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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1这封信来自按照上帝旨意成为基督耶稣使徒的保
罗，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以及相信基督耶稣之人。
2愿你们获得来自我们父亲上帝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恩
惠与平安。

3赞美上帝，即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父，他通过基督
将天堂世界中的灵性善意赐予我们， 4他在创世前拣
选我们与他同在†，让我们可以在爱中成为神圣，在
他面前没有过错。 5他事先决定收养我们作为他的孩
子，通过耶稣基督将我们带到他身边。他很高兴这样
做，因为这就是他希望做的。 6因此我们赞美他的荣
耀恩典，他通过其爱子如此仁慈地赐给我们。‡ 7我们
通过他的血获得救赎，通过他慷慨提供给我们的无价
恩典 8以及所有的智慧和理解，赦免了我们的罪。

9他向我们显示了他之前隐藏的意志，他愿意在恰
当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 10以基督聚集所有人§，包
括天上的人和地上的人。 11通过他⸺我们被提前拣
选出来。制定这计划之人，是根据上帝的意愿完成一
切工作， 12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最先
对基督翘首以盼之人，能够赞美他的荣耀。 13通过
他⸺你†还听到了真理之语，这是你们获得拯救的福
音。通过他⸺因为你信任他，你就被烙上了圣灵承
诺的印记， 14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笔继承，上帝在拿
走那些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保存完好的一切时,会
将这遗产交给我们，我们会赞美他，颂扬他的荣耀！

15我听说过你们对主耶稣的信任，以及你们对所有
基督徒的爱，这就是原因。 16我从未停止为你感谢上
* 1:1 原意为“圣人。” † 1:4 或“与他联合。” ‡ 1:6
这里的儿子是个假设说法，希腊语为“亲爱的。” § 1:10
又见《罗西书》1:20。 * 1:12 “我们”的意思是犹太基督徒。
† 1:13 “你”是指异族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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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我的祈祷中记住你。 17我祈求我主耶稣基督的
上帝，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的灵，让你们看到并
认识他真实的样子。 18愿你的心获得启迪，这样就能
明白他召唤你们去拥有的希望⸺他承诺将这这些荣
耀富有，交给他的神圣子民作为遗产。 19愿你们也理
解上帝在让基督 20死而复生所展现的惊人能力。上
帝在天上将基督安置在他的右手边， 21其地位远高
于任何统治者、权威或领袖，或任何拥有头衔的领导
者⸺不仅在现世，在来世也是如此。 22上帝让万物
服从于基督，授予他作为在教会中掌管一切的责任，
23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为带来一切并实现圆
满。

2
1你们因自己的罪和邪恶行为而死， 2按照这个世
界的方式、在魔鬼的控制下生活，*魔鬼的灵会控制
那些不服从上帝之人。 3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如此，我
们的行为被我们罪恶的人性欲望和邪恶思维方式所
决定。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的人性就是愤怒的孩
子。†

4但上帝有着慷慨的怜悯之心，因为对我们有着令
人惊异的爱， 5即使我们因罪而死，他也会让我们与
基督一起活着。你因为相信上帝而获得拯救！ 6他与
基督一起让我们复活，因为基督耶稣而让我们与他一
同坐于天堂。 7这让他就可以在通过基督耶稣，在永
恒的未来向我们展示他令人惊讶的深厚恩典和善意。
8因信任上帝，你已蒙恩得救⸺这并非靠你自己，
而是上帝的恩赐！ 9这与人的努力无关，所以不要为
自己感到骄傲。 10我们是上帝所为的造物，以基督耶
* 2:2 原意为是“空中力量的统治者。” † 2:3
希腊有俗语说“儿童天生愤怒。”这句话体现的是以往关于人性的思想，可能意味着人类对于上帝“生而愤怒”或叛逆。尽管这里并没有特指上帝，但也可以理解为上帝对我们有着神圣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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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为名创造我们是为了行善，上帝已经计划好我们应
该这样做。

