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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狱经历对保罗生命
有一个不同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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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囚犯保罗：
四卷监狱书信四卷监狱书信

都直接提到保罗被监禁的事。

多下监牢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林后十一23

在罗马首次被囚在罗马首次被囚
是一次长期的监禁 徒廿八

租房、可以自由的宣传福音，不能出去、很多人来探望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写作顺序：
先写歌罗西书，

依次再写以弗所书、腓立门书，

在同一时间由

同样的送信人
推基古和阿尼西母

三封信同时送出去，

尔后才写成腓立比书。

使徒可以被关、生命中的福音丝毫没有影响，更加有影响力

‧监狱书信‧背景 ‧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作者：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弗一1

「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门9

年约 65岁

写作日期：
确定为主后 61年确定为主后 61年。

保罗首次被囚于罗马，

为期至少两年主后61至62年为期至少两年主后61至62年

对保罗言是最好的机会

专心的写作书信专心的写作书信，

教导了基督的教义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 ‧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整卷书信未见保罗典型的个人问候语，
显然是适合公开传阅颂读的书信。

使徒刻意使用一种写信格式，使徒刻意使用 种写信格式，

使这书信适合众教会的基督徒阅读，

藉书信传递教导 服事信徒藉书信传递教导、服事信徒。

徒十九8-10、二十31

保罗在以弗所及周围城市

事奉三年之久。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 ‧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以弗所城：

位于小亚西亚的西海岸，一度是商业中心
商业：三大国际贸易中心之一

另两个是埃及的亚力山大和叙利亚的安提阿

艺术与科学成就

哲学家、

诗人、

艺术家、

演讲家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 ‧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以弗所城：宗教背景

崇拜亚底米女神崇拜亚底米女神，

以弗所人以女神的看管者自居

以弗所人的城是

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
落下来的像 徒十九35

也参与对亚古士督的帝王崇拜也参与对亚古士督的帝王崇拜，

充斥形形色色的邪术。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弗六12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 ‧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以弗所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信徒组成

第二次旅行布道归途中到过以弗所，在会堂与犹太人辩论在
第三次旅行布道在此居住三年，

将福音传遍亚西亚省、巩固了教会的根基

结束第三次旅行布道，

邀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邀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到邻近的米利都相聚。

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徒二十29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 ‧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以弗所教会
犹太信徒为数不少，大部分都是刚悔改归信的外邦人犹 少， 都 外 人

主后55年保罗布道时信主，以弗所书 主后61年写成，

第一次读保罗书信时，信主的年日是很短的。

教会非常成长，在小亚西亚省扮演了「母会」的角色。

第 世纪末期 使徒约翰成了第一世纪末期，使徒约翰成了
亚西亚基督徒的属灵领袖，

以弗所教会成为宣教事工的总部以弗所教会成为宣教事工的总部。

耶路撒冷→叙利亚的安提阿→以弗所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那七个教会 启一11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 ‧写作风格‧要旨

没有提教会面对的问题，诸如：

哥林多前书 内部纷争哥林多前书 ─ 内部纷争

哥林多后书 ─ 对保罗的误解

加拉太书 错误的教义加拉太书 ─ 错误的教义

歌罗西书 ─ 教会内出现异端

将「基督为教会元首」的教义充份陈述，写成以弗所书
与歌罗西书如同姊妹作
积极教导基督纯净的真道，

也是面对正困扰歌罗西教会的类似问题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 ‧写作风格‧要旨

初信的基督徒需要是在主里成长
藉圣灵加倍认识与基督的关系、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藉圣灵加倍认识与基督的关系、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行在真理的光中，在生活当中有所经历。

保罗受感透过书信来说明灵命成长的基本要素。保罗受感透过书信来说明灵命成长的基本要素。

今日，这书信对于属神的儿女，仍然具有相同的作用。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 ‧要旨

本书思想高超，文字丰富，独具一格，
保罗书信中最深奥的一卷保罗 信 奥的 卷

监狱书信中最长的一卷

书中不断出现诗歌形式的教义，书中不断出现诗歌形式的教义，

全书充满赞美、祷告的庄严气氛。

一至三章 ─ 教义 至三章  教义

四至六章 ─ 实践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 ‧要旨

以弗所书完成于歌罗西书之后，
二卷书常用类似的辞汇，以弗所书更加深思熟虑，卷 常用类似的辞汇， 更加深 熟虑，

对同一个词句往往赋予更深的含意。

两书的重点也略有不同，

歌罗西书强调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歌罗西书强调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

以弗所书则强调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主要焦点：外邦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

以前与神的约 应许 没有任何关系以前与神的约、应许，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得着救恩，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救赎的工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救赎的工，

使神的计划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外邦人和犹太人
在教会里联合成为一体，

都成为神的子民。

神从亘古已经计画神从亘古已经计画，
只是在耶稣复活后才向新约教会的使徒和先知启示出来



‧监狱书信 ‧背景‧目的地‧动机与目的‧写作风格‧要旨

 前三章 ─ 解释神永恒的计划和外邦人在其中的地位
 后三章 ─ 根据神永恒的计划，写出对基督徒生活的实际引导 后三章  根据神永恒的计划，写出对基督徒生活的实际引导

全书的钥句「在基督里」，每项真理都直接关连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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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一10归

「同归于一」初步实现在普世教会 ─ ─ 基督的身体
外邦人与犹太人隔阂拆毁、同为后嗣

信徒连于元首基督，互为肢体，彼此相助

一起向世人与灵界彰显神的智慧

整体信息强调

元首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做为「身体」的教会，在永恒当中的地位和使命做为「身体」的教会，在永恒当中的地位和使命

我们对犹太人而言都是外邦人，
过去上帝启示「选民」过去上帝启示「选民」

我们以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起进 上帝永恒的计画当中一起进入上帝永恒的计画当中

教会也许还不完全、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神的计画 ─

要借着我们、教会，教

向历世历代彰显上帝的荣耀！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可以成为属于神的子民使我们可以成为属于神的子民；

逐步展现，使我们进入丰富的真理当中。

让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让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

向这个世代显明耶稣是多么宝贵的救主。

引导我们的教会引导我们的教会，

在每一个教会都有荣耀的计画，

参在永恒的大计画中，一起参与你复兴的作为

感谢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我们更认识你，生活行为里有更多的光明照耀。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以弗所书的主要焦点是什么？

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各自强调的主题是什么？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以弗所书的主要焦点是什么？

外邦人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外邦人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

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各自强调的主题是什么？

歌罗西书强调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歌罗西书强调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

以弗所书强调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