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 
弗	  
2:18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或作全〕
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　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谅必你
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
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
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
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
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　神的恩
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 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
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
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
慧．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3:10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3:11	  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
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背誦經文	  

10	  His	  intent	  was	  that	  now,	  through	  the	  
church,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rulers	  and	  
authori:e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11according	  to	  his	  eternal	  purpose	  that	  he	  
accomplishe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教會要展現	  
神百般的智慧和永遠的旨意	  





以弗所是戰略性城市 



以弗所教會是戰略性教會 

AD	  51	  
教會誕生	  

信徒	  
徒18:18-‐19:7	  

 

AD	  53-‐56	  
教會建造	  

教導，長老	  
徒19:8-‐41,	  
20:17-‐38 

AD	  60	  
教會異像	  

目的，呼召，合一
以弗所書	  

	  

AD	  62	  
保守教會	  

治理，防備	  
提摩太前後書	  



AD	  90	  
	  新一代教會	  

起初的愛
啓示錄2:1-‐7	  

	  



兩個禱告所襯托的內容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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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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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 
	  

…..	  第二章	  2:1	  	  － 第三章	  3:13…..	  
	  
3: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都是
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
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
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奧秘 
3:1	  因此、我保罗。。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我
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
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
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A.  奧秘的內容：	  
-  與基督聯合	  

-  猶太人與外邦人在基督也聯合在一起	  

B.  為什麼外邦人與猶太人的聯合如此重要？	  



奧秘（2） 
3:5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
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
一体、同蒙应许…．3:9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　神里
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B.	  新族群：	  
-  	  與舊約的連續性：神一直在呼召人和歷代的聖徒回

應神的呼召	  
-  	  舊約聖徒與以色列國：國民與國家的關係	  
-  	  耶穌：呼召人， 進入神的國	  
-  	  保羅新的啓示：教會是神國的子民	  
-  	  弗2:19	  “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弗
2:21-‐22	  	  主的圣殿；弗3:5-‐6	  新的一體；弗3:8-‐10	  教會	  

	  



神百般的智慧，永恆的旨意	  
到底是什麼？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
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
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
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A. 內容	  

B. 策略	  

C. 執行	  

神計劃的 



保羅的兩重職分 
3:8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 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
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3:9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
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3:10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3:11	  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
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A.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B.  3:9	  make	  plain	  to	  everyone	  the	  administraEon	  
of	  this	  mystery	  	  

C.  安排：administraEon=	  house	  +	  management	  

內容 － 策略 － 執行 



一位姐妹的分享 

1.	  神的奧祕 

2.	  神的心意與愛 

3.	  我自己的一套奧秘 

4.	  我的奧祕VS神的奧祕 

5.	  整合 

6.	  應用 

（1）使用神賜給我的才能 

（2）引導神賜給我的產業 



反思 

•  觀察現實的教會，有什麼是通過教會為

中心來進行？	  

•  我們在努力（刻苦學習）明白神的永遠

旨意和百般的智慧？例如，教會大家庭

與我的小家庭的關係？教會大家庭與社

會／世界的關係？	  

•  教會大家庭在你我的生活中占什麼地位？	  



我們的禱告 

3: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

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

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

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回應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