11从人的角度而言，你们就是“异族人”，对于
“已受割礼”之人而言，你们就是“未受割礼”‡之
人（但这只是一种人类做出的行为而已）。你们需要
记住， 12以往你不知耶稣，与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你
作为异族人就不会被视为以色列的公民，对于上帝承
诺的约定§而言，你就是陌生人。你会没有希望，生
活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 13但现在，通过基督耶稣，
你们这些曾远离之人，如今被带到基督血液的旁边。

14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通过他的身体，*他将两
者合而为一，打破了曾分隔我们、充满敌意的墙壁，
15将我们从律法的要求和规定中解放出来。他这样做
是为了用自己的身体，从两者之中创造一个新的人，
从而实现和平， 16通过十字架让他们与上帝和好，就
好像他们是一体，让我们对彼此不再有敌意。

17他来此的目的，是与那些曾经远离他的人分享和
平的福音， 18因为通过他，我们都可以借由同一个
圣灵接近天父。 19这意味着你不再是陌生人和异族
人；你们都是上帝子民的同胞，属于上帝的大家庭，
20这个大家庭以基督耶稣为奠基石，以使徒和先知为
地基。 21整座建筑因他而连为一体，逐渐成长为主的
圣殿。 22你们也是因他而被建造出来，成为上帝通过
圣灵存在之地。

3
1我⸺保罗，为了你们这些异族人而成为耶稣基
督的囚犯，这里将讲述我如何 2（我想你们可能听说
过，上帝已经赋予我责任，要我与你们分享上帝的恩
典）， 3通过上帝向我显示的一切，将以往隐藏的奥
秘清楚展露。之前我曾简短地写过这件事， 4当你阅
‡ 2:11 换言之，犹太人（割礼）和外邦人（割礼）。
§ 2:12 或“盟约。” * 2:14
从上下文看来，保罗在这里指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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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函，就能够了解我对基督奥秘的洞察。 5过去的
世代没有人清楚这一点，但现在灵已经向上帝的圣使
徒和先知做了启示， 6证明异族人是共同的继承人，
属于同一个身体，通过基督耶稣和福音分享上帝的承
诺。

7上帝的恩典使我成为福音的传道者，我之所以能
这么做，是上帝能力所赐予我的。 8在所有基督徒
中，我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位。但这恩典赐给了我，只
为了与异族人分享基督那不可思议的非凡价值， 9帮
助每个人看到这奥秘的使命。从一开始，创造一切的
上帝就隐藏着这奥秘。 10通过教会，上帝要向天堂的
统治者和掌权者展示他在所有方面的智慧。 11通过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上帝也显示了这样的永恒旨意。
12因为他以及我们对他的信任，我们就能完全自由和
自信地来到上帝面前。 13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我
的痛苦而沮丧⸺这是为了你们，你们应该珍惜它！

14这就是为什么我跪在天父面前的原因。 15因为天
上地上的每个家庭，其天性和品格都来自天父。 16我
跪求从他丰饶的荣耀、通过他的灵，用他的能力强化
你们内心深处的力量。 17愿基督于你们同在，因为你
们相信他。当你们深植于爱之中， 18就有能力与所有
上帝的子民一起，理解基督之爱的长度、广度、高度
和深度。 19愿你们知晓基督超越知识的爱，让你们因
上帝的丰饶而圆满完全。

20通过上帝影响我们的力量，愿他给予我们的，远
超过我们所求、甚至我们所想的， 21愿他在教会中能
通过基督耶稣获得世代荣耀，直到永远。阿门

4
1所以我⸺作为主的囚徒⸺鼓励你们按照蒙受召
唤所遵守的原则生活。 2不要为自己而自豪，要温柔
且有耐心，通过爱表达对彼此的宽容。 3通过将你们
联系在一起的平安，尽其所能在灵里合而为一。 4因
为只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正如你们被一个希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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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 5主是唯一，我们对他的信任是唯一，洗礼也
是唯一； 6只有一个上帝，他是每个人的父亲。他在
一切之上，通过一切，在一切之中。

7我们每个人所获得的恩典，都与基督的慷慨馈赠
成正比。 8正如经文所说，“当他登上高处，带走了
俘虏，将礼物送给了人类。”* 9（关于这一点：它说
他已经上升，但这也意味着他之前曾降临我们这个卑
微的世界。 10那降临之人也是升至最高天堂之人，他
通过这种方式让整个宇宙变得完整。）

