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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3:1-13 

福音的奧秘 
 

1. 這奧秘的由來（1-3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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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句是照對十四節所加)。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3:3a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 

1「因此」就是前面所說的外邦人和猶太人的信徒不再有隔斷的牆，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贖罪，已經彼此和睦，在基督裡成為一體了。 

 「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被差派成為外邦人的使徒，就是為了完成這個使命。（加 2:7-8反倒看見了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人作使徒。）他到當時羅馬帝國的各地方向外邦人傳講福音，使他們歸向神，甚至因此被逼迫，受患難。（林後 11:23-27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為你們外邦人」可見以弗所教會裡面應該絕大多數都是外邦人。 

 「基督耶穌被囚的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這句話可以有雙重意思。第一個就是中文聖經所說的為了基督耶穌被下到監裡；另一個就是說他是基督耶穌的囚犯，因為主已經將他完全的俘虜了。正如他經常將自己稱為耶穌基督的奴僕（slave）一樣，完全的降伏在基督之下。 

 

2「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直譯為「神為了你們，將他恩惠的管家職分託付給我」。保羅作為一個管家，就是要來造就、栽培、關懷其他的僕人的。管家有很多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按時分糧』（太 24:45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也就是將神的話傳講給其他的弟兄姐妹們聽。這樣的一個職分從人來看可能覺得是一個重擔，甚至是一個苦難，但是保羅卻認為這是神的恩典，不是任何一個人想當就當的。我們今天的服事也是一樣。不論你的職分是什麼，都是神所賜的，也都是神的恩典，因此不論因著這個職分遭遇任何的事情都應該感謝神。 

 

3「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奧秘就是被遮蓋起來的事物，好像一個東西放在一個蓋起來的盒子裡，而不是深奧難懂的事情，就像是什麼高等數學一樣。你只要將盒蓋揭開，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是什麼。而這個揭開的動作就是『啟示』這個字的意義。保羅這裡是說神將他原先遮掩起來的真理（奧秘）揭曉（啟示）給他，使他能夠明白這奧秘是什麼。這也告訴我們神的奧秘唯有藉著聖靈的啟示我們才能明白。（5, 參林前 2:12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上帝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因此一個人再聰明，如果沒有聖靈的帶領的話，絕對無法明白福音的真理。 

 「福音的奧祕」這個奧秘乃是跟福音有關的，特別是跟這些外邦信徒有關的，參第 6節。 

 

「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是什麼意思？保羅為什麼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 

保羅為什麼要為外邦人受苦？他為外邦人受過什麼苦？ 

神將什麼樣的職分託付給他？要做些什麼事？ 

他認為這樣的職分是什麼？我今天從神得到怎樣的職分？我認為這是恩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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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秘」是什麼意思？「啟示」是什麼意思？這兩者有什麼關係？ 

我們如何明白神的奧秘？這奧秘跟什麼有關？跟我有什麼關係？ 

 

2. 這奧秘的內容（3b-6） 

3:3b …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3: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3:5 這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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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3「以前略略寫過 have already written briefly」大概是指前面第二章所說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隔斷的牆已經被拆毀了，從此外邦人與以色列人在基督裡就再也沒有分別（2:11-22）。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這「略略寫過」是指著歌羅西書說的。在那裡保羅稍微提到了這個奧秘。參西 1:25-27「我照上帝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上帝的道理傳得全備，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上帝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 有榮耀的盼望。」 

 

4「你們念了」這裡的『念』用的是現在式，因此不是指以前略略寫的那封信（如果是指歌羅西書的話），而是他現在所寫的內容。 

 「深知基督的奧祕 my insight into the mystery of Christ」保羅藉著聖靈所賜的智慧，對基督的奧秘有著深切的了解，甚至彼得都說『彼後 3:15-16…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他所寫的書信佔了新約聖經幾乎一半的篇幅，甚至對我們來說到今天有很多地方都還是很難明白。深願那感動保羅的靈今天也感動我們，賜給我們屬靈的智慧，能夠明白聖經的真理。 

 

5「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外邦人因為不認識神，當然不可能知道。而猶太人自認是神的選民，而且是唯一的選民，因此從來就看不起外邦人。他們認為外邦人就是神用來點燃地獄之火的燃料，自然不會明白這個外邦人與以色列人合而為一的奧秘。 

