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书1：15-23

使你们真知道祂: 使徒保罗的祷告
路加(1福音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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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第一次传道（宣教）旅程：亚洲土耳其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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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第二次传道（宣教）旅程：欧亚大陆

3



保罗第三次传道（宣教）旅程：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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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被押往罗受审之旅程（约公元5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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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28：30-31
30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
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31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在罗马关押期间写了四卷书信：以弗所书，
歌罗西书，腓力门书，腓利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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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宣教和经历罗马旅程后的使徒保罗

•属灵生命非常成熟，到达了属灵的高峰
•对永生神的计划和旨意非常了解
•对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非常清楚
•对神话语的理解，远超过众人
•对人类罪恶的起源，危害，严重性，腐蚀性有超强的理解，感悟和认知
•对历史的意义非常明了，对基督徒人生的意义，目的，目标非常明确
•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智慧等的认知和灵里的经历，
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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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1：10 “同归于一”
• 以弗所书1：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和合本

• 10等所定的时候㇐到，叫天地万物㇐同归在基督的名下。当代版
• 10 And this is the plan: At the right time HE will bring everything togethe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Christ — everything in heaven and on earth. NLT
• 歌罗西书1：15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真像，超越㇐切受造之物。 16因为万物都是
借着祂创造的，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做王的、统治的、执政的、掌
权的，㇐切都是借着祂也是为了祂而创造的。 17祂存在于万物之前，万物都靠祂
而维系。 18祂是教会的头，教会是祂的身体；祂是源头 (元始 ,和合本），是首
先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祂可以在㇐切事上居首位。 19因为上帝乐意让㇐切的丰
盛住在祂里面， 20又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物借
着祂与上帝和好。当代版 8



祂是源头 (元始 , 和合本）

• 约翰福音1：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这道太初与神同
在。 3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 约翰福音1：10祂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祂。 11祂来
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祂。 12但所有接纳祂的，就是
那些信祂的人，祂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 13这些人既
不是从人的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情欲或意愿生的，而是
从上帝生的。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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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帝和好”与 “受咒诅”

• 创世纪2：16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
吃； 17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
定死。”

• 创世纪3：17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
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 创世纪3：24耶和华 神把那人赶出去，就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
和发出火焰转动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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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工价乃是死
• 以弗所书2：1 你们从前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 2那时，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在空中掌权的魔鬼，就是如今在㇐切叛逆上帝之人心中运行的邪
灵。 3我们以前也在他们当中随从罪恶的本性，放纵肉体和心中的私欲，与
其他人㇐样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当代版

• 加拉太书5：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20拜偶像、
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21嫉妒、醉酒、荒宴
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 歌罗西书2：21从前你们与 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
• 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
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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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亡之律的奴役

• 罗马书8：19受造之物正热切等候上帝众子的显现， 20因为受造之
物处在虚空之下(subjected to God’s curse, NLT) 并非出于情愿，
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21不过，受造之物仍然盼望脱离衰亡
之律的奴役，享受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 22我们知道㇐切受
造之物至今都在呻吟，如同经历分娩之痛。当代版

•以弗所书2：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以弗所书2：5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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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祷告的前言（引子）

• 15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 16就不
住地为你们感谢 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和修本）

• 15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 16就不
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新译本）

信心，爱心很好，但是还远远不够 …… 若要生命长进，㇐定要认识神，
就是认识永生神，造物主的计划和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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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祷告的第一项：

• 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 罗马书3：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个也没有。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
求 神的。12人人偏离正路，㇐同走向败坏。没有行善的，连㇐个也没有。

• 罗马书11：7-8 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
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8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

• 哥林多前书1：21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做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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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要有灵商
• 哥林多前书2：7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的、 神奥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
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 8这智慧，今世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个知道，若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 哥林多前书2：10只有 神藉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
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2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
上的灵，而是从 神来的灵，为使我们知道 神把恩赐赏给我们的
事。… 15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

•主的门徒要有灵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圣经，与神亲密的关系，
神的恩赐，比如亚伯拉罕，雅各，罗得，以利亚，保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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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祷告的第二项：

• 以弗所书1：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
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 以弗所书1：18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
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新译本

•创世纪3：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神能知道善恶。” (魔鬼的原话)

• 约翰福音8：44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宁愿随着你们父的欲
念而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的本性，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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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门徒要用“属灵的眼光”
• 哥林多后书4：3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4此等
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属灵的眼光：哥林多前书2：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 神的灵的事，
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
的眼光才能领悟。新译本

•阿拉斯加的见证：阿拉斯加，美国第㇐大州，约172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买入，平均每英亩两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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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州和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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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祷告的第三项：

• 以弗所书1：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就是照
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
自己的右边， 21远超过㇐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切
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 哥林多前书15：24最后末日来临，那时基督会废除㇐切执政的、掌权的、有
能力的，将国度交给父上帝。 25因为基督必执掌王权，直到上帝将所
有的仇敌都放在祂脚下。 26祂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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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枯骨复活（浩大的能力）
• 以西结书37：1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领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上，
这平原布满了骸骨。 2他带我在骸骨的四围经过；我看见平原上面有很多骸骨，都
非常枯干。他问我：“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回答：“主耶和华啊！唯
有你才知道。” 4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对它们说：‘枯干的骸骨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5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样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
里面，你们就活过来了。 6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给你们包上皮，又把气息放入你
们里面，你们必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 7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我正在说预言的时候，就听见有响声，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
起来，格格作响。 8我观看，见骸骨生了筋，长了肉，又有皮包在上面，只是它们
里面还没有气息。 9他对我说：“你要向气息说预言。人子啊！你要说预言。你要
向气息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四方”原文作“四风”）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它们活过来。’” 10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
里面，骸骨就活过来，并且站起，成了㇐支极大的军队。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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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世
• 约翰㇐书2：16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
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17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
要消逝，惟独那遵行 神旨意的人永远常存。和修本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 新译本

•来世：万物没有更新之前的未来时光，因为仍然是罪和死在掌权，所以
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循环，重复，周而复始，处于衰亡之律的奴役和
控制之下，并无本质的更新和改变。与永世，永生的概念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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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生神使死人复活
• 哥林多前书15：50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必朽坏的身体也不能承受永不朽坏的产业。 51听着，我要告诉你们㇐
个奥秘：我们并不是都要死亡，乃是都要改变—— 52就在㇐刹那，眨
眼之间，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因为号角㇐吹响，死人就要复活成
为永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53那时，这必朽的身体要变成不朽的，
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 54当这㇐切发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
话：“死亡被胜利吞灭了。”55 “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56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借着律法施展它的权
势。 57但感谢上帝，祂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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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重生和永生

• 启示录21：5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把㇐切都更新了！
• 约翰福音3：3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
（或译“从上面而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

•约翰福音3：6从肉体生的还是肉体，从圣灵生的才是灵。当代版
• 约翰㇐书2：25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26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
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
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恩膏：另译为“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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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呼应的信息（22-23节与10-11节）
• 以弗所书1：22神使万有服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作万有之
首； 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万有被造的万物 教会预定拣选的人们 他基督耶稣

• 以弗所书1：10等所定的时候㇐到，叫天地万物㇐同归在基督的名下。11我
们也在基督里被拣选成为祂的子民。这都是按自己旨意行万事的上帝预
先定下的计划， 当代版

• 以弗所书1：11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
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得基业”或译：“成为 神的产业”）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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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 以弗所书1：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 以弗所书1：12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 以弗所书1：14直等到 神的子民（神的产业，新译本）得救赎，使他的荣耀
得到称赞。

•罗马书11：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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