11他所给予的恩赐，让有的人可以成为使徒、先
知、福音传递者、牧师和教师， 12这样做是为了让
上帝的子民准备好帮助他人，帮助基督之躯的成长。
13我们一起成长，直到我们对上帝之子的相信和知
识，让我们达成合一的状态，完全成长，通过基督获
得真正完全的成熟。 14我们不应该再是小孩子，因
教义吹来的每一道微风而摇摆，被人的诡计所迷惑，
被狡猾之人引入歧途； 15相反，要用爱心说实话，应
该通过基督实现全面的成长，他就是我们的头。 16整
个身体因为他而运作，每个关节都将它连接在一起，
因为每个单独的部分都在各行其责，整个身体都在成
长，在爱中构建自我。

17所以让我要对你们说⸺事实上，我通过主里坚
持了这一点⸺你们不应该再像异族人那样过着空虚
的生活。 18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片黑暗。他们不明白，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固执地不想知道，所以
与上帝的生命隔绝。 19因为不在乎，所以放纵肉欲，
贪婪地做出各种令人作呕之事。

20但这并不是你们所知的基督！ 21你们难道没听说
过他吗？你们没有人教过你们他的事情吗？你们没有
学到耶稣的真理吗？ 22所以，要摆脱你们以往的生活
方式，它通过具有欺骗性的欲望毁掉了你们陈旧的天
性！ 23要让自己在灵性和心智重生， 24拥有上帝创
* 4:8 引自《诗篇》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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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新天性，这样你就会像他一样，获得真理的正义
和圣洁。

25所以要拒绝谎言，彼此说真话⸺因为我们属于
彼此。 26不要因生气而犯罪；不要在黑夜来临时仍
然感到愤怒⸺ 27不要给魔鬼任何机会。 28窃贼要
停止偷窃，用双手诚实工作，带来成果，这样你就能
拥有可以送给他人的东西，满足他人的需要。 29不
要说脏话。根据需要说出鼓励他人的话，帮助那些倾
听之人。 30你们属于圣灵，圣灵已对你们做出标记。
在救赎之日到来之前，不要让圣灵感到失望。 31摆脱
各种怨恨、暴躁、愤怒、谩骂、侮辱以及各种邪恶。
32善待彼此，彼此宽恕，就像上帝通过基督宽恕你们
一样。

5
1所以要模仿上帝的行为，因为你们是他深爱的孩
子。 2要生活在爱中，就像基督爱你一样。他为我们
将自己献给了上帝，正如芬芳的香水。 3你们应该
远离任何不道德的性、下流或贪婪行径，因为上帝
的子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4下流的谈吐、愚蠢的
喋喋不休和粗俗的笑话不适合你们⸺你们应该感谢
上帝。 5你们知道，不道德、下流、贪婪或拜偶像的
人，绝不可能会在基督和上帝的国度中获得任何继
承。 6不要让任何人用谎言来愚弄你们，因为正是因
为这样的事情，上帝才会对悖逆的孩子进行审判。
7所以在这方面，不要与它他们为伍。 8你们曾经身处
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那里就是光。你们要像光的孩
子一样生活 9（光的果实就是一切美好、正确和真实
的东西）， 10要展示主真正欣赏的东西。

11要与滋生于黑暗、毫无意义的事情撇清关系⸺
要去揭露它们。 12对于那些人私下所做的行径，即使
是谈论它们也是一种羞辱。 13当一切都暴露在光之
中，一切就显而易见。光显现了一切。 14这就是为什
么有人说：“醒醒吧，你们这些睡着的人，从死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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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基督会照耀你们。” 15所以要小心你的生活方
式，不要愚蠢，要变得明智； 16要善用机会，因为每
一天都充满邪恶。 17不要无知⸺要找出主的意愿是
什么。 18不要酗酒，酒会毁了你的生活，要让灵充满
你们的身体。 19要彼此分享，通过《诗篇》、吟唱和
圣歌，用歌曲和音乐向主表达你的感受。 20奉我们主
耶稣基督之名，感谢上帝天父所带来的一切。

