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度
第一階段 (1-4 月)：以弗所書

讀經計劃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2)

第 1 週 (28/2 – 6/3)
第四章：
內容綱要：
一、在基督身體裏該有的生活與職責：
二、在新人裏該有的生活表現：
1. 要與蒙召的恩相稱 (1 節)
1. 不要再像外邦人行事 (17-19 節)
2. 要竭力保守靈的合一 (2 – 6 節)
2. 信徒應該有所改變 (20-24 節)
3. 要盡恩賜的職責以成全聖徒：
3. 穿上新人所該有的生活表現 (25-32 節)
(a) 恩賜的來源 (7-10 節)
(b) 恩賜的種類 (11 節)
(c) 恩賜的目的 (12–14 節)
4. 要各盡其職以建立基督的身體 (15-16 節)

釋經節錄：
4:1
4:3
4:5

4:6

4:7 – 16
4:8
4:9 – 10
4:11

4:18
4:30

按原文本節的開頭有「所以」一詞，意即下面所講的道理，是基於前面真理的事實。
「心」字原文是「靈」字，合而為一的靈是神給教會的恩賜。
「一主」：指信徒都歸屬於同一位主人，就是主耶穌基督。
「一信」：不單是指相信的行為，還包含了所相信的內容；信徒都是因著同樣的一
個信仰而與主發生關係的。
「一洗」：信徒也都是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洗，而歸入基督的。
「超乎眾人之上」：祂高高在眾人之上統領、掌管、支配一切。
「貫乎眾人之中」：祂在眾人中間施予關心、看顧、引導、救拔。
「也住在眾人之內」：祂在眾人裏面感動、運行、作工、加力。
原文是一連續不斷講述恩賜的長句，恩賜是無可限量，可以沒有保留的給予人 (羅
8:32)。這幾節說明教會在一體中是有多樣化的，是合一而非統一。
是引詩 68:18 的說話
第九至十節是括弧內的插句，特別為了解釋第八節和註明所引述的經文是指基督而
說的。
「使徒」：具有聖靈的能力，奉神呼召，被差遣到處開荒、建立教會的人。
「先知」：有聖靈的感動，接受神的真理啟示，能傳講神的心意，以造就、安慰、
勸勉信徒的人。
「傳福音的」：對傳揚福音特別有負擔和才能，能深入人群中引領人相信主的人。
「牧師和教師」
：原文只用一個定冠詞，表示一個職份兼具作牧養和教導兩種功能；
前者偏重對信徒靈性的餵養與照顧，後者偏重對真理認識上的造就與實踐。
「心地昏昧」就是指一個人的悟性缺乏分辨的能力，不能分別是非好歹。
「得贖的日子」是指身體的得贖被提上升的日子，這是救贖的完成(羅八 23)，須要
等到基督再來時才完成，故「得贖的日子」就是指主再來的日子。

思考問題：
1.
2.
3.

謙虛(4:2)即是卑賤嗎？怎樣才算是謙虛？你能夠謙虛、溫柔、忍耐嗎？
神給每個信徒不同的恩賜，為要建立教會，你有「各盡其職」(4:12)，運用神給你的恩賜嗎？
細想穿上新人所該有的生活表現 (25-32 節)，你能夠做到多少？

第 2 週 (7/3 – 13/3)

第五章：
內容綱要：
一、在基督裏的德行：
1. 像蒙愛的兒女 (1-7 節)
2. 像光明的子女 (9-14 節)
3. 像智慧人一樣 (15-21 節)
二、夫妻關係 (22-33 節)

釋經節錄：
5:4
5:5
5:13

5:16

5:18

5:19

5:25
5:26
5:27
5:22&33

「妄語」：指不合時、無意義、無用的言談，特別是荒誕不經的糊塗話，不知事之
究竟，就隨便說、隨便傳。
「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凡一樣人、事、物在人身上，能奪去人的心，
代替神的地位的，就是「拜偶像」。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又可翻作「每一樣被照明的，就變成光。」我們作
為「光明之子」的責任，不單是使曝露在黑暗中的人成為「顯明的」，更要進一步使
他們也成為「光」。
「愛惜光陰」包含兩個意思：
(1)「愛惜」原文是「贖回」，意即要付出代價去把虛耗的時間買回來，並好好地運
用每一分每一寸的光陰。
(2)「光陰」原文是「時機」，意即每一刻光陰都是神所賜給我們的機會，我們應當
抓住每一個機會，過有意義的人生。
「要被充滿」這個動詞有以下意思：
(1)是被動式，是聖靈主動的充滿我們，使我們被聖靈支配而有所行動。
(2)是命令式，雖是被動的，但我們卻有責任去「要」、去「求」。
(3)是現在式，表明我們要繼續的不斷的被充滿。
「詩章」：指舊約聖經中的詩篇，當時用樂器伴奏演唱。
「頌詞」：指聖徒稱頌神、讚美神的詩歌。
「靈歌」：信徒在聖靈的感動中，發出即興而有節奏音韻的歌。
「為教會捨己」：「捨」的意思乃是「給了」，原文的意思是基督為愛教會的緣故，
把祂自己給了教會，這是最大的禮物。
「水」：指主復活的生命，也指聖靈
「獻給自己」：這是婚禮的術語，指引導新娘到新郎面前。基督把自己給了教會，
目的是叫教會成為聖潔；而成為聖潔的目的，為要把教會獻給自己。
「敬重」原文是「敬畏」，意思就是怕，主只囑咐作丈夫的要愛妻子，作妻子的要
負兩個責任：(1)順服；(2)敬畏。

思考問題：
1.

