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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第 3章 

以弗所书第 3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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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乃照对十四节所加〕(以弗所书 3:1) 

值得留意的是,保罗事实上是罗马的囚犯,然而对保罗来说,

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那才是他所真正被囚的。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以弗所书 3:1) 

保罗被逼迫,被囚的原因是因为他坚持主张外邦人可以借着

信靠耶稣基督得救, 这令犹太人很不高兴。 他们觉得外邦

人要转变为犹太人才能得救。 

因此，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唯有犹太人才能得救, 外邦人

只有转变为犹太人才能得救。 这样,保罗坚持神如今将救恩

赐给外邦人的作法，招来犹太人的盛怒,他所到之处,他们不

是逼迫他,就是挑起祸端陷害他。 因此,这监禁是保罗所持

守的，你们外邦人可以得救恩的基本教导所造成的。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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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3:1) 

保罗说,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甚么还受逼迫呢．(加拉太书

5:11) 

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反对我的了。但是保罗持守着神赐给他恩

惠的道。 

谅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以弗所书 3:2) 

一些人认为历史有七个时期。他们看到无罪的时期,在这个

时期,神将亚当放置在伊甸园里,因为人是无罪的, 神当时跟

人直接往来。 

然后他们看到第二个时期,道德(道义),这是从亚当时期到挪

亚时期。 跟着他们看到第三个时期—神的管制,这个时期持

续到律法的时期。律法时期是第四个时期。第五个时期是耶

稣。第六个时期,是恩典的时期。第七个时期,千年国度。 

保罗在谈论的是人们所分出来类别中的恩典时期,至于神是

否也这么分类的,这我不清楚。我认为人类,甚至理论家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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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很多神并不赞同的事。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期,神以

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这些外邦人。 

神赐恩给我、(以弗所书 3:2)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以

弗所书 3:3) 

在第一章, 保罗讲到神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

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要使一切在耶

稣基督里同归于一的奥秘。 神已经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顺服基督。将来他也将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顺服基

督。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以

弗所书 3:3)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以弗所书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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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5) 

这是为外邦人接受救恩打开的门路，旧约的先知们没有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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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这个教会的时期是旧约先知们没能看到的。 他们以为

基督的到来，会立即带来神的国度。他们以为弥赛亚将立即

引进国度时期,旧约的先知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恩典时期,没

有意识到神将从外邦人中选取基督的肢体。 

他们没有完全领会神启示给他们的所有一切。他们所写下来

的东西,他们并不能完全领会。 他们只是照着圣灵的启示写

的。因此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写下来的所有一切,没能领会事

情的所有含义。以赛亚书写到将要到来的弥赛亚。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

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

赛亚又说，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

象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

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 神击

打苦待了。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

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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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作

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

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

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以赛亚书 53:3-8.) 

以赛亚写了这些经文，没能真正领会在他所写的经文里的不

连贯。 

但以理在预言弥赛亚到来的日子的时候宣称，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犹太人

将被驱散。(但以理书 9:26) 

然而在这里人们心想弥赛亚将建立他的国度，就连使徒中间

这个想法也是很普遍的。 

他们总是在期待着神即刻的行动。耶稣在复活之后，应许使

徒们，不多日子，圣灵要降临他们身上。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

这时候吗。(使徒行传 1:6) 

主啊，是在这时候吗？他们总是在寻求立即建立千年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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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恩典的时期，神在这个时期在外邦

人中间动工，要从中选取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的教会。实

际上，是从世界选取，因为教会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

合而为一。他们中间存在的墙将被拆除，他们在基督里都将

成为一体。 

保罗说到奥秘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相像的一样，难以解决

的就是奥秘。那奥秘指的是过去没有显明，如今却被神显明

的事。因此，这是从神而来新的启示。外邦人在基督的肢体

中的地位，神将荣耀的永生的应许和救恩白白赐给外邦人，

并在神的国里面给他们留一个位置。 

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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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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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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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蒙应许。(以弗所书 3:6) 

如今启示的神的奥秘，你们外邦人可以得着救恩，可以得着

永生的应许，得着神的国的盼望。你同享神的恩典和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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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7)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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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8) 

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是多大的荣幸

啊。保罗对自己的看法是一个真正蒙神呼召，有着耶稣基督

的印证的人才能说出来的。 

当我看到一些人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趾高气扬的样

子，我的结论是他们其实没有耶稣个人的见证。要是我的态

度是这样的， 主啊，你有我真是幸运喽，有我在传讲你的

真理，神啊，你不知道你有多么的好运啊。我本可以成名

的，本可以做大人物的。我舍弃了名和利，主啊，对你来

说，我是很有价值的哦。人们为着耶稣基督舍弃些什么，那

些见证并不能使我为之感动。我本可以成就的事感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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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保罗看待自己的态度，哇，神赐给我这个荣耀的事工，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以弗所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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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8) 

