度時間的幅度時間的幅度 

• 天主是歷史的主宰，是時間的主宰，他對我們人類的計劃，

是從永遠直到永遠，即創世以前，即我們的「時間」出現以

前已開始(1:4)，而這計劃的最終目標，是時間的終點，即「時

間一滿」(1:10)的時候。 

1.2 聖三聖三聖三聖三的幅度的幅度的幅度的幅度(Trinitarian Pattern) 

• 聖父 - 祝福的根源，主動揀選我們。 

• 聖子 - 成就祝福，救贖我們。 

• 聖神 - 「屬神」的祝福，是信友成為天主子民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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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學：天主的旨意，主動地施行救恩，是為所有人和萬物的益處 

b) 基督學：基督是救恩的中保：詩歌對基督的強調，說明天主從永遠

已計劃的救恩就是以他（基督）為中心，基督便在人類歷史之中，

實行這計劃。 

c) 教會學：信友是救恩的領受人：天主的計劃是要把宇宙萬有，「總

歸於基督元首」。 

 

2.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 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 

• 在厄弗所書，「基督的身體」這圖像，再不是指一個地方教會／基督徒

團體內在（橫向，即信友之間）或外在（縱向，即信友與天主之間）的

團結合一，卻是指普世的團體，所有基督徒成了基督的身體。當中包括

了以上橫向和縱向兩個幅度。 

 

 2.1 宇宙的幅度宇宙的幅度宇宙的幅度宇宙的幅度（（（（弗弗弗弗 1:18-23）））） 

� 一個超級巨大的身體，直達天上，遍及世界每個角落，聚集了所

有人，並幅蓋整個宇宙。 

 

2.2 夫婦夫婦夫婦夫婦「「「「二人成為一體二人成為一體二人成為一體二人成為一體」」」」 (弗弗弗弗 5:21-33) 

� 保祿把教會與基督的關係，形容為丈夫與妻子的關係。 

� 保祿帶出了愛的誡命，演活了肋 19:18那句：「…應愛人如己：我

是上主。」再由愛的誡命轉移到聖潔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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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途中的教會的使命旅途中的教會的使命旅途中的教會的使命旅途中的教會的使命 

3.1 在基督內共融合一的團體在基督內共融合一的團體在基督內共融合一的團體在基督內共融合一的團體（（（（2:11-22）））） 

• 展示天主的旨意和奧秘計劃 

 
 
 
 

 
 

 

 

 

 

 

 

 

 

 

 

 

 

 

 

 

 

 

 

3.2   天主的全副天主的全副天主的全副天主的全副武裝武裝武裝武裝（（（（6:10-20 ) 

• 勸勉基督徒要依靠天主，並運用天主的大能，去抵抗邪惡。 

 

3.3   基督徒的新生命基督徒的新生命基督徒的新生命基督徒的新生命：：：：個人個人個人個人（（（（4:17-5:20））））  

•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4:17-24) 

• 「按 照在耶 穌內的真 理」生活  (4:25-5:5) 

• 洗 禮「前」「後」 (5:6-20) 

• 體察主的旨意  (喜 悅的決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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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家庭倫理規則家庭倫理規則家庭倫理規則家庭倫理規則：：：： 厄弗所書厄弗所書厄弗所書厄弗所書 5-6 章章章章對照對照對照對照哥羅森書哥羅森書哥羅森書哥羅森書 3-4 章章章章 

 

家庭倫理規則 弗 5-6 章 哥 3-4 章 

作妻子的 「22 你們作妻子的，應當服從自己的丈

夫，如同服從主一樣……33 至於妻子， 

應該敬重自己的丈夫。」(5:22,33b) 

「18 作妻子的，應該服從丈夫， 

如在主內所當行的。」 (3:18)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

教會的頭，他又是這身體的救主。24 教

會怎樣服從基督，作妻子的也應怎樣事事

服從丈夫。」(5:23-24) 

 

作丈夫的 「25 你們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如同

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 

己……28 作丈夫的也應當如此愛自己

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一樣；那愛自

己妻子的，就愛自己……33 總之，你們每

人應當各愛自己的妻子，就如愛自己 

一樣」(5:25,28,33a) 

「19 作丈夫的，應該愛妻子，不

要苦待她們。」(3:19) 

作子女的 「1 你們作子女的，要在主內聽從你們 「20 作子女的，應該事事聽從父 

 的父母，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6:1) 

「2『孝敬你的父親和母親──這是附有 

恩許的第一條誡命──3 為使你得到幸 

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 

(3:20) 

 福，並在地上延年益壽。』」(6:2-3;出  

 20:12)  

  作父母的 「4 你們作父母的，不要惹你們的子女

發怒；但要用主的規範和訓誡，教養他

們。」(6:4) 

「21 作父母的，不要激怒你們的

子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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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倫理規則 弗 5-6 章 哥 3-4 章 

 

作奴僕的 

「5 你們作奴僕的，要戰戰兢兢，以誠 

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如同隨 

「22 作奴隸的，應該事事聽從肉 

身的主人，且不要只當著眼前服 

 同基督一樣。6 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事， 事，像是取悅於人，而是要以誠 

 好像單討人的喜歡，而要像基督的僕 心，出於敬畏主。23 你們無論做 

 人，從心裏遵行天主的旨意；7 甘心服 什麼，都要從心裏去做，如同是 

 事，好像服事主，而非服事人」(6:5-7) 

「8 因為你們知道：每一個人，或為奴 

為主，而不是為人」(3:22-23) 

 的，或自主的，不論行了什麼善事，都 「24 因為你們該知道，你們要由 

 要按他所行的領取主的賞報。」(6:8) 主領取產業作為報酬；你們服事 

  主基督罷！25 因為凡行不義的， 

  必要得他所行不義的報應；天主 

  決不看情面。」(3:24-25) 

 

作主人的 

「9 至於你們作主人的，要同樣對待奴

僕，戒用恐嚇，因為你們知道，他們和你

們在天上有同一個主，而且他是不看情面

的。」(6:9) 

「1 作主人的，要以正義公平對

待奴僕，因為該知道，你們在天上

也有一位主子。」(4:1) 

註：請參閱伯前 2:13-3:7;  弟前 2:8-15; 3:4; 6:1-2;  鐸 2:1-10。 

 

附錄 2 

創世紀之天主創造創世紀之天主創造創世紀之天主創造創世紀之天主創造    對照對照對照對照////對比對比對比對比    厄弗所書之基督再創造厄弗所書之基督再創造厄弗所書之基督再創造厄弗所書之基督再創造：：：：    

    

創世紀 厄弗所書 

「上主天主說『人單獨不好』…」(2:18)，於是天

主從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形成了一個女人」

(2:22)。如此，女人便是男人的「骨中骨 

肉中肉」(2:23)，二人出自同一個身體。 

「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1:23; cf. 4:4)，而「基督

是教會的頭」(5:23; cf.1:10,22; 4:15; )，兩者 

、不可分割。如此，教會是基督的「骨中骨、肉 

中肉」(cf.若 19:34)，同屬一個身體。 

男人「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 

人成為一體」(2:24)，隱喻夫妻二人結合為一

體，是合一共融的景象。 

教會與基督締結，成了「羔羊的淨配新娘」(默 

21:9)，而「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

(5:25)，是合一共融的愛。 

「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1:27)。 

人被趕出伊甸樂園以後，「天主…派了「革魯賓」

和刀光四射的火劍，防守到生命樹去的路」

(3:23-24)。 

基督徒「在基督耶穌內受造」(2:10)， 

「且使我們同祂一起復活，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

和祂一同坐在天上」(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