保羅提醒門徒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5:10)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5:17)，我們怎樣才
能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嗎？

2.
3.

面對身邊的人行神所不悅的事，你能光照他們，幫助他們進入光明嗎？
我們要常常感謝神，也要凡事感謝神。回想一下過去一個星期，你能每天都感謝神嗎？

第 3 週 (14/3 – 20/3)
第六章：
內容綱要：
一、父母和兒女相待之道：
1. 作兒女的 (1-3 節)
2. 作父母的 (4 節)
二、主人和僕人相待之道：
1. 作僕人的 (5-8 節)
2. 作主人的 (9 節)

三、如何為神爭戰：
1. 爭戰得勝的先決條件 (10-11 上)
2. 認識爭戰的對象 (11 下-12)
3. 爭戰的要領 (13-14 上)
4. 神的全副軍裝 (14 下-17)
5. 爭戰的方法 (18-20)
四、結語： (21-24)

釋經節錄：
6:1

6:2 – 3
6:5

6:10

6:13
6:14

6:15

6:17

在「兒女」一詞的前面有定冠詞，表示信徒的兒女和世人的兒女有別。
「父母」在原文是一個字，所以我們要把父母當作一位來聽從，不該只聽從父而不
聽從母，或只聽從母而不聽從父。
「在主裏聽從父母」這句話有幾個意思：
(1) 因愛主、敬畏主而聽從父母；
(2) 與主合一、靠著主的力量來聽從父母；
(3) 照著主的意思來聽從父母；若父母命令兒女作違背主旨的事(如犯罪)時，則不
可盲從。
「父母」原文是「父親和母親」，這裏父與母是分開的，意即我們要尊敬父親，也
要尊敬母親，兩者並重，不可有偏。
奴隸制度在古代是普世的人都接納的，當時更被認為是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種基
層制度。主人用金錢買下奴僕，差使他們作最低賤的工作。按照法律，主人對奴僕
操有生死之權；除非有些奴僕的主人因仁慈而開恩釋放，否則終其一生都須為奴。
「作剛強的人」在原文是現在被動語態，所以不是我們自己本身能剛強，乃是因某
種原因而成為剛強；我們留在主裏面，祂的剛強就成了我們的剛強，我們在祂復活
的大能裏才能剛強有力。
「磨難的日子」原文是「邪惡的日子」，指撒但用各種各樣邪惡的事來攪擾我們，
使我們遭遇艱難和險惡的日子。
「帶子」是為束緊衣裳，以免行動不方便；「衣服」豫表行事為人。故全句意即我
們的行事為人要受真理的約束。信徒的生活行為若不受真理的約束，就無法與仇敵
爭戰。
「胸」是指良心。
古時兵丁上戰場前須穿上鞋，這種保護腳的鞋以厚皮作底，釘上平頭釘，還有鐵製
的鞋尖。這樣的鞋不單有保護腳部的作用，還可以讓兵士走得更快更穩。在古代，
大部份的戰事都是短兵相接的打鬥，所以敏捷的身手是必須的。
「頭盔」是為保護頭部的軍裝，頭部是人的思想所在；以「救恩」為頭盔，意即以
神的拯救為我們思想的保護。仇敵最容易攻擊我們的思想，所以要想到無論環境多
艱難，神都會給我們拯救，因此就不會接受撒但任何的威嚇。

思考問題：
1.
2.

你每日所做的事，是討人歡喜，還是「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細看神所賜的屬靈軍裝，思想每一件裝備的用處，你在哪一方面需要特別儆醒？

第 4 週 (21/3 – 31/3)
金句背誦：
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
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1-13)
2.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弗 5:20-21)
3.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
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弗 6:14-18)

問題思考：
1. 以弗所書第四至六章主要是講及信仰的實踐，它告訴基督徒應該做些什麼。在閱讀
這三章時，你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什麼地方？
2. 在實踐信仰時，你覺得有甚麼事情是較易做到？你覺得較困難做到的又是什麼？你
可以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在教會中，有沒有弟兄姊妹可幫助你能克服這些困難？
3.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下有不同的角色或身份 (父母、子女、上司、
下屬、丈夫、妻子等)，你能按照聖經的教導做好每一個角色嗎？
4. 以弗所書四至六章給你什麼啟示或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