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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第 3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

你們祈禱．〔此句乃照對十四節所加〕(以弗所書 

3:1) 

值得留意的是,保羅事實上是羅馬的囚犯,然而對保羅來

說,他是耶穌基督的囚犯,那才是他所真正被囚的。 

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以弗所書 

3:1) 

保羅被逼迫,被囚的原因是因為他堅持主張外邦人可以

借著信靠耶穌基督得救, 這令猶太人很不高興。 他們

覺得外邦人要轉變為猶太人才能得救。 

因此，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唯有猶太人才能得救, 外

邦人只有轉變為猶太人才能得救。 這樣,保羅堅持神如

今將救恩賜給外邦人的作法，招來猶太人的盛怒,他所

到之處,他們不是逼迫他,就是挑起禍端陷害他。 因此,

這監禁是保羅所持守的，你們外邦人可以得救恩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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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所造成的。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以

弗所書 3:1) 

保羅說,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甚麼還受逼迫呢．(加拉

太書 5:11) 

他們就不會有什麼反對我的了。但是保羅持守著神賜給

他恩惠的道。 

諒必你們曾聽見 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

付我、(以弗所書 3:2) 

一些人認為歷史有七個時期。他們看到無罪的時期,在

這個時期,神將亞當放置在伊甸園裡,因為人是無罪的, 

神當時跟人直接往來。 

然後他們看到第二個時期,道德(道義),這是從亞當時期

到挪亞時期。 跟著他們看到第三個時期—神的管制,這

個時期持續到律法的時期。律法時期是第四個時期。第

五個時期是耶穌。第六個時期,是恩典的時期。第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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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千年國度。 

保羅在談論的是人們所分出來類別中的恩典時期,至於

神是否也這麼分類的,這我不清楚。我認為人類,甚至理

論家們能做出很多神並不贊同的事。 在我們所生活的

這個時期,神以他的恩典來對待我們這些外邦人。 

神賜恩給我、(以弗所書 3:2)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

的．(以弗所書 3:3) 

在第一章, 保羅講到神照著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

知道他旨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神要使一切在耶穌基督裡同歸於一的奧秘。 神已經使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順服基督。將來他也將使天上地

上一切所有的都順服基督。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

的．(以弗所書 3:3)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以弗所書 



 

4 of 22 

以弗所書第 3章 

3:4)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

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以弗所書 3:5) 

這是為外邦人接受救恩打開的門路，舊約的先知們沒有

預見到。 這個教會的時期是舊約先知們沒能看到的。 

他們以為基督的到來，會立即帶來神的國度。他們以為

彌賽亞將立即引進國度時期,舊約的先知們沒有真正看

到這個恩典時期,沒有意識到神將從外邦人中選取基督

的肢體。 

他們沒有完全領會神啟示給他們的所有一切。他們所寫

下來的東西,他們並不能完全領會。 他們只是照著聖靈

的啟示寫的。因此他們並不明白他們寫下來的所有一

切,沒能領會事情的所有含義。以賽亞書寫到將要到來

的彌賽亞。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

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

這事。以賽亞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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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

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

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

他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

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

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

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

上。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或作他受

欺壓卻自卑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

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

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

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以賽

亞書 53:3-8.) 

以賽亞寫了這些經文，沒能真正領會在他所寫的經文裡

的不連貫。 

但以理在預言彌賽亞到來的日子的時候宣稱，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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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將被驅散。(但以理書 9:26) 

然而在這裡人們心想彌賽亞將建立他的國度，就連使徒

中間這個想法也是很普遍的。 

他們總是在期待著神即刻的行動。耶穌在復活之後，應

許使徒們，不多日子，聖靈要降臨他們身上。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

國、就在這時候嗎。(使徒行傳 1:6) 

主啊，是在這時候嗎？他們總是在尋求立即建立千年國

度。他們不知道會有這麼一個恩典的時期，神在這個時

期在外邦人中間動工，要從中選取基督的肢體，耶穌基

督的教會。實際上，是從世界選取，因為教會包括猶太

人和外邦人，他們合而為一。他們中間存在的牆將被拆

除，他們在基督裡都將成為一體。 

保羅說到奧秘的時候，不像我們今天相像的一樣，難以

解決的就是奧秘。那奧秘指的是過去沒有顯明，如今卻

被神顯明的事。因此，這是從神而來新的啟示。外邦人

在基督的肢體中的地位，神將榮耀的永生的應許和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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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賜給外邦人，並在神的國裡面給他們留一個位置。 