21如果其他人出于对基督的敬畏而让你去做一件
事，每个人都应该欣然接受。 22妻子要服从丈夫让
你做的事，如同这是来自主的吩咐。 23丈夫是妻子的
头，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
会的拯救者。 24就像教会遵循基督的吩咐，妻子也应
该在所有事情上遵循丈夫的吩咐。 25丈夫应该爱自
己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弃自己的生命。
26他让一切圣洁，他用道之水洁净一切，* 27他让教
会成为自己的教会，没有瑕疵、缺陷或任何类型的过
错，保持圣洁无瑕。 28丈夫应该这样爱妻子，就像爱
自己的身体一样。一个爱妻子的男人也是在爱自己—
— 29因为没有人会恨自己的身体，而是要为身体提供
营养并照料它，就像基督对待教会的方式， 30因为我
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31“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结合，两者合而为一。”† 32这是一个
深藏不露的真理，不过我所说的是基督和教会。 33然
而，每个丈夫都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妻子，妻
子也应该尊重丈夫。

6
1孩子，你们要按照父母的吩咐行事，因为这才是
正确的方式。 2“要孝敬你的父母。”这是第一条带
有承诺的诫命： 3“这样才可能让你一切顺利，让你
可以在人间长寿。”* 4父亲们，不要让你们的孩子
变得疯狂，而是要管教他们，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用
* 5:26 大概是对洗礼的暗示。 † 5:31 引自《创世纪》2:24. * 6:3
引自《出埃及记》20:12或《申命记》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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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照顾他们。 5仆人，你们应该服从你们的人
类主人，要表现处恰当的尊重和敬畏，做事要奔着
真诚的动机，就像在侍奉基督一样。 6不要只在其他
人看的时候，为了获得认可而好好工作。要像基督的
仆人一样工作，诚实地遵行上帝的旨意， 7快乐服侍
主人，就好像你是在为主而非人做事。 8你们知道行
善之人会得到主的奖赏，无论他是仆人还是自由人。
9主人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仆人。不要威胁他
们，记得天上的主是你的主人，也是他们的主人。他
对人一视同仁，没有偏袒。

10最后，要通过主和他的能力保持强大。 11穿上
上帝的所有盔甲，这样你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所有攻
击！ 12我们不是在对抗人类的力量，而是在对抗超自
然统治者和权力，它是这个世界的黑暗之主，是对抗
天堂的邪恶精神力量。 13拿起上帝提供的所有武器，
这样你就能在邪恶的岁月里站稳脚跟。在付出所有努
力后，发现自己仍然屹立不倒！ 14请站起来，把真理
的腰带系在腰间，披上公正和正义的胸甲， 15穿上准
备就绪的鞋子，分享和平的福音。

16最重要的是，要拿起信任上帝的盾牌，这样你就
可以挡住魔鬼发来的火焰之箭。 17戴上救赎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灵就是上帝之道。 18当你这样做
的时候，始终要以灵之名祷告。保持清醒，继续为所
有上帝的子民祈祷。 19也请为我祈祷，让我始终可
以讲出正义之语，让我能自信地解释福音中隐藏的真
相。 20我就是为了福音而被囚禁的大使，所以请为我
祈祷，让我以应该拥有的无畏发声。

21推基古是我们的好朋友和忠诚的传道人，他会将
我所有的消息告诉你们并解释这一切，这样你们就会
知道我在做什么。 22这就是我派他道你们那里的原
因⸺他要把我们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并鼓励你们。
23愿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祝福你们那边的所有基
督徒能够秉承爱和信任，获得平安。 24愿永远热爱我
们主耶稣之人，都能获得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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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ules above, revising and adapting God's Word
involve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be true to God's Word. See Revelation
22:18-19.

2022-11-29

PDF generated using Haiola and XeLaTeX on 21 Apr 2023 from source files
dated 29 Nov 2022
4ee778e7-dbee-57e2-9565-a8b1650dda25


	以弗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