因着他先前对教会的逼迫，保罗觉得因着他从前试着将教会

彻底摧毁的缘故，神为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因着他的恩典做

的。事实上，他时常受着自己曾一度这么盲目要摧毁教会的

事实而困扰。他提到过这点， 

怎样极力逼迫残害 神的教会。(加拉太书 1:13) 

这就是他的态度，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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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8-3:9) 

我们从头俩章开始到这第三章所学习的，你注意到神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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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做的。神为着你成就的一切都

是借着耶稣基督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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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5)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

的智能．(以弗所书 3:10) 

彼得就这些事说， 

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彼得前书 1:12) 

天使不像神那样是全知的。他们不知道神计划的整个目的。

我想在天使们看着神的计划逐渐成就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举

行不同的商讨会。天使们对预言的领会却比人类深。当神将

这些事启示给先知们的时候，他们能够领会。但是他们没有

完全领会，等到救赎计划实现了，天使们才完全领会。彼得

写到这些事的时候说，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

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纔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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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得后书 1:19) 

耶稣使用许多绝对可靠的证据显明他的复活。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彼得后书 1:19) 

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保罗这里说，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

的智能．(以弗所书 3:10) 

我想对于天使们来说，神决意下来住在人的中间一定是很令

人惊奇和畏惧的。神竟然来住在人的中间。神借着他的灵通

过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这就是那荣耀的奥秘。 

我的身体可以 

成为圣灵的殿，基督住在我里面的事实就是我荣耀的盼望。 

天使们看着这荣耀的奥秘说， “哇，你信不信？”这奥秘

就启示了出来，神没有特别启示给他们，只是借着计划在教

会实现来启示。 

这是照 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以弗所书 3:11) 



 

11 of 21 

以弗所书第 3章 

这起初就是神的计划。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 神

面前。(以弗所书 3:12) 

在第一章，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 1:6) 

神接收了我。这里说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当然在犹太人中

间，这是禁止的。他们不能到神面前。他们通过祭司到神的

面前。祭司代表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神给摩西颁布律法的时

候说， 

不要让人靠近，省得他被毁掉。 

摩西上山去，与神相交。人们看到神同在的景象的时候，他

们躲开了，对摩西说，你上去跟神说话，你下来告诉我们他

说过的话，但是我们不想靠近。在地上燃起的火以及雷电和

别的东西实在是可怕，你上去，你和我们说的话，我们都会

当成神的话听从的，我们却不敢靠近。 

神制定了律法之后，祭司长可以代表人们进入到至圣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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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过是一年一次而已。如今我们却能够到神的面前，再也

没有幔子将你拦阻。耶稣被钉死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为两半，这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神是在说，借着耶稣基督，

你们都可以来。 

你可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耶稣基

督，将我们要求的告诉他。（希伯来书 4:16） 

我们从前与神隔开，我们无法接近神，如今就可以进前来，

就在基督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 神面前。一些人

显得胆小，哦，我真的觉得自己不配到神面前来，我去找一

个圣徒，请他为我到神面前就行了，这种想法是不符合经文

的，是错误的。神打开了门，他说，“快进来吧。”你退缩

是不对的，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放胆无惧，笃信不

疑的来到 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

们的荣耀。(以弗所书 3:13) 

保罗为着给他们带来这个信息受了很多苦。他被囚，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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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用石头打。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

们的荣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以弗所书 3:14) 

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祷告的态度，屈膝的姿势，祷告的姿势

有很多。身体的姿势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内心的态

度。因为到 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

求他的人。某些人持有一种观点，除非你屈膝，你就不是真

的在祷告，这观点是不符合经文的，不过是他们个人的看法

罢了。经文里提到站着，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大卫脸朝黄土

向神呼求。很多地方讲到仆倒在主面前。因此，坐着，躺

着，跪着，站着都好，姿势不是最重要的，到神面前的时

候，你内心的态度是如何呢？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

耀。(约翰福音 14:13) 

（天上地上的各〔或作全〕家、都是从他得名）(以弗所书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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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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16) 

我们的内心是多么需要力量啊。撒但不断把试探摆在我们面

前。他是个满有大能的敌人，我自己里面没有能力可以抵挡

他，如果我要在敌人的能力面前站立的住，保罗借着祷告

说，你可以靠着圣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接着，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以弗所书 3:17) 

‘住’这词在希腊文里指的是安顿下来，使像在自己家里一

样无拘束，很舒适，很安逸。 

一些地方，你一进去就感觉不自在。你感觉不舒服，你宁愿

从没来过，你跟周围发生的一切显得不协调。另外一些地

方，你去了感觉很舒服，很安逸，很松弛。 

基督在你内心住的舒适指的是你的心和他是如此的协调，当

他住在你内心的时候，他不至于紧张，或是尴尬。你记得神

是如何以奇特的方式与以西结同在的，以西结被圣灵带到耶

路撒冷城里有扇墙，神说，你要挖墙．他一挖墙、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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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他进了去、看到他们在那里所行可憎的恶事。以西结