保羅說，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

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這奧秘

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

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以弗所書 3:3-3:5) 

這奧秘就是， 

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

為一體、同蒙應許。(以弗所書 3:6) 

如今啟示的神的奧秘，你們外邦人可以得著救恩，可以

得著永生的應許，得著神的國的盼望。你同享神的恩典

和良善。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

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以弗所書 3:7)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

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以弗

所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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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這是多大的榮

幸啊。保羅對自己的看法是一個真正蒙神呼召，有著耶

穌基督的印證的人才能說出來的。 

當我看到一些人在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時候趾高氣揚

的樣子，我的結論是他們其實沒有耶穌個人的見證。要

是我的態度是這樣的， 主啊，你有我真是幸運嘍，有

我在傳講你的真理，神啊，你不知道你有多麼的好運

啊。我本可以成名的，本可以做大人物的。我捨棄了名

和利，主啊，對你來說，我是很有價值的哦。人們為著

耶穌基督捨棄些什麼，那些見證並不能使我為之感動。

我本可以成就的事感動不了我。 

保羅看待自己的態度，哇，神賜給我這個榮耀的事工，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以弗所書 3:8) 

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傳給外邦人．(以弗所書 3:8) 

因著他先前對教會的逼迫，保羅覺得因著他從前試著將

教會徹底摧毀的緣故，神為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因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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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做的。事實上，他時常受著自己曾一度這麼盲目要

摧毀教會的事實而困擾。他提到過這點， 

怎樣極力逼迫殘害 神的教會。(加拉太書 1:13) 

這就是他的態度，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

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又使

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裡的

奧秘、是如何安排的．(以弗所書 3:8-3:9) 

我們從頭倆章開始到這第三章所學習的，你注意到神給

我們成就的一切都是借著耶穌基督做的。神為著你成就

的一切都是借著耶穌基督做的。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

沒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以弗所

書 3:5)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書 3:10) 

彼得就這些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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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彼得前書 1:12) 

天使不像神那樣是全知的。他們不知道神計劃的整個目

的。我想在天使們看著神的計劃逐漸成就的時候，他們

肯定會舉行不同的商討會。天使們對預言的領會卻比人

類深。當神將這些事啟示給先知們的時候，他們能夠領

會。但是他們沒有完全領會，等到救贖計劃實現了，天

使們才完全領會。彼得寫到這些事的時候說，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

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

時候、纔是好的。(彼得後書 1:19) 

耶穌使用許多絕對可靠的證據顯明他的復活。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彼得後書 1:19)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保羅這裡說，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書 3:10) 

我想對於天使們來說，神決意下來住在人的中間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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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令人驚奇和畏懼的。神竟然來住在人的中間。神借著

他的靈通過耶穌基督住在你裡面，這就是那榮耀的奧

秘。 

我的身體可以 

成為聖靈的殿，基督住在我裡面的事實就是我榮耀的

盼望。 

天使們看著這榮耀的奧秘說， “哇，你信不信？”這

奧秘就啟示了出來，神沒有特別啟示給他們，只是借著

計劃在教會實現來啟示。 

這是照 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

旨意。(以弗所書 3:11) 

這起初就是神的計劃。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的來

到 神面前。(以弗所書 3:12) 

在第一章，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以弗所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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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接收了我。這裡說我們可以到神面前來。當然在猶太

人中間，這是禁止的。他們不能到神面前。他們通過祭

司到神的面前。祭司代表他們到神的面前去。神給摩西

頒布律法的時候說， 

不要讓人靠近，省得他被毀掉。 

摩西上山去，與神相交。人們看到神同在的景象的時

候，他們躲開了，對摩西說，你上去跟神說話，你下來

告訴我們他說過的話，但是我們不想靠近。在地上燃起

的火以及雷電和別的東西實在是可怕，你上去，你和我

們說的話，我們都會當成神的話聽從的，我們卻不敢靠

近。 

神制定了律法之後，祭司長可以代表人們進入到至聖

所，那也不過是一年一次而已。如今我們卻能夠到神的

面前，再也沒有幔子將你攔阻。耶穌被釘死時，殿裡的

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這意義是特別重大的。神是在

說，借著耶穌基督，你們都可以來。 

你可以到神面前。希伯來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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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借著