 「藉著聖靈啟示」前面已經說過，神的奧秘唯有藉著聖靈的啟示我們才能明白。保羅也不例外。今天雖然已經沒有新的啟示，但對這些已經寫下來的啟示，我們也必須靠著聖靈的光照（1:18）才能領會。所以我們在讀經之前一定要謙卑禱告，祈求聖靈的幫助，否則我們的時間可能都是白費。 

 「今天」就是保羅的時代。 

 「聖使徒和先知」『聖』表示這些使徒和先知乃是神特別分別出來為他所用的人。他們接受了聖靈的啟示後就傳講給其他的信徒聽，使他們能明白福音的真理。他們中有些人還將所得到的啟示寫下來，就成為今天的新約聖經。我們新約的教會就是建立在他們所傳講的真理之上。參弗 2: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6「這奧秘…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這奧秘到底是什麼呢？保羅在第 6節就明說了。外邦人在認識基督之前，乃是『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上帝。』（弗 2:12）。現在卻和神的選民一起成為後嗣，可以承受神的產業；一起成為基督的身體，彼此互相為肢體；並且一起承受神的應許，得到那永遠的盼望。這是何等大的福氣。 

 「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外邦人得到這樣的福氣，乃是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正如基督所說的『約 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今天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所以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稱呼神為阿爸，父，享受神一切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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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而我們能夠在基督裡，是因為我們聽信了福音，就如羅 10:17所說的『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保羅以前略略寫過什麼？什麼時候寫的？ 

保羅為什麼深知基督的奧祕？從哪裡可以證明？ 

這奧秘為什麼以前的世代沒有人知道？現在為什麼知道了？ 

神是如何將這奧秘向世人顯明的？使徒和先知為什麼能夠知道？ 
這奧秘到底是什麼？外邦人如何能夠得到這樣的福氣？ 

我當初所領受的是怎樣的福音？我確知我已經在基督裡了嗎？ 

 

3. 保羅傳這奧秘（7-1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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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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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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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7「福音的執事」執事就是僕人，特別指執行主人命令的人。保羅這裡說他是神的僕人，奉派去傳講神的福音。參羅 1:1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恩賜」正如我們在第 2節所說的，我們的一切都是從神而來，都是神的恩典，包括我們的恩賜，我們的職分。 

 「運行的大能」意思就是說他本來沒有這些恩賜的，但神今天特別選召他，將這樣的恩賜和職分賜給他，使他能夠為神所用，都是因為神大能的作為。 

 

8「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還賜我這恩典」因為他本來是逼迫聖徒的。他自己說『既從祭司長得了權柄，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裏。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徒 26:10-11）』這樣的人，神竟然還揀選他，使用他，難怪他說神『還賜我這恩典』。 

 「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基督的豐富是我們無法想像，也無法揣測的。參西 1: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整個宇宙都是基督的。 

 

9「使眾人都明白…奧祕是如何安排的」這本來掩蓋的奧秘，現在藉著使徒和先知的傳揚，使我們都能夠明白神是如何計劃安排的。今天所有傳講福音的人都有這個責任，將這奧秘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10「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執政的、掌權的就是天使和鬼魔。天使雖然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來 1:14），但他們並不完全明白救恩的內容（參彼前 1:12他們【眾先知】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鬼魔就更不明白了。這救恩就是神百般智慧的彰顯. 

 「藉著教會」這些執政的、掌權的怎麼知道神的智慧呢？乃是藉著教會。所以教會有一個責任，就是將福音彰顯出來，使天使和鬼魔看見，叫他們不得不服在神百般的智慧之下。 

 

11「神從萬世以前…所定的旨意」就是前面所說的神關於這奧秘的安排。換句話說福音乃是在神還沒有造人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因為他早就預見了人的墮落，以及如何來救贖他們。並不是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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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神想出來的一個補救的辦法。我們越思想就越覺得這救恩的奇妙，難怪保羅會讚歎說『羅
11:33-36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在…基督耶穌裏」神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在基督裡做的。參西 1:16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保羅為什麼說他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神賜給他怎樣的恩典？他的責任是什麼？ 

基督到底有多豐富？我們這些外邦的信徒可以每人舉一個例子嗎？ 

這奧秘本來是藏在哪裡？我今天明白這奧祕是如何安排的嗎？ 

天上執政的、掌權的是誰？神百般的智慧是針對什麼事說的？ 

如何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明白神百般的智慧？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救贖的福音是人犯罪之後神才想出來的補救辦法嗎？神是如何安排這個救恩的？ 
 