说，“真可怕，可憎的恶事。” 

神说，“我容许你进入以色列的领导人的心里，这些就是他

们心所思考的，是他们眼睛所观看的。”当耶稣住在你里

面，看到那副墙，他会舒适吗？当他敲门的时候，我们说，

请你在外面等等，我们尝试着遮掩一切，或是把一切都前后

颠倒过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

基、(以弗所书 3:17) 

我们要能更多体验到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使这爱从我们

的生命中大大的流露出来，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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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17-19) 

这祈求倒是挺有趣的，因为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怎么能知道

呢？这里的知道希腊词是"ginosko", 意思是通过经历知

道，了解。他的祷告是，神是如此的爱你们，我祈求你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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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知道神的爱的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愿你能知道神为着拯救

你愿意走的深度，长度，高度。耶稣为着拯救你所走过的深

度。神要带你去的高度。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

书 2:6) 

使你与基督一同承受他永恒的国度，但愿你知道神赐给你的

荣耀，能够理解你无法理解的，那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下一个祈求是，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 3:19) 

就身体而言，这又是不可能的。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 3:19)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更何况我呢？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 3:19) 

意识到他所祈求的都是些很艰难的事之后，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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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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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我认为我们以自己的极限去限制神了。我们把自己

的极限带到圣灵的领域。我们容易把事情分类，那很容易，

那很简单，没有问题，哦，那好复杂，那还挺难的，那是不

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将这些分出来的类别带到神

的面前，从我们祷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主啊，这是很容易

的，你可以办理的。主啊，这事蛮复杂的，我实在不清楚。

是不可能的了，主啊，别管它了吧。 

我们倾向于在不同状况中把人的情感带进来，有多少次神行

了我原以为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些我已经放弃的事。一些我

说过不可能回转的人。 

神将他们怎么样呢？神拯救了他们。我简直无法相信。 

约拿单清晨早早起来，他头脑中有个想法。或许神今天会使

非利士人败在以色列人手中。假如神要使非利士人败在以色

列人手中，他不需要整个军队。只要神愿意，他能够借着一

个人做成这事，就好象使用整个军队一样。或许他要在今天

行事？这个疯狂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闪过，他无法将这想法驱

赶了，于是他叫醒拿兵器的少年人，“你知道吗，我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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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神要使非利士人败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不需要整个军

队。他毕竟是神啊。他能够借着一个人做成这事，就好象使

用整个军队一样。” 

让我们去看看，神是否要击败非利士人。我特别喜爱这一

点，让我们看看神可能会做些什么事，让我们以信心往前

走。谁知道神会做些什么事呢，他不需要整个军队，我们却

以自己的能力衡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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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0) 

我们经常被某种疾病，某种病痛，所惊吓，因为它们被人类

诊断为不治之症。如此，我们对待这些疾病跟对待耳痛，头

痛等疾病就不一样。主啊，他有头痛，主啊，请减轻他的痛

苦吧，帮助他今天能够尽他的职责。谢谢你，主。没问题。

神不帮忙的话，吃一片阿司匹林就行了。 

血癌，哦神，帮帮忙啊，神啊，哦，主，诸天之神啊，这可

是血癌啊，你可要好好为这个祷告啊。你可要为这病费劲祷

告哦。好艰难的。嘿，医治血癌和医治普通的病就神而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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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不同。神没有这样的分类，没有难易或不可能的类

别，这些在神看来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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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0)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记得这点。在祷告中，我们不应该受人的

缺陷和困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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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0) 

神为你提供百万美元，跟提供五美分是一样容易的。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 

3:20) 

我们为什么限制到神呢？主啊，我需要五美分。我便开始在

地上周围找。要找五美分应该不难。在电话亭的硬币箱找找

就行了。 

保罗祷告的时候，他怀的信心是神能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也

要有如此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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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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1) 

保罗在祷告中包括了这个小小的祝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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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1) 

这也将成为事实。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我

们将永永远远掌权，愿荣耀，赞美归于神。在天堂，我们将

同样做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着神的怜悯

和恩典向他感恩。 

许多人等着到天堂的时候寻求他们生命中的极大转变。但是

你知道，神现在就想给你的生命带来根本的转变，那样，天

堂的到来就不会使你震惊。神如今就在我们里面动工。他在

预备我们，让能够承受那永恒国度的事物。到天堂时，我就

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神要给我们一个平静的过渡期。到时

候，等到你意识到自己在天堂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呆了都

有一个钟头了。紧紧地跟随主，在生活中与他相交，舆他同

在，在他的爱中行事为人。哦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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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跟随着耶稣，紧紧地与他相交。 

 