耶穌基督，將我們要求的告訴他。（希伯來書 4:16） 

我們從前與神隔開，我們無法接近神，如今就可以進前

來，就在基督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的來到 神面

前。一些人顯得膽小，哦，我真的覺得自己不配到神面

前來，我去找一個聖徒，請他為我到神面前就行了，這

種想法是不符合經文的，是錯誤的。神打開了門，他

說，“快進來吧。”你退縮是不對的，我們能夠到神面

前，我們應該放膽無懼，篤信不疑的來到 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

原是你們的榮耀。(以弗所書 3:13) 

保羅為著給他們帶來這個信息受了很多苦。他被囚，鞭

打，被人用石頭打。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

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以弗所書 3:14) 

保羅為他們的禱告，禱告的態度，屈膝的姿勢，禱告的

姿勢有很多。身體的姿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內



 

14 of 22 

以弗所書第 3章 

心的態度。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

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某些人持有一種觀點，除非

你屈膝，你就不是真的在禱告，這觀點是不符合經文

的，不過是他們個人的看法罷了。經文裡提到站著，舉

起聖潔的手禱告。大衛臉朝黃土向神呼求。很多地方講

到仆倒在主面前。因此，坐著，躺著，跪著，站著都

好，姿勢不是最重要的，到神面前的時候，你內心的態

度是如何呢？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們在天上的父，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

得榮耀。(約翰福音 14:13) 

（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都是從他得名）(以弗

所書 3:15)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

力量剛強起來、(以弗所書 3:16) 

我們的內心是多麼需要力量啊。撒但不斷把試探擺在我

們面前。他是個滿有大能的敵人，我自己裡面沒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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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抵擋他，如果我要在敵人的能力面前站立的住，保

羅藉著禱告說，你可以靠著聖靈讓我們裡面的人剛強起

來。 

接著，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以弗所書 3:17) 

‘住’這詞在希臘文裡指的是安頓下來，使像在自己家

裡一樣無拘束，很舒適，很安逸。 

一些地方，你一進去就感覺不自在。你感覺不舒服，你

寧願從沒來過，你跟周圍發生的一切顯得不協調。另外

一些地方，你去了感覺很舒服，很安逸，很鬆弛。 

基督在你內心住的舒適指的是你的心和他是如此的協

調，當他住在你內心的時候，他不至於緊張，或是尷

尬。你記得神是如何以奇特的方式與以西結同在的，以

西結被聖靈帶到耶路撒冷城裡有扇牆，神說，你要挖

牆．他一挖牆、見有一門。他進了去、看到他們在那裡

所行可憎的惡事。以西結說，“真可怕，可憎的惡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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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我容許你進入以色列的領導人的心裡，這些就

是他們心所思考的，是他們眼睛所觀看的。”當耶穌住

在你裡面，看到那副牆，他會舒適嗎？當他敲門的時

候，我們說，請你在外面等等，我們嘗試著遮掩一切，

或是把一切都前後顛倒過來。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

有根有基、(以弗所書 3:17) 

我們要能更多體驗到神的愛，耶穌基督的愛，使這愛從

我們的生命中大大的流露出來，那該有多好。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

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

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以弗所

書 3:17-19) 

這祈求倒是挺有趣的，因為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你怎麼能

知道呢？這裡的知道希臘詞是"ginosko", 意思是通過

經歷知道，了解。他的禱告是，神是如此的愛你們，我

祈求你們能夠知道神的愛的是何等長闊高深。但願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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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第 3章 

知道神為著拯救你願意走的深度，長度，高度。耶穌為

著拯救你所走過的深度。神要帶你去的高度。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以

弗所書 2:6) 

使你與基督一同承受他永恆的國度，但願你知道神賜給

你的榮耀，能夠理解你無法理解的，那過於人所能測度

的。 

下一個祈求是，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以弗所書 

3:19) 