4. 這奧秘的果效（12-13） 

3: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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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前面已經提過，我們能在基督裡乃是因為我們聽信了福音，就是相信了耶穌基督。當我們接受耶穌為主的時候就在基督裡了。 

 「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我們以前和神的關係乃是一個罪犯和法官的關係，因此我們無法放膽無懼的來到神面前。現在因著在基督裡，我們和神的關係變成了父親和兒子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神面前。又因為基督乃是永遠的大祭司，在神的右邊不斷的為我們祈禱，因此我們是篤信不疑（with confidence）的來到神面前，不用擔心哪一天神突然向我們變臉，棄絕了我們。我們這些外邦人今天能夠來到神面前，就證明了這奧秘的偉大。 

 

13「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就是保羅為了傳福音給外邦人而受到各種的患難。 

 「這原是你們的榮耀」『這』是複數，就是前面所說的患難。在人看來是非常不幸，甚至是羞恥的事，在神看來乃是一件榮耀的事，因為我們是為基督受苦。參太 5:11-12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我們為什麼可以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 

我們得救之前和神的關係是什麼？得救以後呢？ 

保羅為什麼叫歌羅西信徒不要喪膽？為什麼說他所受的患難是他們的榮耀？ 

我在今天的查經中學到什麼？對我的靈命有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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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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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是照對十四節所加)。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上帝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3: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3: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 

3:5 這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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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3: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上帝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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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上帝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3: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3:11 這是照上帝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3: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上帝面前。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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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V NASB 
1 
For this reason I, Paul,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for the sake of you Gentiles 
2 
Surely you have heard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of God’s grace that was 

given to me for you,  
3 
that is, the mystery made known to me by 

revelation, as I have already written 

briefly.  
4 
In reading this,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my insight into the mystery of 

Christ,  
5 

which was not made known to people in 

other generations as it has now been 

revealed by the Spirit to God’s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6 
This mystery is that through the gospel 

the Gentiles are heirs together with Israel, 

members together of one body, and sharers 

together in the promise in Christ Jesus. 
7 
I became a servant of this gospel by the 

gift of God’s grace given me through the 

working of his power.  
8 
Although I am less than the least of all the 

Lord’s people, this grace was given me: to 

preach to the Gentiles the boundless riches 

of Christ,  
9 
and to make plain to everyon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mystery, which for 

ages past was kept hidden in 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10 

His intent was that now, through the 

church,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rulers 

and authoritie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11 

according to his eternal purpose that he 

accomplishe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12 

In him and through faith in him we may 

1 
For this reason I, Paul,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for the sake of 

you Gentiles—  
2 
if indeed you have heard of the stewardship of God’s grace which 

was given to me for you;  
3 
that by revelation there was made known to me the mystery, as I 

wrote before in brief.  
4 [a]

By referring to this, when you read you can understand my 

insight 
[b]

into the mystery of Christ,  
5 

which in other generations was not made known to the sons of men, 

as it has now been revealed to His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c]

in 

the Spirit;  
6 
to be specific, that the Gentiles are fellow heirs and fellow members 

of the body, and fellow partakers of the promise in Christ Jesus 

through the gospel,  
7 
of which I was made a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gift of God’s 

grace which was given to me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of His 

power.  
8 
To me, the very least of all 

[d]
saints, this grace was given, to preach 

to the Gentiles the unfathomable riches of Christ,  
9 
and to 

[e]
bring to light what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ystery 

which for ages has been hidden in 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10 

so that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might now be made known 

through the church to the rulers and the authoritie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11 

This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

eternal purpose which 

He 
[g]

carried out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12 

in whom we have boldness and 
[h]

confident access through 

faith 
[i]

in Him.  
13 

Therefore I ask 
[j]

you not to lose heart at my tribulations on your 

behalf, 
[k]

for they are your glory. 

 

Footnotes: 

a. Ephesians 3:4 Lit To which, when you read 

b. Ephesians 3:4 Lit in 

c. Ephesians 3:5 Or by 

d. Ephesians 3:8 Or holy ones 

e. Ephesians 3:9 Two early mss read make all know 



 6/6 

approach God with freedom and 

confidence.  
13 

I ask you, therefore, not to be 

discouraged because of my sufferings for 

you, which are your glory. 

f. Ephesians 3:11 Lit purpose of the ages 

g. Ephesians 3:11 Or formed 

h. Ephesians 3:12 Lit access in confidence 

i. Ephesians 3:12 Lit of Him 

j. Ephesians 3:13 Or that I may not lose 

k. Ephesians 3:13 Lit which 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