就身體而言，這又是不可能的。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以弗所書 

3:19)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更何況我呢？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以弗所書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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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第 3章 

意識到他所祈求的都是些很艱難的事之後，保羅說，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多少次，我認為我們以自己的極限去限制神了。我們把

自己的極限帶到聖靈的領域。我們容易把事情分類，那

很容易，那很簡單，沒有問題，哦，那好複雜，那還挺

難的，那是不可能的。很多時候，我們傾向於將這些分

出來的類別帶到神的面前，從我們禱告的態度就可以看

出。主啊，這是很容易的，你可以辦理的。主啊，這事

蠻複雜的，我實在不清楚。是不可能的了，主啊，別管

它了吧。 

我們傾向於在不同狀況中把人的情感帶進來，有多少次

神行了我原以為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些我已經放棄的

事。一些我說過不可能迴轉的人。 

神將他們怎麼樣呢？神拯救了他們。我簡直無法相信。 

約拿單清晨早早起來，他頭腦中有個想法。或許神今天

會使非利士人敗在以色列人手中。假如神要使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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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第 3章 

敗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不需要整個軍隊。只要神願意，

他能夠借著一個人做成這事，就好像使用整個軍隊一

樣。或許他要在今天行事？這個瘋狂的想法在他的腦子

閃過，他無法將這想法驅趕了，於是他叫醒拿兵器的少

年人，“你知道嗎，我在想，假如神要使非利士人敗在

以色列人手中，他不需要整個軍隊。他畢竟是神啊。他

能夠借著一個人做成這事，就好像使用整個軍隊一

樣。” 

讓我們去看看，神是否要擊敗非利士人。我特別喜愛這

一點，讓我們看看神可能會做些什麼事，讓我們以信心

往前走。誰知道神會做些什麼事呢，他不需要整個軍

隊，我們卻以自己的能力衡量事情。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我們經常被某種疾病，某種病痛，所驚嚇，因為它們被

人類診斷為不治之症。如此，我們對待這些疾病跟對待

耳痛，頭痛等疾病就不一樣。主啊，他有頭痛，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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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第 3章 

請減輕他的痛苦吧，幫助他今天能夠盡他的職責。謝謝

你，主。沒問題。神不幫忙的話，吃一片阿斯匹靈就行

了。 

血癌，哦神，幫幫忙啊，神啊，哦，主，諸天之神啊，

這可是血癌啊，你可要好好為這個禱告啊。你可要為這

病費勁禱告哦。好艱難的。嘿，醫治血癌和醫治普通的

病就神而言並沒有什麼不同。神沒有這樣的分類，沒有

難易或不可能的類別，這些在神看來是不存在的。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我們禱告的時候要記得這點。在禱告中，我們不應該受

人的缺陷和困難的限制。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神為你提供百萬美元，跟提供五美分是一樣容易的。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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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第 3章 

我們為什麼限制到神呢？主啊，我需要五美分。我便開

始在地上周圍找。要找五美分應該不難。在電話亭的硬

幣箱找找就行了。 

保羅禱告的時候，他懷的信心是神能的。我們禱告的時

候也要有如此的信心。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以弗所書 3:21) 

保羅在禱告中包括了這個小小的祝福的話。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以弗所書 3:21) 

這也將成為事實。因著神在耶穌基督裡賜給我們的恩

惠，我們將永永遠遠掌權，願榮耀，讚美歸於神。在天

堂，我們將同樣做我們在地上所做的，就是借著耶穌基

督為著神的憐憫和恩典向他感恩。 

許多人等著到天堂的時候尋求他們生命中的極大轉變。

但是你知道，神現在就想給你的生命帶來根本的轉變，

那樣，天堂的到來就不會使你震驚。神如今就在我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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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動工。他在預備我們，讓能夠承受那永恆國度的事

物。到天堂時，我就不會有那麼大的改變。神要給我們

一個平靜的過渡期。到時候，等到你意識到自己在天堂

的時候，你已經在那裡呆了都有一個鐘頭了。緊緊地跟

隨主，在生活中與他相交，輿他同在，在他的愛中行事

為人。哦神啊，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這樣跟隨著耶

穌，緊緊地與他相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